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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業務報告： 

1. 期末繳交： 

(1) 請各領域 1/25 前和國小討論，提供學區國小競試樣卷給教務處彙整（國英數 456 年

級、體育項目及族語項目）。 

(2) 請於期末 1/25 前將補救教學藍本填寫完整繳回教務處。 

(3) 期末成績上網填報至 1/23 止，並請另存為 PDF 檔至網路硬碟。 

(4) 各領域教學研究會會議紀錄共 3 次。 

(5) 本學期各領域社群成果。 

(6) 各班教室日誌請導師務必簽名交回。 

2. 1/15(二)七八年級晚自習本學期最終回，1/17(四)九年級晚自習本學期最終回。 

3. 1/21-23 山海聯盟寒假英語營至旗津國中(林劭琪、柯瑜雯、孫書亞、葛霖軒)，感謝佳雯

老師帶隊。 

4. 1/21 英語單字競賽初賽、1/23 英語單字競賽複賽。選手九年級 5 人( 蔡邵天、翁念恩、

謝世文、盧尚翔、許佳蕙 )，阿餅帶隊。 

5. 科展小組名單如下：集訓時間 1/21-25 下午、1/28-2/1 全日 

螢火蟲-謝子心、朱芯甯、徐慈庭、林拉胡 

蜜蜂-杜智杰、朱芷玲、周敏、李怡品 

部落植物-李倩妤、楊淑怡、曾念翔、盧慧敏 

自動相機-楊浩丞、蔡弘昇、杜智宸、謝婉萱 

6. 1/24-25 兩天下午寒假閱讀營，@多媒體教室，非科展、非橋藝的七八年級參加。 

7. 1/21-25 上午 08-12 時，補救教學七八年級共 3 班。1/21-30 全日 08-17 時，九年級補救教

學+課業輔導。感謝老師們的協助。 

8. 心喬老師 1/10 開始請產假至 3/15。 

9. 寒假兩名部落服務的原住民籍公費生(師大英語系大三-高偲維(阿美族) 1/21-2/1、嘉義大

學教育系-林怡辰(太魯閣族) 1/28-2/15)，將住在宿舍空房，工作安排：寒輔學生點名管

理、圖書館整理等工作。 

10. 108 年度數位學伴課程，因應耐震補強工程，申請 108 年度暫停辦理。 

11. 將「十二年國教總綱宣導-各校自主深化增能研習」確認本校 108 學年度課程規畫：主題

(二)學校現有校本課程問題釐清與資源盤整。(三)凝聚共識與重塑學校課程願景。(六)課

程（學習）地圖再建構。(七)校訂（彈性）課程規劃設計。課程發展委員會：校長、各處

室主任、教設組長、訓育組長、領域召集人(三位)、資源班導師、家長會長、教師會

長。 

預計於 1/28(一)早上 09:00 開會討論本校願景及課程規畫相關內容，請委員撥空參加。 

12. 107-1 補考訂於下學期第一週 2/13(三)-2/19(二)午休舉行，請各科教師準備補考卷及協調

監考教師。 

13. 明早早自習要召開教儲戶會議；第 2 節發放下學期教科書，請老師教導學生將書本保管

好。 

14. 圖書館之玻璃櫃請各領域負責怖置好；下學期開始 9 年級每週六要到校自習，會安排老

師負責督導，每半天各安排 1 名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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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處報告 

一、重大行事曆： 

 (一) 1/02(三)~1/06(日)高級中等學校五人制足球賽 

(二) 1/16(三)社團課暫停，1/17(四)本學期社團最後一次上課。 

 (三) 1/18(五)結業式 

 (四) 1/21~1/25下午社團寒假集訓時間。 

 (五) 1/27(日) 第二屆竹園岡橋藝錦標賽 

二、訓育相關： 

(一) 本校 108年度學生交通車租用採購上網。 

(二) 1/16(三)召開獎懲委員會。 

(三) 導師請假之代理導師費用計算。 

(四) 1/21~1/30開放學生到校銷過。 

三、體衛相關： 

 (一) 清潔用具採購及發配。 

 (二) 期末大掃除時間為 1/18(五)第一節。 

 (三) 服務學習志工登記。 

四、重大活動規劃： 

    (一) 2/11(一)開學始業式 

 (二) 2/13(三)那瑪夏之星歌唱比賽 

    (三) 2/20八年級高美館參訪 

 (四) 3/13(三)台南佳美早餐店愛心早餐供應，08:00開始取用。 

五、教室佈置延至 2月 11日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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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報告 

【一般採購】 

一、辦理採購或核銷，除緊急情事或是加油等特殊案件，請尊重採購單位，先送請購核定後

再辦理核銷。 

二、屬於優先採購及綠色採購項目，請提前與總務處協調採購方式；餐飲類請務必提前 5 天

通知事務組並告知採購日期、數量、金額及內容，以利上網登錄 

三、107 年度會計帳及財產帳業已圓滿完成，感謝各處室配合期程辦理核銷。 

 

【招標採購】 

一、已結案工程：屋頂隔水防熱改善工程(123 萬餘元)： 

  (一)第一期：教學棟屋頂；已於 107 年 9 月驗收付款完竣。 

  (二)第二期：辦公大樓屋頂，已於 107 年 12 月驗收付款完竣。 

二、未結案工程及採購： 

(一) 本校舊大樓設校耐震能力補強工程採購案(5 百 71 萬元整)： 

1. 決標日期：1 月 15 日。 

2. 得標廠商：凱琦營造有限公司。 

3. 預定 1 月 18 日(星期五)上午 10 時由本校、設計廠商(正友工程顧問有限公司)及凱

琦營造有限公司召開協調會議。 

4. 請輔導室、健康中心及教務處(電腦教室及理化教室)配合完成整理、打包及遷移工

作，施工期間造成不便請多包涵。 

(二) LED 燈具採購(15 萬餘元)：本校因為位處偏遠，共同供應契約廠商接單意 

願低，目前尚在溝通中。 

三、已完成 108 年度契約案件： 

(一)108 年度校園保全人力及系統計畫(共同供應契約)。 

(二)108 年度影印機維修及保養(共同供應契約)。 

(三)108 年度電梯保養合約。 

(四)108 年度水質檢測保養合約。 

(五)108 年度消防安檢及公有建築物安全檢查。(預計 2 月下旬辦理) 

 

【財產管理】 

高雄市所屬機關學校報廢品拍賣於 108 年起全面使用「台北惜物網」，歡迎各位加入會員，

上網搜尋購買全國公家機關已報廢但堪用的好物。至於本校未來拍賣品上架時請各位同仁仍

請遵守利益迴避原則辦理。 

 

【文書業務】 

一、總務處職務異動：自 2 月 1 日起，由林宏紹擔任文書組長兼出納業務；由孔淑華擔任文

書、勞健保業務，承辦公文收發系統及校內重大會議業務。 

二、為因應評鑑作業，請各承辦人務必按時收文及歸檔，並勤上網至教育局電子公告網點選

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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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期末校務會議          108.01.16 

輔導組 

 家庭教育 

(一)辦理活動 

1. 107.09.20親職講座順利完成。 

2. 107下半年度家庭訪問。在家訪中，若有家長提出對學校的建議，請導師務必告知輔導

行政人員。另請導師繳交家訪紀錄簿及家訪照片。 

3.  原住民家庭活動 

序號 活動時間 活動主題 課程及活動內容 活動照片 

1 
107.10.1 

19:00-20:00 

走入社區 

－母職培力

講座 

說自己（自我） 

 

2 
107.10.29 

19:00-20:00 

走入社區 

－母職培力

講座 

三頭六臂的女人-談母職 

3 
107.11.26 

19:00-20:00 

走入社區 

－母職培力

講座 

要如何說你才懂（溝通） 

4 
107.11.9 

-107.11.10 

走出部落 

－親子增

能宿營趣。 

1. 親子饗宴：至屏東進行山

與海 2 天 1 夜的文化之

旅，設計親子 DIY 任務，

並夜宿屏東，晚餐由親子

共同烹飪完成，透過親子

手作課程，促進親子互動

的機會。 

2. 親師對話：第一天晚上，

進行完親子饗宴後，由學

校老師布置空間，並設計

活動及問題，讓家長們可

以在舒適的空間裡彼此分

享育兒經驗及生命中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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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受的重要經驗。 

5 
107.11.14 

18:00-21:00 

 

 

 

走入家庭 

－原民家

族成長團體 

1. 動動手、動動腦-暖身家

庭遊戲 

2. 原來我們這麼近-談家庭

親密關係 

3. 我說你畫-談家庭溝通 

 

6 
107.10.3 

13:30-15:00 

走進部落 

－親職增能

工作坊 

部落服務趣 
 

7 
107.11.30 

17:00-20:00 

走進部落 

－親職增

能工作坊 

親子部落烘培教室 

參加總人次 231 人次 

(二)下學期規劃活動。 

1.2/26親職講座-大光教會。 

2.家訪 

3.慈孝家庭、孝行獎選拔。-麻煩導師協助。 

 

 特殊教育(資源班)： 

 (一)辦理活動 

序號 活動內容 照片 

1 跨教育鑑定安置測驗 

 

2 10/24特教知能研習-2+12的人生。 

 

3 1/17 生涯闖關-無礙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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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下學期規劃特教服務 

1.專業團隊服務：針對潘凱庠將會繼續替申請。 

2.特教知顏研習-認識情障。 

3.特教轉銜 

4.特教評鑑 

 生命教育 

(一)辦理活動 

序號 活動內容 活動照片 

1 
 
9/25-9/28教師感恩活動 

 

2 
 
10/17 那瑪夏促進計畫-幸福志工 

 

3 生命教育月系列活動 

 

 

 

4 重陽節感恩敬老活動 

5 12/12情緒與壓力調適宣導(友友錦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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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聖誕祈願活動 

 

7 蒲公英心得投稿 

8 活動 huma社 

 

9 得勝者課程-問題處理 

 

10 感恩卡 

 

 (二)下學期規劃活動 

1.七年級得勝者課程-情緒管理。 

2.幸福 in高雄，捕手 gogogo-自殺防治宣導 

3.活力 Huma社。 

4.母親節感恩活動 

5.蒲公英月刊活動 

6.重見山林之美-七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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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友善校園—學生輔導工作: 

(一)本學期辦理活動 

序號 活動內容 活動照片 

1 認輔工作 

.10/3認輔會議 

感謝秀珍老師、凱彬老師、秀娟老師、文智老師以

上擔任認輔老師協助認輔工作。完成這一學期認輔

工作教師(晤談次數至少 3次以上者)，請於

1/21(一)前繳交認輔紀錄。 

.1/18 輔導工作會議 
 

2 
8/29 輔導知能研習-性別平等 

3 高關懷輔導工作 

.高醫花藝活動 

.高關懷班 

手縫抱枕、作業指導，感謝各處室及夜輔老師的協

助及配合，更感謝導師的幫忙，讓高關懷學生穩定

就學。 
 

4 那瑪夏之音 

 

5 多元文化活動-與毛利族相遇 

6 小團體輔導：七年級人際關係小團體、八年級性別

小團體 

7 夏日樂學 

.課程模組優選 

12/18教育部成果發表 

 

8 校歌徵選 

※輔導工作三級預防(初級、二級、三級)：加強辨識高關懷學生與持續關懷(目睹家暴、因

外在因素無法正常上學者、家庭無法提供早餐) 親師溝通，以協助學生在面臨人際、情感、

情緒與學習問題時，能即時提供有效的親職關懷與輔導。請導師主動告知，個案缺課及在學

狀況。以利輔導教師掌握學生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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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下學期預計活動 

1.輔導工作-認輔 

2.高關懷班。 

3.那瑪夏之音。 

4.小團體輔導。 

 資料組 
 生涯發展 

(一)辦理活動 

序號 活動內容 照片 

1 七八年級社區高中職參訪-旗山農工+旗

美高中 

 

2  
9/26 七年級社區產業參訪(下午一、二
節；卜谷嵐自然生態農園) 

 

3 生涯闖關活動 

4 生涯諮詢-九年級志願選填諮詢 

 

(二)下學期活動 

1. 適性輔導列車 

2. 4/3生涯夢工廠-榮耀軍旅 

3. 3/15升學博覽會 

4. 生涯諮詢 

5. 學長姐回娘家 

6. 七年級家長職業分享   

 技藝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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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辦理活動 

序號 活動內容 照片 

1 9/12 遴輔會 

 

2 技藝學程 

.設計職群、食品職群 

.技藝成果展 

 

(二)下學期辦理活動 

1. 下學期 技藝比賽 設計-趙雅婷、詹莉柔、食品-顏湘柔、翁念恩。寒假集訓筆試時間

(1/31-2/1) 

2. 下學期 技藝課程→餐飲職群、藝術職群 

 

 

 107學年第一學期輔導室重大計畫經費結算 

 107下半年教育優先區親職講座 1場、個案訪視 127人次。→已辦理核銷完成。 

 107下半年中輟預防-高關懷班約 5萬→已辦理核銷完成。 

 107-1技藝教育 2班 23萬→預計 1月費辦理核銷完成。 

 107年度原住民家庭教育計畫 16.3 萬→已辦理核銷完成。 

 校歌甄選計畫→已辦理核銷完成。 

 夏日樂學成果+前導學校 32 萬→已辦理核銷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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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座談人事室業務報告                               

108.01.16 

◆ 報告事項 

（一）差勤管理：請教師及公務同仁確實遵守本校差勤規定，遇有臨時請假情形務必請職務

代理人代為填寫請假單，以完成請假手續，如有公出時應填寫公出單經核准後始得離

校。另重申本校延長工時制度一案，有關「高雄市立那瑪夏國民中學行政人員延長工

時制度管理要點」前於 106 年 9 月 12 日主管會議決議實行，為維寒暑假彈性補休完

善，敬請各單位主管協助督促所屬行政同仁，於每學期結束後確實填報［平常日超時

加班（一小時）服務時間統計表］經單位主管核章後，逕送人事室錄案憑辦。寒暑假

期間如需請假仍依規定以請一日為宜。相關資料請至本校網路硬碟/107 學年度/人事

室/差勤管理項下參閱。並請將 107 學年度第一學期超時加班服務時間統計表經單位

主管核章後，逕送人事室錄案。 

（二）107 年度年終工作獎金發給一點五個月，訂於 108 年 1 月 25 日發給。 

（三）為配合農曆春節放假(2 月 2 日至 2 月 10 日)，1 月 19 日補上班(補 2 月 8 日(五)彈性放

假)，另寒假期間輪值表業簽奉核可，相關資料業置於本校網芳／共用區／人事室／

107 學年度寒暑假各處室輪值表資料夾中，請各處室至該資料查閱排定值班人員。 

（四）為配合 228 連假，2 月 23 日補上班(補 3 月 1 日(五)彈性放假)。 

（五）公務員(含校長、兼任行政職之教師)赴大陸應依規定誠實申報，除事前提出申請並應

於返臺後 1 星期內填寫意見反映表及 1 個月內提送報告，另現階段公務員尚不宜赴大

陸地區兼職、兼課及進修。 

（六）重申本校「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要點」，請同仁至校網人事室公告區參考運

用。 

（七）重申同仁如有領取專業證照者，應立即檢證向本校人事室申報，並由人事室造冊列

管。 

（八）重申同仁如需申請進修應先簽陳校長核准後，始得前往進修。如涉及公假進修部分，

因涉及進修員額控管，請務必加會人事室。如申請部分辦公時間公假進修同仁，請檢

附課程表以利審核差假事宜。 

◆法規修正／法令解釋事項 

（一）公務人員退休法及公務人員撫卹法業經總統於民國107年11月21日公布廢

止，並刊載於總統府公報第7393號(另見總統府網站：

http://www.president.gov.tw公報系統)，請查照。  

（二）銓敘部修正「公務人員因公猝發疾病或因戮力職務積勞過度以致死亡審查參

考指引」第3點規定，並溯自民國107年7月1日生效，請查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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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育部有關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第28條第3項所稱已符合法定

支領月退休金條件疑義一案，請查照。  

（四）修正「高雄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聘任特殊專才者支給基準」，並自108年1月

1日生效，請查照。  

（五）有關「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聘僱人員給假辦法」第3條、第4

條，業經行政院於107年12月7日以院授人培字第10700579141號令修正

發布施行一案，請查照。另請參閱本校網芳/107學年度/人事室/差勤管理/

各類人員假別一覽表。  

（六）為因應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下稱本法）第14條第2項修正，法務部設

計「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範本」【A.事前揭露】、【B.事後公

開】，「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自行迴避通知書」及「利害關係人申請公職

人員迴避申請書」範例如校網附檔，請查照。  

（七）行政院修正「公務人員兼任政府投資或轉投資民營事業機構、財團法人及社

團法人董、監事職務規定」第五點，自107年12月11日生效，請查照。  

（八）為因應新修正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之施行，法務部配合修正「法務部公

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十五條處罰鍰額度基準」，名稱並修正為「法務部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案件處罰鍰額度基準」，該行政規則業於一百零七年

十二月十三日以法廉字第一○七○五○一二九二○號令修正發布，並自一百

零七年十二月十三日生效。  

（九）教育部函以，有關公立學校退休教職員再任私立學校董事會職務，是否須受

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第77條第1項第3款規定停止領受月退休

金等權利疑義ㄧ案，請查照。  

（十）有關「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但書第六款所稱一定金額」

業經行政院會銜監察院公告（如附件），並自107年12月13日生效，上開所

稱一定金額，指每筆新臺幣（下同）一萬元。同一年度（每年一月一日起至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同一補助或交易對象合計不逾十萬元，請查照。  

（十一）「教育人員留職停薪辦法」第4條第1項第3款規定解釋令1份，請查照。  

（十二）轉知保訓會辦理各項法定訓練測驗開放受訓人員得申請閱覽試卷，請有需

要同仁自行參考運用。  

（十三）有關公務人員依「交通部觀光局前進宜花東高屏暖冬遊住宿優惠措施補助

要點」補助後，如何依「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公務人員休假改進

措施」規定請領休假補助一案，請查照。  

（十四）有關教育部函覆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所詢支 (兼)領月退休金教職員於公立

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 (以下簡稱退撫條例 )於 107 年 7 月 1 日施行

後 1 年內死亡者，其遺族擇領遺屬年金相關疑義，請查照。  

註：上開修正法令及法令函釋置於本校全球資訊網/人事室/人事室公告或法規修正及釋例頁

籤中，請同仁自行下載參考。 

◆ 業務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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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提供員工多元福利措施，市府與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油品事業部高屏

營運中心)合作議定加油優惠方案，請同仁多加利用。  

優惠方案說明如下：  

持本府員工識別證、教師證、退休證或相關證明文件，並應告知加油站人員

本府優惠客戶編號：345067。  

當次加油優惠折扣金額如下：  

１、25 公升(含)以上：汽油現金每公升折 1.2 元；汽油刷卡每公升折 0.7

元；柴油現金每公升折 0.5 元。  

２、10 公升(含)以上：汽油現金每公升折 1 元；汽油刷卡每公升折 0.5

元。  

３、10 公升以下：汽油現金每公升折 0.5 元。  

優惠日期：即日起至 109 年 12 月 31 日止。  

（二）公教人員保險之保險費率，不適用年金規定之被保險人及適用年金規定之被

保險人，自 108 年 1 月 1 日起分別調整為 8.28%及 12.53%，請轉同仁

知悉。  

（三）為提供使用者多元登入方式，國民旅遊卡檢核系統預定於本 (108)年 1 月 4

日(星期五)起介接該總處人事服務網(eCPA)，屆時同仁可使用自然人憑證

登入該系統查詢及列印休假補助費相關資料，請同仁多加利用。  

（四）為提供員工多元福利措施，市府與福華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分公司合作

議定優惠方案（含客房、餐飲優惠），請同仁多加利用。  

（五）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人事服務網」(以下簡稱 eCPA)自 107 年 12 月 25 日起新增健保

卡登入服務，請同仁多加利用。  

（六）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花東區處自營之「台糖花蓮旅館」，提供全國公務人員及教師

108年度國民旅遊卡住宿優惠專案，並配合觀光局擴大國旅補助專案，凡入住星期日

至星期四（不含星期五、六），可享每房1000元折扣，30歲以下及60歲以上享每房

1500元折扣，此優惠方案可採國旅卡結帳，與國旅卡優惠方案併用，請同仁多加利

用。 

註：上開資料置於本校全球資訊網/人事室/行政訊息頁籤中，請同仁自行下載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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