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園市立內壢國中 106 學年度第一學期期末時校務會議程序 1070119
一、 校務會議開始
主 席 致 詞：
家長會長致詞：
二、 會議提案
三、 各單位業務工作報告
四、 臨時動議暨意見交流
五、主席結語
六、散會
頒獎（教務處）
一、

指導英語讀者劇場
湯伊如、吳美慧 老師

二、

英語閱讀教案甄選
李佳芳、陳素麗、辛慧綺、吳美慧 老師

三、

作業抽查班級表現良好的班級導師

7、 鄭怡卿、林寬慧、廖曉慧、吳明玉、劉舒綺、呂艾琳、謝豐存、
羅麗馨、徐偉逸、金清文、辛慧綺、黃明清、蔡秀芬 老師
8、 楊柏盛、李柏勳、張雯娟、陸

懿、李佩茹、楊貴如、林明慧、

范秀慧 老師
9、 王光信、黃靜宜、黃玉芬、許瑞卿、嚴佳鈴、周美蓮、江美倫、
張瓊文、陳建華、萬貞怡、董玥君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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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協助補救教學老師
呂嘉玲、廖榮熹、邱姿燕 老師

五、

持續寧靜身教式閱讀計畫
鄭怡卿、林美伶、謝豐存、蔡秀芬、施蕙綺 老師

六、

106 年度推動均一教育平台 前導學校
何嘉賢、曹湘妍 老師

七、.106 年度閱讀教學設計甄選 國中組佳作
楊秀嬌、陳秋貝、何
八、

旻 老師

桃園市 106 年度環境正義的追求~研究工業發展對環境生態的影響之

「環境議題紀錄片競賽」，榮獲第三名

指導老師：

楊秀嬌老師、張育誠組長
（學務處）
桃園市 106 學年度學生美術比賽獲第二名 指導老師
張瓊文、顏芳梅 老師
「桃園市 106 年度發展在地化環境教育課程評選」榮獲優等
黃靜宜、胡鈺敏、趙健智 老師
（輔導室）感謝積極協助輔導工作導師
七年級：林寬慧、謝豐存、蔡秀芬 老師
八年級：鍾采紜、李柏勳、施玉蕙、張芳瑜、陳怡璇 老師
九年級：林惠真、趙振祁、黃靜宜、楊素香、謝宛真、徐佩君、謝淑芬、何宜儒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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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會議提案：
案由：審查本校修訂 107 年度中長程教育發計畫經費需求預估表(詳如附件)，提請
表決？
說明：(1)本修正內容已於 107.1.16 主管會議初步討論修正通過。
(2)修訂內容如表增列編號第 36 項，另編號第 2、3、5、6、8、13、14、25、
26、27、29 項金額經評估後進行調整。
決議：
應到人數：

人

實到人數：

人 同意人數：

3

人

本案表決通過。

教務處報告：
1、 教學正常化注意事項:
(1). 教室日誌填寫，自習課不要寫自習，可以寫自主學習或處理班務。
(2). 不要使用購買的講義、試卷，多利用學習單。
2、 因為莊英銓老師退休、代理老師辭職致使課務異動，校務會議後，可至教務處
按照辦公室分機領取班級及教師課表。
3、 1/22～1/24 仍以上學期課表上課，不用上第八節，社團照上。
4、 寒輔開班:
7 年級

726(黃明清)、727(蔡秀芬)

8 年級

810(混合班、羅慧英)、

1/26~2/2 共計 6 天

7:45~12:10

812(簡淑芬)、
826(范秀慧)
9 年級

9 個學術班，
909(吳家蓉)、
912(周美蓮)、923(何宜儒)

5、 冬令營開 2 班:
營隊名稱

上課地點

上課時間

漫畫營

藝文教室 1

8:00~12:00

科學實驗營

遊藝樓 2 樓理化實驗室

8:00~12:00

6、 1/30~1/31 員東國中文學營報名 42 位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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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06-2 特殊身份調查表」及相關證明文件請於開學後一週內交至註冊組，中
低收、低收證明若仍在申請中，請學生直接將證明文件正本交至註冊組。(中低
收、低收請勿只交申請核發之公文) ，中、低收及 清寒名單會提供給午秘，因
此證明免再交給午秘。
8、 設備組提供紅筆、請至印刷室領取並登記即可。
9、 班級時鐘、遙控器若沒電力，請拿舊電池到設備組換新，確實回收舊電池。
10、

特定就學補助費說明:

(1) 7 上補助代收代辦 3500 元+書籍費全額補助。
(2) 7 下以後固定 1500 元，書籍費全額補助。
10、家長會費:兄弟姊妹中以低年級為收費對象。特殊身分的不需繳交。
11、學生保險:低收、原住民、家長或學生重殘免繳。

學務處報告：
【訓育組】
1.

請導師提醒同學把握寒假的時間完成服務時數，相關資訊可至本校或教育局網
頁查詢，有需要的同學可至各單位報名。

2.

請九年級導師協助班上畢冊編輯委員，並叮嚀製作進度，務必於 107/1/23（二）
前製作完成，並交至訓育組。

3.

感謝各位老師這學期對訓育組工作的配合，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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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教組】
1.

政令宣導：
(1) 請各位老師多以正向管教方式進行學生的輔導管教，勿以體罰方式造成學
生身心的傷害。
(2) 多向學生宣導反詐騙的相關概念。
(3) 反毒、交通安全、友善校園等各項活動，敬請導師協助宣導，以加強其觀
念。

2.

近來詐騙案件層出不窮，受害者不乏高學歷、高知識份子，請各位教職同仁保
持警覺，小心求證，以免受害。※ 反詐騙專線：165、110 ※

3.

請老師們若有發覺同學有疑似藥物濫用的情形，請通知生教組列入特定人員名
冊，生教組會採集其尿液檢驗。

4.

請協助向學生宣導，寒假期間，應注意安全，不做違法、違反校規的事。
※外出時注意交通安全、慎防溺水意外、不抽菸、不吸毒、不與人起衝突。

5.

學務處訂定 1/26~2/9 開放讓學生銷過，請九年級導師協助提醒同學把握最後的
機會。

6.

感謝各位老師這學期對生教組工作的配合，生教組感謝各位老師的辛勞。

【衛生組】
1. 本學期的校園環境整潔與維護，感謝各班導師的辛勤督促和指導，並請繼續給
予支持，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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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寒假期間環境整潔維護：
(1) 寒假愛校服務的輪值班級，依照上學期各年級整潔總成績排序而定，若有疑
問可至衛生組查詢成績總表。
(2) )寒假愛校服務的輪值班級，返校打掃原則上只涵蓋外掃區，因此請注意有
上寒假輔導課的班級，請分配人員打掃教室及走廊部份。
(3) 寒輔第二節第三節下課開放資源回收場與垃圾場，請提醒學生注意。
(4) 寒輔結束時，請導師督促學生將各班教室內垃圾雜物清空，維護整潔。

【午餐秘書】
1.

107 上半年(107.1.1-107.6.30)無力支付午餐費補助申請書，煩請依規定之時間
備妥 107 申請表向學務處提出申請。
(另，佐證資料部分:107 低收、中低收、清寒證明請繳交至教務處；105 所得
及財產證明繳至學務處，若已繳交過 105 所得及財產證明者本次申請得免繳，
惟新申請者仍須檢附。)

2.

107 年 3-4 月份由三家廠商平均輪餐，以下為 3-4 月份各班輪餐順序:
日期

班級

701-727
801-826
901-927

3.

03/01-03/02、
03/19-03/23、
04/09-04/13。
沅 益
逸馨園
鮮口味

03/05-03/09、
03/26-03/31、
04/16-04/20。
逸馨園
鮮口味
沅

益

03/12-03/16、
04/02-04/03、
04/23-04/30。
鮮口味
沅 益
逸馨園

本學期餐盒工廠抽核作業已於 107.1.12(五)辦理完畢，抽核內容如下:

(1). 抽核對象－鮮口味、逸馨園、沅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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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抽核項目－人員衛生、病媒管制、作業環境、用水衛生、食品原料貯存與
處理、食物製備與配膳。
(3). 抽核結果－皆合於規定。
(4). 抽核現場照片

廠商

照片 1

照片 2

鮮 口
味

逸 馨
園

沅益

總務處報告：
一、

本校「綜合大樓新建工程委託規劃設計及監造技術服務採購案」，己於
12/28(四) 召開第一次評選委員會議，審定評選項目及評定方式進行，預計
本週內簽准後上網招標進行建築師遴選(設計及監造標)。

二、

請目前有符合報領實物配給條件的同仁們，爾後若發生子女年滿二十歲未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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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就學或未滿二十歲已婚、終止扶養、死亡等異動情形，務必於喪失報領條
件時通知總務處出納組，如有申報不實，將依逃漏稅處理並負行政責任。
三、

家長會於本日下午 6 時，於本校活動中心辦理期未感恩餐會，餐會中備有摸
彩活動，並歡迎同仁組隊報名表演(3 人以上獎金 3000 元)，屆時請同仁準時
出席同樂。
106 學年度第學一期總務處各項工程進度表

編號

工程名稱

目 前 進 度 狀 況
已完工結案或辦理結案中

1

資源回收場暨週邊整修工程

已結案

2

勵志樓電源幹線增設工程
集智樓校舍結構耐震補強工
程暨天花板整修工程
勤學樓前植栽及地坪整建工
程
勤學樓暨辦公室老舊門窗更
新及油漆工程
106 學年度藝術才能音樂特色
班(管樂組)充實教學設備採
購案
國中英語教學設備採購案
新設數理資優資源班教室及
辦公室隔間工程
第二階段「改善、充實教師及
行政人員辦公環境設備案(辦
公室 OA 化)」

已結案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已於 107 年 1/9 完成驗收。準備結案中
驗收通過，已函文教育局辦理請款中
驗收通過，已函文教育局辦理請款中
驗收通過，已函文教育局辦理請款中
驗收通過，12/31 完成付款予廠商
驗收通過，1 月中付款予廠商
於 12 底前已完成付款結案

11/21 開工，應於 12/29 完工，廠商因故申
請展延
已通過期末審查，目前進度為 1、審查報告
旭昇樓(B 棟)校舍結構耐震補
函送國震中心備查。2、設計規劃費已付款
強設計及監造
廠商。
九年級由遠流國際旅行社得標(5050 元/人)
106 學年度各年級校外教學採
七年級由詠泰國際旅行社得標(720 元/人)
購案
八年級由遠流國際旅行社得標，安排議價。
體適能教室整修工程案

9

已取得經費-施工中或規劃中
12/28(四)召開第一次評選委員會議，近期將
13

綜合大樓新建工程
上網招標進行建築師遴選

14
15

圖書館暨閱覽室空間改建工
程(第一期)
新設數理資優資源班實驗室
建置

16

教師及行政辦公室冷氣汰舊
換新案

17

勤學樓 2、3 樓男廁整建

18

學生教室置物櫃汰換案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11/13 日開工。依進度持續施工中，預計於
2/16(一)完工，目前工程進度超前
因故重新規劃中
冷氣機採購部分已簽核通過，並於供約下
單完成，另舊機拆除及新機安裝配管部分
將上網招標。
持續施工中，預計於 3 月前完工
1、七、八年級已完成汰換
2、九年級於 12 月底核定經費，目前暫規
劃 3 月前完成汰換

106 學年度藝術才能音樂特色
1/3(三)獲通知核定經費，預備規劃上網招標
班(管樂組)第二階段隔間工
進行建築師遴選
程事宜
1/3(三)獲通知核定經費，預備規劃上網招標
復華街後段圍牆整建工程
進行建築師遴選
106 學年度畢業生市長獎獎座 已於 1/17 召開第二次會議，確認採購規
及獎品評選採購
格，預計於 2 月上網招標。
原訂於 107 年 1/16(二)下午 2 時 30 分，配
校地占用追討案
合桃園地方法院執行強制拆除作業。占用
戶已自行拆除
旭昇樓(B 棟)校舍結構耐震補
預計 2 月完成招標，暑期施工
強工程
106 至 107 年度體育及遊戲設 經費已核定，1/11(四)已請建築師至校現場
備修繕更新
量測規劃中
申請經費補助中
圖書館暨閱覽室空間改建工 已請建築師進行規畫中，近期將函文教育
程(第二期)
局申請補助
本校「變電站及全校冷氣電源
已於 1/10(三)再送資料提出申請
改善工程」
南大門圍牆及人行道整建工 1/2(二)約建築師至校勘察並進行設計規
程
劃，近期函文申請經費
活動中心整建工程(含屋頂及
已於 106 年底提出申請
地坪)
10

輔導室報告：
【輔導組】
1.

學生輔導
感謝導師同仁、全體教師與輔導室的合作，讓輔導工作能順利進行。本校 106
學年度輔導教師編制為二位專任輔導教師、四位兼任輔導教師、一位駐校心理
師，二、三級轉介個案累積至本學期末為 66 位(部分已結案)，輔導人次為 951
人次(106 年 9 月-106 年 12 月)。相關業務工作已於 107/01/08 學生輔導工作委員
會期末會議中報告。

2.

中輟高關懷輔導業務
107 年 1 月份中輟人數為 2 人。中輟復學輔導工作實屬不易，加上本學期拒/懼
學學生增加，輔導工作相當艱辛。感謝輔導人員、生教組、導師等輔導網絡人
員共同家訪、協助帶學生進學校，讓學生能趨於穩定。

3.

性平業務
相關業務已於 107/01/08 期末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中報告，仍需請所有教師同仁
協助提升學生性平觀念，讓校內性平案件量能夠降低。

【資料組】
1.

生涯發展教育
配合九年級應屆畢業生各項升學管道辦理期程，輔導室將於下學期開學後陸續
進行各項多元進路宣導活動。

2.

學生輔導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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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請各班導師協助，盡速將學生 A 卡、B 卡、藍(橘)本交回輔導室，俾利於寒
假期間進行檢閱工作。
【特教組】
1.

特殊生鑑定
現行制度規定，特殊生鑑定需經轉介前介入輔導，若老師發現班上有疑似特殊
生，請先與特教教師聯絡，釐清學生問題並策略介入後始可進入鑑定流程。

2.

特教諮詢
特教組備有特殊生教學、輔導之相關書籍及手冊，若老師有需要，請到特教辦
公室登記借閱。

補校報告：
1、 感謝校長、各處室主任及各位老師對補校的關心與鼓勵，尤其是在教學上的大
力支援，讓補校得以教學正常。
2、 補校全體師生祝各位師長們身體健康、新春愉快！

會計室報告：
1.

要謝謝同仁們的支持，讓本校的會計業務得以在合於會計法令及程序下順利執
行。

2.

敬祝各位

新年快樂

萬事大吉 財源廣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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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室報告：
1. 遇學校重大活動、備課日、校務會議等，除有重大事由須請假外，請同仁務必
參加。
2. 同仁如有出國(含大陸地區)，依照市府規定，請填寫出國申請書。
3. 同仁如有連絡電話或通訊地址變動時，請主動通知人事室，以利連繫之用。
4. 教師進修三部曲：
應先簽請學校同意，故有意願進修之老師請至人事室拿取申請書。
報考前
倘未經學校同意自行進修者將來市府教育局即不予核薪。
請於錄取後務必儘速知會人事室並檢附錄取通知書，俾憑報府核
錄取時
備。
請即來室申請改敘（快畢業時先電知人事室一聲，以利通知老師準
備改敘文件）
，因核薪晉級生效日為市府教育局收文審定日，籲請
畢業時
即將畢業之老師儘量於七月中旬以前取得碩、博士畢業證書，即可
於七月底前提敘生效，八月成績考核即可再晉敘一級，反之即無！

5. 符合可申請健康檢查補助同仁，因市府補助金額有限，尚未申請同仁，請儘速
申請，申請流程如下：
(1)先向人事室確認是否符合資格(2 年申請 1 次，滿 40 歲且年齡採計至上一年底)
(2)填寫申請書
(3)檢具收據正本送人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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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教育局來函要求學校需加強教師性平相關知能之宣導，請各位同仁詳加瞭解內
容，並恪遵相關法律規定，以免觸法。
7. 退休事宜
(1) 市府為編列退休金，每年的 4-5 月間會調查符合退休條件者在隔年有無退休
意願，明年想要退休之教師，請循程序洽人事室提退休意願申請。
(2) 去年已申請在本年退休，今年確定要在 8 月 1 日退休者，請在 1 月 24 日前洽
人事室（市府排定時程 2 月送件審查）
，以免影響權益。
(3) 轉知教育部令，教師除「特殊原因」外，其退休生效日以 2 月 1 日或 8 月 1
日為準。倘教職員符合自願退休規定，申請 107 年 6 月 30 日退休者，經服務
學校證明不影響教學，得視為特殊原因於 107 年 6 月 30 日退休生效。另其成
績考核為「另予考核」；年終獎金部分，須依比例計算，且不含 7 月份。
(4) 年金改革法令自 7 月 1 日施行，歡迎有興趣的同仁自行上網試算(試算結果僅
供參考；實際仍應以審定機關審定結果為準)
教育人員年金改革試算系統 http://140.111.14.213/
現職公務人員月退休所得試算系統網址：
http://iocs.mocs.gov.tw/precal/KPC1020000/KPC1020060_frm.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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