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園市立內壢國民中學 106 學年第 2 學期 5 月份導師會議資料
壹、時間：107 年 5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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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務處報告：
1.
2.

段考時程及考試範圍表已於周一發出。
八年級職業試探導師帶隊人員所遺課務入班表，已公告辦公室。

3.
4.
5.
6.

開學至 4/6 各項目鐘點費已入帳。
原 5/2 下午默劇的表演暫停，移至下學期。
5/23 英語讀者劇場比賽。
新生報到及會考服務志工訓練。

7.
8.

教科書評選周。
七年級班書一箱(31 本)已分發到各班。各班班級書櫃圖書將輪動，班級遞推，701 移至 702，
702 移至 703，依此類推。
圖書館目前進行 2 期工程招標。
教育局已核准通過圖書館 e 化經費，將進行後續招標事宜。
九年級各班資訊設備請於會考後開始整理。設備組將於畢業典禮前三天回收整理。
板擦機 1950 元，暑假施工。
5/2 九年級祈福活動，第一節下課在北門集合。
5/12 新生報到，5/9 工作說明會。
5/19、5/20 會考，5/16 朝會學生會考說明，中午導師會考說明。

9.
10.
11.
12.
13.
14.
15.

16. 5/22 畢業補考。
17. 九年級各班若有要在會考後帶學生校外參觀，時間安排請留意避開各處室活動。我們將於會考
前彙整完成各處室辦理的活動，提供九導參考。
18. 各班活動申請，教務處會有統一格式的申請表。
19. 辦理九年級畢業典禮後的國際旅遊參觀。

二、 學務處報告：
訓育組:
1.

九年級服務表現、才藝競賽表現及品德表現成績計算至 5/7(一)，請九年級各班導師協助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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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務必在期限之前至學務處訓育組完成各項加分條件，避免影響升學權益，最後登入日期
5/8（二）上午 12:00 前。另外，才藝競賽表現，務必繳交獎狀正、影本至訓育組審核備查，
2.
3.
4.

才算完成計分。
106 學年度減塑環保園遊會於 5/26（六）辦理，補假日期為 6/1（五），當日將舉辦教職員文
康活動，請老師們踴躍參加。
原訂 6/1（五）辦理九年級卡拉 OK 比賽，因當日為園遊會補假，故卡拉 OK 比賽提前至 5/30
（三）下午辦理。
感謝九導們的幫忙催促同學們繳交畢冊費用，但仍有部分同學尚未繳交，名單已發給導師們，
麻煩再請導師提醒學生，如有需要協助的地方，可與訓育組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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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在教室安靜用餐(用
餐可以用到 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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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保管。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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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現在是彈性換季時間，也請導師協助提醒同學以不穿著便服為前提下可依自身體感著長袖或短
袖。
體育組:
1.本學期體育競賽活動日程表
競賽名稱

年級

活動日期

說明
成績已公告於學校網頁
敘獎單請於 5/2(三)放學前交回學務
處

1

春季慢跑

全年級

3/31~4/3

2

躲避飛盤

七年級

4/30-5/4

3

羽球賽

八年級

5/18-5/24 5/9 抽籤

4

籃球賽

九年級

5/28-6/1

5/21 抽籤

2.本學期體育活動成績積分計算方式：
名次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積分

15

12

10

8

7

6

5

4

3

2

(1) 九年級：春慢(男生組)＋春慢(女生組)＋籃球賽＝總積分
(2) 八年級：春慢(男生組)＋春慢(女生組)＋羽球賽＝總積分
(3) 七年級：春慢(男生組)＋春慢(女生組)＋躲避盤＝總積分
◎ 依積分高低順序，擇優前 10 名頒發獎勵金。如遇同分，則依最高分的項目積分作為第
一比序，若最高分數相同，則以次高分作為第二比序，以此類推。
3.學務處將於 6/2(六)辦理本校馬拉邦山山野教育教師研習活動，請有興趣參加的老師可以到學務
處報名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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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組:
10. 重要活動：園遊會(05/26)，請協助督導股長與同學落實環境清潔工作。
→外掃區負責廁所的班級，當日有許多來賓與家長，請務必加強清潔管理。
→外掃區負責草皮與花臺班級，配合綠美化，加強枯枝、草屑與垃圾清除。
→各班教室與走廊的天花板若有蜘蛛網，請清除乾淨，並再加強窗戶清潔。
（若有需要長柄窗擦或是玻璃清潔劑，可至衛生組填單領用）

(1) 各攤位當天須確實準備班上垃圾桶（加蓋）並自備垃圾袋分類
(2) 維護各攤位環境整潔－時常檢視人為圾垃，確實撿入垃圾桶（袋）
(3) 減塑園遊會垃圾不落地，資源回收場與垃圾場：僅打掃時間開放
(4) 活動結束請幹部確實檢查，負責將攤位與周遭整理乾淨與復原。
(5) 請提醒同學務必事先將垃圾與資源進行分類及清洗壓扁等工作，
建議請於活動過程中，指派負責同學一邊收拾，切勿留於最後！
考量回收場及垃圾場人力容量等負荷，打掃時間結束即立刻關閉

★請提醒所有同學，務必自備個人餐具！如筷子湯匙叉子與碗盤★
11. 環境教育：請導師提醒同學注意垃圾場及回收場開放時段，並確實進行分類及回收，若有分類
或其他問題，請與衛生組連絡。

★衛生組招募園遊會服務志工，時數獎勵豐厚，請鼓勵參與！★
12. 畢業提醒：再次感謝所有為校園環境辛苦付出的同學與幹部。
煩請七、八年級導師協助，九年級即將畢業請指派負責同學於畢業典禮後
（6/14-6/29）支援打掃，感謝導師與同學們的協助。
（分配表及回條將於六月發放）
煩請九年級導師協助，畢業前的環境整理暫訂於第 17 週(6/11-6/14)進行
請協助檢查並於檢核表簽章後，交由幹部繳回衛生組。
午餐秘書:
1. 印單後就可繳交午餐費用，以超商作業為原則，逾期者請協助催繳。午餐繳費收據學生聯自行
保管 3 年，學校聯因有電腦資料免繳回學校。
2. 感心生活券即日起由低收、中低收入戶簽名領取，每生 10 張；無力支付尚未簽名的同學請補簽；
6/1 後，9 年級不受理午餐停餐退費，以便關帳作業，並請提前催繳費用。

三、 總務報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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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於 3/14(三)由七家廠商中評
選出優勝之建築師事務所，並於 3/30(五)完成議價並簽約，預計本周提交基本設計規劃給校
方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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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校「電力改善及冷氣機採購安裝工程」案，設施科已於 3/6(二)下午 2 時至本校現場勘察後，
4 月函文校方評估是否分階段進行，目前持續積極申請經費。

3.

「106 學年 9 年級學生置物櫃汰換案」，學生部分已於 4/21(六)- 4/22(日)完成汰換，教師部
分因故於近期交貨；請有進行汰換的 9 年級導師(含 709 班)，若學生使用上發現有瑕疵，請
撥總務處分機 512 知會瑮雪小姐，統一彙整後通知廠商改善。

4.

本校「活動中心屋頂防漏工程案」
，申請計劃全面更換屋頂需金額為新台幣 790 萬 5956 元，教
育部於 3/8(四)函文核定僅補助新台幣 481 萬 2000 元，不足 309 萬 3956 元已函文向教育局申
請，經追蹤設施科已初步批核，目前靜待市府核定。

5.

「行書樓圖書館暨閱覽室空間改善一期工程」，預計於本週完工；二期工程經費市府核定後立
即完成審查程序，並於 4/27(五)上網公告，預計 5/8(二)上午 9 時閱覽室開標。

6.

本校 3 月底已完成全校第一次室內外消毒，目前暫訂 5/13(日)天氣狀況若是良好，將進行第
二次室外消毒。

7.

另目前校內近期持續進行或規劃工程有
（1）106 學年度新設數理資優資源班實驗室案。(近期完工)
（2）新設音樂特色班(管樂組)第二期隔間工程委託規劃設計技術服務採購案。(招標中)
（3）復華街後段圍牆整建工程案(建築師設計中)
（4）跆拳道運動代表隊訓練器材採購案(招標中)
（5）體育設備整修工程(含單槓區、跳遠場、籃球板及框架)-招標中

四、 輔導室報告：
重 點 事 項

一、 親職講座

說 明
主題：陪孩子走一段學習的路
講師：陳志恆心理師
時間：107 年 5 月 25 日(五)，晚間 19：00-21：00
地點：地下會議室
1. 行前通知及學習單已發放給各班導師，請參閱。

二、 職業試探
（八年級）

2. 時間/地點：
第一梯次<801-813>為 5/1(二)下午 13:00-15:50／新興高中；
第二梯次<815-827>為 5/2(三)下午 12:35-15:50／育達高中。
3. 活動包含參觀與實作課程，敬請導師提醒學生務必攜帶筆記本、
筆，記錄學習心得，於 5/4(五)前完成活動學習單，並將優良作品送
至輔導室。若學生作品經錄取刊載於生芽內視鏡期刊上，將敘嘉獎
一次，以資勉勵。
感謝導師們的用心協助及參與，八年級欲報名技藝班的學生資料陸續

三、 技藝班遴選
（八年級）

彙整中，訂於5/3(四)07:45於閱覽室召開導師會議確認報名學生名單，
經確認及調整後，預計於5/10(四)放學前在校網首頁公告錄取名單，敬
請導師轉知學生上網瀏覽，感謝您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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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發放實用技能班報名意願統計調查表，敬請導師督促班上同學傳
四、 實用技能學程報
閱勾選，並務必於5/4(五)前交回輔導室資料組，以利相關報名表件印
名（九年級）
製準備。
五、 升學博覽會
(九年級)

 活動時間：107 年 5 月 22 日 09:00-11:50
 地點：活動中心
為配合活動辦理，將於5/21(一)13:00後進行封館，暫不開放使用，倘若
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六、 會考後生涯活動 會考後預計辦理的生涯發展教育及適性宣導活動，擬於近期彙整單張
彙整
通知給各班導師，並將公告於各辦公室供同仁參閱。
（九年級）

輔導室感謝您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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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人事室報告：無報告事項。

陸、議案討論

柒、臨時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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