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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務處                        107.6.27 

感謝校長及各位老師這學期的協助，教務工作及師生教學皆能順利進行。接下來的寒假課輔

也拜託各位老師大力幫忙了！另外也請各處室協助提供學生寒假行事曆及須注意事項(寒假

作業、社團集訓、菸酒、摩托車…等)，將由教務處統一彙整後，於 6/29(五)結業式發放。 

 

教學組： 

1. 暑假活動安排： 

(1) 106 學年度下學期期末暨暑假行事曆已放於校網首頁，另於網芳共同資料區亦可瀏

覽。 

(2) 暑期活動： 

A、 七年級：7/2(一)-7/27(五)共四週，上午暑期輔導、下午夏日樂學。 

B、 八年級：7/2(一)-7/20(五)共三週，全天史懷哲計畫及暑期輔導。 

C、 八年級：7/23(一)-7/26(四)英語 FUN 暑假育樂營。 

D、 九年級：7/2(一)-7/27(五)、8/13(一)-8/24(五)共六週，全天加強班課程。 

2. 補救教學施測：107 年 6 月施測已結束，請任教補救教學課程的老師撥空至補教教學科

技化評量網站，查看受輔學生施測資料。

(https://exam.tcte.edu.tw/tbt_html/index.php) 

3. 族語競賽：高雄市語文競賽市賽：107 年 9 月 22 日(六)@三信家商 

4. 請將各科段考試卷電子檔放至網芳共同資料區-106-2 段考試題卷 

5. 暑期輔導課表最終版(0625A 版)已上傳至學校社團，請各任課老師自行下載課表，留意

上課時間。若臨時有要務無法上課，麻煩自行調代課。 

6. 暑輔上課教室：七年級(19 人)-原住民資源教室；801(14 人)-原 701 教室；802(13 人)-

原 702 教室；九年級加強班(22 人)-原 802 教室。 

註冊組： 

1. 106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三次定期考成績輸入於 107 年 7 月 4 日(三)23:59 截止；學科及

藝能科須輸入成績及文字評量，彈性課程輸入定期及平時成績，導師輸入評語及日常生

活表現。成績輸入完後，請將平時、定期成績儲存成 PDF 檔，存放於 106 網芳。 

2. 106 學年度第二學期補考訂於 107 學年度第一學期開學後第二週之中午 12:30-13:10 辦

理，分別為：國、英、數、自、社、藝能科，請出題教師及各科監考老師協助。 

設備組： 

1. 請各班將向學校借閱的圖書(含班書)、小白板、白板筆等用具交回學校。 

資訊組： 

1. 學年即將結束，部分業務人員輪調，資訊設備(桌機)請勿任意更換擺放位置。 

2. 請各處室同仁下班及學期結束後，務必確實關閉電器，節省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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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處報告 

一、7、8月重大行事曆： 

(一) 7/3(二)新生套量制服 

(二) 7/4(三)解說社成果展 

(三) 7/15(日)台南佳里橋藝交流賽 

(四) 7/16~7/20橋藝社暑訓 

(五) 7/29高雄市橋藝菁英賽─全國決賽 

    (六) 8/2~8/3跆拳社暑訓 

(七)  8/4~8/5教育盃全國橋藝錦標賽 

(八) 8/27~8/29足球社暑訓 

二、訓育相關： 

(一)辦理 107學年度學生交通車招標相關事宜。 

(二)發放暑期社團集訓同意書。 

(三)學年結束獎懲會議。  

(四)請各班導師於 7/22~7/28及 8/19~8/25協助電訪關心學生暑假動向。 

三、體衛相關： 

 (一)體促評鑑網頁已完成。 

 (二)6/29(五)第五節及第六節進行大掃除，第七節結業式。  

三、重大活動規劃： 

 (一)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預計於 8月第一周及第二周其中兩天，辦理楠梓 

仙溪野生動物保護區溪流監測、保育講習與生物復育示範計畫，欲租借本校 

場地。 

 (二) 7月份阿根廷藝術家 Catalina Scoppa 駐村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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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  

一、 資本門執行情況 

(一) 屋頂防漏工程(教學區) 

(二) 飲水機清缸消毒(已完成) 

(三) 窗簾改善工程(已完成) 

(四) 課桌椅添購(已送至) 

二、 防災校園建置計畫-避難地圖 

三、 女宿水塔感應器受損(星期五維修) 

四、 宿舍消防警報系統(暑假期間)安裝。 

五、 暑假期間，請注意公文時效；教育局的電子公告，也請定時點閱；紙

本公文請交還給文書歸檔。若公文已逾期，將會在 facebook中提醒。 

六、 要離職的同仁，請於 7月 31日前完成退宿程序。 

七、 9年級的導師，請將教室的鑰匙歸還至總務處事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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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立那瑪夏國中 106學年度第二學期期末校務座談會輔導室業務報告 

 感謝各位同仁這學年在輔導業務的大力支持和協助，一起營造友善的校園環境，協助孩

子在國中階段能夠在各方面有好的裝備，有能力可以認識自己、改變自己、展現自己。 

 

 期末工作提醒： 

1. 各班導師(包含畢業班)請輸入每位同學的輔導紀錄(原 B表)、生涯輔導紀錄手

冊…。 

2. 各認輔老師的認輔紀錄(列印紙本直接交給輔導組)。 

3. 請七八年級導師提供(疑似)特教學生欲鑑定安置所需的同意書、試卷、作業簿。 

4. 請各班導師暑假能夠盡量掌握學生的動向，如果臨時有兒少保護相關緊急事件，請

務必馬上通知學校行政協助處理。 

 

 

 暑期活動： 

1. 夏日樂學課程 7/2-7/27（7/18-20暫停、7/23-25 整天+攝影，其他時段下午上課，

樂學日皆附午餐）。學生共 20 人(七年級新生 17人、八年級小隊輔 3人)。 

2. 解說社：7/4(三)上午成果發表+飢餓 12活動。(中午活動結束學生回學校繼續下午課

程)。 

3. 8月初進行特教鑑定安置作業，目前提報疑似特教鑑定八年級 2人、九年級跨教育階

段鑑定 3 人。 

4. 8月 28 日(二)上午 9～12時輔導知能研習（法定研習，請大家務必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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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室業務報告                               
107.06.27 

◆ 報告事項 

（一）依據高雄市政府公務人員訓練計畫規定，各機關、學校編制內人員 107 年度訓練時

數 20 小時，其中含 10 小時數位學習（指定課程），敬請同仁於 107 年 6 月 30 日前完成。

另數位學習課程請多加利用「e 等公務園＋學習平臺」學習，請登入「e 等公務園＋學習平

臺」（https://elearn.hrd.gov.tw），於網站加盟機關處選擇「港都 e 學苑」。 

數位學習課程補充說明： 

１補休機制：於本 (107)年 8 月 31 日前利用公餘時間 【※所附學習紀錄起迄時間均應為

公餘時間 】至「e+平臺 」完成「高雄市政府 107 年度數位學習組裝課程」者，得檢附平

臺學習記錄及補休申請表，向服務機關申請補休，最高得補休 4 小時。 

２行政獎勵：於本 (107)年 8 月 31 日前至「e+平臺」完成 10 小時「高雄市政府 107 年度

數位學習組裝課程」及 30 小時以上與業務相關課程者，服務機關得依據終身學習入口網

「同仁學習狀況明細」學習時數資料，核予嘉獎 1 次。 

<<敬請各單位主管協助督促所屬於期限內完成>> 

      註：107/6/25 承接獲本市人事處通知，有關本校政策性訓練課程 10 小時時數達成率

尚未達成目標。敬請各位主管協助鼓勵所屬同仁完成 107 年政策性訓練課程 10 小

時，期於 6 月 30 日前完成達成率，俾利本市取得績效考核佳績!非常感謝~~~~ 

（二）公務人員行政中立及公務倫理與公義社會事宜，係各機關（構）學校應善盡之職責，

係各機關（構）學校應善盡之職責，敬請本校教職員確實遵守行政中立及公務倫理相

關規定． 

（三）１０６學年度即將結束，敬請兼行政教師同仁，尚未完成國旅卡核銷者，敬請於７月

底前辦理竣事，避免影響您個人權益。 

§§提醒未完成國旅卡核銷者：林婉宜師、林美鳳師、顏婉如師儘速完成～～～ 

（四）１０６學年度暑期彈性上班輪值表業奉核可，奉核可簽及輪值檔置於本校網芳１０６

學年度／共用區／人事室資料夾中，敬請各處室參閱。 

◆法規修正／法令解釋事項 

（一）銓敘部函以，依民國 107 年 7 月 1 日施行之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第 35 條第 2 項

授權訂定之「退休公務人員一次退休金與養老給付優惠存款辦法」，業經考試院會同

行政院於 107 年 3 月 21 日訂定發布並自同年 7 月 1 日施行。 

（二）教育部函釋略以，有關「教育人員留職停薪辦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解釋令，

所稱正當理由，涵蓋教育人員如有親自養育雙(多)胞胎子女之需求，縱其配偶未就

業，仍得依本款規定，申請育嬰留職停薪，機關並不得予以拒絕。 

（三）教育部函釋略以，有關「教育人員留職停薪辦法」第 4 條第 2 項第 7 款規定解釋令，

配偶因公奉派至國外工作或進修一年以上，其配偶隨同前往申請留職停薪之規定，若

其配偶服務之機關係輔助機關學校辦理國家重要任務或政策，並經奉派至國外者得從

寬比照上開規定辦理。 

（四）行政院訂定「講座鐘點費支給表」及修正「軍公教人員兼職費及講座鐘點費支給規

定」，名稱並修正為「軍公教人員兼職費支給要點」，均自 107 年 2 月 1 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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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育部 107 年 5 月 14 日臺教人(四)字第 1070053003B 號令，發布「公立學校教職員

退休資遣撫卹條例施行細則」。 

（六）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函以，有關公務人員為刑事訴訟程序之自訴人及告訴人，

於民國 106 年 12 月 15 日公務人員因公涉訟輔助辦法修正生效後，得否申請輔助律師

費用及其請求權時效如何起算案。 

（七）行政院修正「參與依災害防救法所定災害之救災及災後復原重建工作且工作具有高度

危險性人員」投保額外保險通案標準表(風災、水災部分)，並自 107 年 5 月 15 日生

效。 

（八）行政院修正「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公務人員休假改進措施」第五點及附

表，並自一百零七年七月一日生效。 

（九）教育部體育署釋示「專任運動教練職前曾任約僱人員年資是否僅得於 230 薪點範圍內

採計提敘薪級疑義」一案。 

（十）銓敘部函以，有關夫妻均為公務人員，得否以養育雙 (多)胞胎子女事由，同

時申請育嬰留職停薪疑義一案。  

註：上開修正法令及法令函釋置於學校網路硬碟/人事室/業務宣導資料夾及本校全球資訊網

/人事室/人事室公告頁籤中，請同仁自行下載參考。 

◆ 業務宣導 

（一）為提供公保被保險人更多元的管道登入使用「公教人員保險網路作業 e 系統」新增

健保卡驗證登入功能，該作業系統自 107 年 5 月 21 日開始提供所有公保被保險人以

健保卡驗證登入網路作業服務功能，服務項目有個人保險資料查詢、現金給付請領案

件查詢及各項給付試算等，透過本作業系統可下載公教人員保險(以下簡稱公保)年資

紀錄表、查詢個人公保年資明細、基本資料、育嬰留職停薪遞延保費、近 6 個月現金

給付案件辦理進度，以及近 2 年已領現金給付紀錄等，並可試算各項公保 7 現金給付

金額，請至臺灣銀行全球資訊網(網址 http://www.bot.com.tw)下載使用。 

（二）107 年至 110 年「貼心相貸」-全國公教員工消費性貸款，業經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

開徵選由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賡續承作，請協助轉知同仁參考運用。 

（三）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函以，公務人員保障事件線上申辦平臺新增功

能部分，業於 107 年 6 月 15 日完成新舊功能轉換作業，請同仁自行下載

利用。  

註：上開資料置於學校網路硬碟/各處室資料/業務宣導資料夾及本校全球資訊網/人事室/人

事室公告頁籤中，請同仁自行下載參考。置於學校網路硬碟/106 學年度/人事室/業務宣導資

料夾及本校全球資訊網/人事室/人事室公告頁籤中，請同仁自行下載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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