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園市立內壢國民中學 106 學年第 2 學期三月份導師會議紀錄
壹、時間：107 年 3 月 6 日（星期二）上午 7 時 45 分。
貳、地點：會議室
叁、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肆、主席：李主任孟倫

記錄：彭雅薇

伍、各處室報告：
一、校長室報告：
26 個孩子和一道選擇題
在新澤西州市郊的一座小鎮上，一個由 26 個孩子組成的班級被安排在教學樓最裏面一間光線昏暗
的教室裏。
他們中所有的人都有過不光彩的歷史：有人吸過毒、有人進過管教所、有一個女孩子甚至在一年
之內墮過 3 次胎。
家長拿他們沒辦法，老師和學校也幾乎放棄了他們。
就在這個時候，一個叫菲拉的女教師擔任了這個班的輔導老師。
新學年開始的第一天，菲拉沒有像以前的老師那樣，首先對這些孩子進行一頓訓斥，給他們一個
下馬威，而是為大家出了一道題：
有 3 個候選人，他們分別是——
A：篤信巫醫，有兩個情婦，有多年的吸煙史，而且嗜酒如命；
B：曾經兩次被趕出辦公室，每天要到中午才起床，每晚都要喝大約 1 公斤的白蘭地，而且曾經有
過吸食鴉片的紀錄；
C：曾是國家的戰鬥英雄，一直保持素食習慣，熱愛藝術，偶爾喝點酒，年輕時從未做過違法的事。
菲拉給孩子們的問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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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告訴你們，在這 3 個人中，有一位會成為眾人敬仰的偉人，你們認為會是誰？
猜想一下，這 3 個人將來各自會有什麽樣的命運？（大家也可以猜想一下）
對於第一個問題，毋庸置疑，孩子們都選擇了 C。
對於第二個問題，大家的推論也幾乎一致：A 和 B 將來的命運肯定不妙，要麽成為罪犯，要麽就是
需要社會照顧的廢物。
而 C 呢，一定是一個品德高尚的人，註定會成為精英。
然而，菲拉的答案卻讓人大吃一驚。
“孩子們，你們的結論也許符合一般的判斷，但事實是，你們都錯了。這 3 個人大家都很熟悉，
他們是二戰時期的 3 個著名的人物——
A 是富蘭克林．羅斯福，他身殘志堅，連任四屆美國總統；
B 是溫斯頓．丘吉爾，英國歷史上最著名的首相；
C 的名字大家也很熟悉，他叫阿道夫．希特勒，一個奪去了幾千萬無辜生命的法西斯元首。”
學生們都呆呆地看著菲拉，他們簡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孩子們，”菲拉接著說，“你們的人生才剛剛開始，以往的過錯和恥辱只能代表過去，真正能
代表一個人一生的，是他現在和將來的所作所為。每個人都不是完人，連偉人也有過錯。從過去
的陰影裏走出來吧，從現在開始，努力做自己最想做的事情，你們都將成為了不起的優秀的人
才……”
菲拉的這番話，改變了 26 個孩子一生的命運。
“原來我們都覺得自己已經無可救藥，因為所有的人都這麽認為。是菲拉老師第一次讓我們覺醒：
過去並不重要，我們還有可以把握的現在和將來。”孩子們長大後這樣說。
有一位心理學家說過這樣的話：你對孩子怎樣描述，他們就怎樣以你描述的樣子成長。你說它是
個無賴，他就會慢慢變得像個無賴；你說他聰明，他就可能真的變得十分聰明。
許多成人不斷在用自己的偏見扼殺孩子的美質，他們自己卻一點兒都不知道。
過去優秀，不代表未來優秀，過去不堪，也並不代表未來就沒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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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所謂蓋棺論定，人一生的是非功過，要到死後才能論定，人只要還活著就有無限的可能，端看
自己願不願意去改變。
今天開始，請開始相信自己，不好的都過去了，我們要開創的是我們的未來，你的下一步是？
請各位導師協助幾項教育工作目標：
1. 感謝大家鼓勵孩子持續問早、問好，孩子的品格教育從友善問候開始。
2. 校園環境整潔工作感謝大家的努力，請多鼓勵孩子持續做好整潔工作。

二、 教務處報告：
1. 九年級升學簡章都已公告校網升學專區，升學重大的變革:
(1)五專不再列入桃連區免試志願選填、五專升學的特殊性(體適能要三項通過、志工時數要
60 小時、參加技藝班可得 3 分)。
(2)母語認證列入計分。(族語、閩語、客語等列入多元學習表現)。
(3)內高(創意人文國際教育、數理科技國際教育)、大園(數理邏輯國際特色班)的特招考試分
發，全民英檢不列入加分。
2. 3/3、3/10 兩個周六報名科學班 13 位學生集訓，地點:數理資優教室
3. 試模擬分發已公布，有 100 多位學生落榜。除了請導師關注輔導落榜原因，也請輔導老師跟學
生共同找出原因。將請註冊組將落榜學生志願選填表給各位導師和輔導老師參考。
4.
5.
6.
7.
8.
9.

晨讀和英聽已在 3/5 這周開始。
週二 3/6 綜合領域增能。
3/10 領域補考。題庫已公告，請導師協助提醒學生。
3/12 當周語文競賽，也請關注比賽時間和地點。我們也會以無聲廣播提醒。
3/12 當周中壢區科展，所以沒開放活動中心，當周朝會停辦。
3/14 七年級校外教學，前置作業時間安排:
(1)3/7 早上導師說明會閱覽室
(2)3/9 早上學生說明會
(3)3/16 檢討會
10. 3/14 中壢區科展在本校辦理，所以活動中心暫停開放一周。進出都請從活動中心外圍。
11. 桃園市原住民族弱勢家庭資訊設備補助，(一)低收入戶：新臺幣 1 萬 5,000 元。(二)中低收入
戶：新臺幣 1 萬 2,000 元。相關辦法公告網路。
12. 日月光提供一筆 45000 元助學金，針對低收、中低收學生，請導師們協助針對家境上真的需要
幫助的孩子提供名單給教務處註冊組。請 3/16 號前提出名單。若申請流程順利，希望能在 4
月初發給受助學生。
13. 段考發下試卷後，請監考老師協助說明試卷的頁數，避免影響學生考試權益。此注意事項的公
告會在段考前提醒專任老師。
14. 371 辦公室電腦已進行汰換，也會加強管理系統。若還有狀況，請再通知資訊組。
15. 391、392 辦公室的網路造成很多困擾，已請廠商統一建置圖書館、391 及 392 辦公室的網路線，
會盡快完成。在前瞻計畫光纖未建置完成前，希望目前方式能暫時解決網路常無故斷訊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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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老師反映繳費單是否整合的問題，我們朝向建置每個學生的存摺帳號，從今年(107)新生開始。
扣款或退費都在雲端上作業。減少紙張浪費，也避免扣手續費的困擾。
17. 夜自習已於 2/26 開始，使用教室 909、913。謝謝 909 家蓉老師、913 素香老師。目前學生表
現良好。

三、 學務處報告：
訓育組：
1. 九年級服務學習時數結算至 5/14(星期一)，請九年級各班導師協助提醒同學把握時間完成服務
學習時數，並且務必在期限之前至學務處訓育組完成時數登錄，以免影響自身權益。
2. 這學期各年級服務學習時數登錄，手冊繳交時間為八年級 3/5（一）~3/7（三）;七年級 3/12
（一）~3/15（四），請導師協助提醒班上同學。
3. 請導師協助提醒班上的品格之星穿著制服，於 3/6（二）準時 12:20 至學務處旁川堂集合拍照。
4. 九年級畢業紀念冊二校訂在 3/14（三）中午閱覽室召開，請提醒畢冊委員準時出席。
5. 有關畢業紀念冊上的共同頁，請未繳交照片的班級，還可以在 3/7（三）前繳交，感謝九導們
的配合！
生教組：
1. 寧靜用餐時間為 12:00~12:10 請導師協助宣導勿在此時間於走廊上走動。
2. 請導師們協助提醒同學上室外課務必將「門窗上鎖」,重要物品隨身攜帶。
3. 請導師協助宣導同學間不能有借錢之關係以防止日後衍生問題。
4. 請導師幫忙宣導手機使用之規定:校內禁止開機使用；倘若違規者可遞交學務處管理。
5. 請導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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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育組：
1.本學期體育系列活動時程如下：
次序

活動項目/年級

辦理時程(年級)

活動時間

1

春季慢跑/八年級

3/31

第 2~3 節

2

春季慢跑/九年級

3/31

第 5~6 節

3

春季慢跑/七年級

4/11

第 5~6 節

4

躲避飛盤/七年級

4/30-5/4

第 5~7 節

5

羽球賽/八年級

5/18-5/24

第 5~6 節

6

籃球賽/九年級

5/28-6/1

第 5~7 節

2.本校學生人數眾多，活動場地有限，為保障上體育課程班級的權益，如欲使用體育活動場地教學，
請優先以體育課上課班級為主。
3.本校運動代表隊合球、田徑及跆拳道隊歡迎有興趣參加的同學加入，如有學生有運動天分想往相
關項目發展的，歡迎導師推薦學生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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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組：
1. 衛教宣導：請導師協助提醒同學加強健康自主管理，養成良好健康習慣，如勤洗手、咳嗽遮口

2.

3.

鼻戴口罩，並熟悉各項防疫衛教資訊，若出現不適症狀請立即就醫並在家休息。班級如發生流
感、腸病毒、紅眼症、結核病、百日咳、水痘、登革熱、猩紅熱、SARS、狂犬病等傳染病病例，
請導師務必即刻通報衛生組，以利進行班級的消毒、避免群聚感染及校安填報；並請督導學生
詳閱班會通報所載防疫衛教資訊。
環境教育：請導師提醒同學注意－請善用下課時間及休息時間使用廁所，非不得已也請避免於
打掃時間使用，以免造成負責打掃班級的困擾，並有隨意跨越學區的問題；打掃露天區域的班
級導師，也請協助提醒同學下雨過後，妥善確認清除垃圾桶與蓋子所積存的雨水，避免孳生病
媒蚊，防治登革熱。
午餐教育：班級申請烤肉或煮食火鍋等班級活動後，易衍生廚餘過剩，甚至任意傾倒至水槽，
又或是隨意分類，亂丟回收情形，導致衛生的髒亂、排水管道阻塞，請導師提醒學生加強環境
整潔與教育，並確實遵守相關規定。

4.

活動預告：反菸拒檳一起來，無菸好清淨，生活好環境！
以下時間請
3/09 星期五(5-7) 健康促進知能研習-反菸拒檳 歡迎師長們踴躍參加
3/14 星期三(5)-藝文教室 1 八年級各班請派一名代表參加抽離式講座
3/21 星期三(5)-閱覽室
七年級各班請派一名代表參加抽離式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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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餐秘書：
一、

107 年度上半年 榮民就學子女午餐補助金申請，申請期限為 107 年 3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止。
(一)
申請人資格
1. 榮民或榮民遺眷或榮民前配偶(具監護權)之低收入戶者。
2. 榮民或榮民遺眷或榮民前配偶(具監護權)之中低收入戶者。
3. 榮民或榮民遺眷或榮民前配偶(具監護權)，因家庭突發因素無力支付午餐費者。
4. 榮民或榮民遺眷或榮民前配偶(具監護權)，經導師家訪認定家境清寒確實無力支付。
(二)
申請人檢具文件，自行向各榮民服務處提出申請(已於校網公布，有需要申請書者可
自行至本校校網下載)
1. 申請書
2. 身分證明文件
3. 申請人資格所訂證明文件
4. 午餐補助日數證明單
5. 導師認定納入學校午餐補助申請單(導師填寫)
★為秉持排富原則，申請榮民若領有退休俸，導師須確認是否為家境清寒，請導師衡酌
學生家訪情形開立證明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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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午餐教育，須勞請各班導師協助指導與監督，以維貴班用餐衛生及安全:
(一)
請各班衛生股長確實將每月菜單公佈於班級公佈欄。
(二)
(三)
(四)

午餐請勿置於黑板旁，以免黑板粉筆灰不慎飄入。
請學生用餐前須檢查餐具清潔，以免餐具不潔汙染食物致身體不適。
餐前要洗手，餐後勤潔牙!

四、 總務處報告：
1.

本校綜合大樓新建工程遴選建築師案，經多家建築事務所至校勘察及提供意見後，已進行 3
次標案內容修正，目前整個作業時程仍維持不變，以 3/7(三)截標、3/8(四)開標、3/14(三)
進行評選。

2.

本校「電力改善及冷氣機採購安裝工程」案，該案因工程及經費龐大，設施科已排定 3/6(二)
下午 2 時至本校現場勘察，該案會持續積極爭取經費，希望在暑假能進行設置。

3.

「旭昇樓(B 棟)校舍結構耐震補強工程」案，上周五教育局通知預算書圖確定已經審查通過，
該案將於 3 月底前完成招標，為免影響下學期開學使用，預計於 6 月底前開工。

4.

「九年級學生置物櫃汰換」案，目前與廠商協調替換時間，廠商表示下訂後仍需至少一個月製
作時間，故預計於 4 月份進行汰換；另因置物櫃價位不便宜，若人為損壞將依公物保管規定
賠償，故惠請各導師於班上要求學生愛惜使用，勿於上面坐、踏或裁割紙張而造成損壞。

5.

年前至今仍持續進行「教師及行政辦公室冷氣汰舊換新案(41 部)」
，若導師辦公室汰換後的冷
氣測試使用上有任何問題，請通知總務處要求廠商進行改善。

6.

感謝平鎮中豐扶輪社協助本校整建勤學樓 2、3 樓男廁所，該案年前已完工並於上週完成捐贈
揭牌儀式，該區全面開放師生使用，也請負責該區打掃班級，協助注意使用情況，若有故障
或損壞請立即通知總務處處理。

7.

配合本校 4 月份援例辦理複合型防災演練(今年行事曆訂為 4/13 星期五)，將於 3/23(五)早讀
時間先進行強震逃生避難預演，屆時煩請導師協助指導學生動作要領及逃生路線的熟悉。

五、 輔導室報告：
重 點 事 項
一、班級親師
座談會

說 明
1. 班親會日期：107 年 3 月 9 日(星期五)
2. 班親會手冊預計於 3/7(三)集合輔導股長發放
1.團體名稱：「愛情 APP」自我探索小團體
2.帶領教師：張沛昀專輔教師、孫豪謙專輔教師

二、情感教育團體

3.團體期程：3 月 14 日-5 月 23 日，週三午休至第六節，共八次
4.招募對象：七、八年級學生 6-8 名
5.招募方式：由導師推薦(推薦表已於 2/27 發放)，並於 3/7 前將報名
表交至輔導組。帶領教師將安排時間進行面談、初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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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五)發給學生培訓時間表及家長暨導師同意書，已督促學生將回條於
三、技藝競賽選手培訓
3/5(一)前繳回；培訓期間選手身心狀況需維持穩定，敬請導師協助鼓勵
（九年級）
學生，使其有最佳的成績表現，為校爭光！

四、進路宣導
（九年級）

【第一場次】
主講學校：育達高中
日期時間：107年3月7日(三) 07:45-08:10
地點：活動中心
【第二場次】
主講學校：中壢家商
日期時間：107年3月21日(三) 07:45-08:10
地點：活動中心

講題：達人現身－技職有藍天
五、生涯發展教育講座 講師：楊勝凱師傅（知名廚師、十大傑出青年）
（七、八年級）
日期時間：107年3月7日(三)13:05-14:45
地點：活動中心

六、抽離式職群講座
（九年級）

【第三梯次】
主講學校/職群：
啟英高中/餐旅群、新生醫專/護理類科、振聲高中/設計群
日期時間：107年3月14日(三)13:05-13:50
地點：視報名情況安排場地

輔導組(淑宜)分機 611、資料組(秋貝)分機 612、特教組(貞伃)分機 614、(李威)分機 613

陸、議案討論

柒、臨時動議

捌、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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