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園市立內壢國民中學 105 學年第 1 學期第 5 次導師會議紀錄
壹、時間：106 年 1 月 5 日（星期四）上午 7 時 45 分。
貳、地點：會議室
叁、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肆、主席：陳主任登銘

記錄：李威

伍、各處室報告：
一、校長室報告：
對於哈佛大學這樣的百年名校來說，培養的優秀品質不日亞於教授具體的知識技能。有網帖分
享了《哈佛管理世界》中講述培養學生品質的一篇文章，希望對大家有所啓發。
1. 沉穩
（1）不要隨便顯露你的情緒。
（2）不要逢人就訴說你的困難和遭遇。
（3）在徵詢別人的意見之前，自己先思考，但不要先講。
（4）不要一有機會就嘮叨你的不滿。
（5）重要的決定盡量有別人商量，最好隔一天再發布。
（6）講話不要有任何的慌張，走路也是。
2. 細心
（1）對身邊發生的事情，常思考它們的因果關係。
（2）對做不到位的執行問題，要發掘它們的根本癥結。
（3）對習以為常的做事方法，要有改進或優化的建議。
（4）做什麼事情都要養成有條不紊和井然有序的習慣。
（5）經常去找幾個別人看不出來的毛病或弊端。
（6）自己要隨時隨地對有所不足的地方補位。
3. 膽識
（1）不要常用缺乏自信的詞句
（2）不要常常反悔，輕易推翻已經決定的事。
（3）在眾人爭執不休時，不要沒有主見。
（4）整體氛圍低落時，你要樂觀、陽光。
（5）做任何事情都要用心，因為有人在看著你。
（6）事情不順的時候，歇口氣，重新尋找突破口，就結束也要乾淨利落。
4. 大度
（1）不要刻意把有可能是夥伴的人變成對手。
（2）對別人的小過失、小錯誤不要斤斤計較。
1

（3）在金錢上要大方。
（4）不要有權力的傲慢和知識的偏見。
（5）任何成果和成就都應和別人分享。
（6）必須有人犧牲或奉獻的時候，自己走在前面。
5. 誠信
（1）做不到的事情不要說，說了就努力做到。
（2）虛假的口號或標語不要常掛嘴上。
（3）針對客戶提出的「不誠信」問題，拿出改善的方法。
（4）停止一切「不道德」的手段。
（5）耍弄小聰明，要不得！
（6）計算一下產品或服務的誠信代價，那就是品牌成本。
6. 擔當
（1）檢討任何過失的時候，先從自身或自己人開始反省。
（2）事項結束後，先審查過錯，再列述功勞。
（3）認錯從上級開始，表功從下級啟動。
（4）著手一個計劃，先將權責界定清楚，而且分配得當。
（5）對「怕事」的人或組織要挑明了說。
～～與伙伴共勉～～
以下事項請導師協助推行：
整潔工作請多叮嚀孩子注意細節處，並多鼓勵孩子認真執行。

二、 教務處報告：
1.
2.
3.
4.
5.

九年級下學期 2 次模考將採一次收費。
九年級夜自習調查表，請提醒學生儘快繳交，以利彙整。
全校特殊身份繳交證明文件(106 年度)，請提醒學生繳交。
請八年級導師協助宣導，107 學年度北區美術班甄選入學術科測驗由 200 分鐘減為 120 分鐘。
第三次段考課務調整如下：

1/18(三)

1/19(四)

5
6
7
6. 請特別提醒學生愛惜使用班級電子白板及無聲廣播用電視機，在教室勿丟擲物品以免造成損壞。
7. 近期行事
 1/4 綜合筆試
 1/11 健體筆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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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19 第三次段考
 1/20 寒假開始
 1/20-25 寒假輔導

三、 學務處報告：
訓育組:
1.
2.
3.

寒假期間校內志工服務項目已發至各班並公告於校網，請導師協助鼓勵同學踴躍參與。
有關辦理2017總統教育獎初審之相關報名事宜，煩請九年級導師協助於1/16（一）前推薦一名
學生參與市級初審作業。
1/19(四) 結業式時間規劃(草)
項次

4.
5.
6.
7.

時間

1

13:50

2

14:00-14:45（第六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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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管理人員

考試結束
全校大掃除

任課教師、學務處

14:45-15:00（第六節下課）

導師時間

各班導師

4

15:00-15:10（第七節）

全校集合

生教組長

5

15:10-15:40（第七節）

結業式

各班導師、學務處

6

15:40

全校放學

生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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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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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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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導師特別提醒同學在煮火鍋或者烤肉時務必注意到用火安全。

體育組
8. 請導師協助提醒本學期體適能尚未完成檢測的同學，務必於本學期完成檢測，以利日後成績登
錄體適能網站。
9. 本校學生(下)課後運動風氣盛行，請各位老師協助宣導運動安全須知，避免運動傷害的發生。
10. 午休時間體育器材室不開放器材借用，請各位老師協助宣導。
衛生組
11. 期末許多班級申請烤肉或煮食火鍋等班級活動，敬請導師提醒學生加強事前妥善規劃並注意整
潔與環境教育，確實遵守相關規定，避免下列問題衍生：廚餘過剩，清洗鍋具或食材時，任意
傾倒至水槽導致排水管道阻塞，又或是個人因方便而使用一次性之餐具，垃圾隨意分類，亂丟
回收等。環境教育與永續經營有賴大家的努力，感謝您對環境的愛護！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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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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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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孳生病媒蚊與防
治登革熱之傳染。
13. 持續並加強各項防疫宣導：秋冬時序，各型流感如H7N9及腸病毒易盛行，提醒同學務必養成良
好的衛生習慣：時時勤洗手，咳嗽戴口罩，打噴嚏要用衛生紙及手帕遮口鼻；生病看醫師，並
儘量在家裡休息。
14. 寒假返校打掃按照本校辦法將由各年級整學期總成績排序較後班級負責，預計下週發放相關說
明，請導師協助提醒該返校之學生，學期結束前也請指導教室於期末的整理與檢查，再次感謝
導師對於環境清潔的投入與辛勞指導。
午餐秘書
15. 爲能即時向教育局申請106上半年(106.1.1-106.6.30)無力支付午餐費補助事宜，煩請目前已
申請通過之同學填寫106申請表並備妥資料於105年1月19日前送至學務處續行申請，若未續行
申請者，106年度將無法繼續獲得愛心午餐。另，除續行申請之同學外，若新年度其他同學有
此需求亦可備妥資料後提出申請。
(1) 105下半年繳交過104年財產所得證明之家境清寒同學，僅需繳交106年申請表而免再交104
財產所得證明，惟仍需繳交106之清寒證明。
(2) 低收、中低收身分者，除106年申請表外，仍需附106低收證明、106中低收證明。
★106年申請表不敷使用者，可至學務處灰色鐵櫃19號自由取用!
★106清寒、低收、中低收證明，若不及於本學期申請繳交者，可於105學年度第2學期開學當週
補繳交(證明正本煩請屆時繳交至教務處即可)。
16. 106年寒假愛心午餐:依據105年12月14日桃教體字第1050100752號函辦理。
(1) 為避免經濟弱勢學童於寒假在家期間，家中無法提供午餐甚至三餐，致學童無法溫飽，本
案補助本市所屬學校學生106年度寒假期間（包含例年假及例假日），每人每天補助50元午
餐費。（106年1月20日至106年2月12日，共24天）
(2) 補助原則:已通過105下半年無力支付午餐申請，且列冊為低收入戶者。
(3) 預計於105年1月16日當週發放，屆時將另行發放領取通知，煩請導師於接到通知後協助
轉知貴班獲得禮券補助之同學至學務處領取禮券。

四、 總務報告：
1. 『105 年改善教室資訊化教學設備』案(投影機採購)部分，已於 12/21(三)驗收通過，目前正進
行請款結案程序，各班使用上若發現問題，請知會總務處或設備組要求廠商進行改善。
2. 另「105 年改善校園廣播系統及充實教學設備採購」(無聲廣播)案，廠商已於 12/26(四)報竣工，
目前由學校先行點收並要求廠商進行調整，預計於近期進行驗收。
3. 本校申請「改善及充實教師辦公環境設備案」，因校務會議中建議改成 OA 辦公室方式設計，已
於 12/28(三)將第一次變更後預算書函文教育局，待教育局函覆確定後將進行後續採購事宜。
此次除 371 辦公室及行政辦公室未汰換外，餘全數更換。
4. 另學生教室置物櫃購置案，經與廠商討論協調處理方式後，目前排定於 1/6(五)上午 8 年級各
班先將所有置物櫃搬至活動中心，廠商於 1/6(五)--1/8(日)進行整理及清運，1/9(一)由九年
級進行舊櫃選換，1/14(六)-15(日)廠商將所有新櫃搬至八年級教室內擺至定位。該期間煩請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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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協助指導學生更換。
5. 活動中心持續漏水問題， 11/30(三)邀集廠商及監造單位開會討論解決事宜，12/22(四)廠商及
6.
7.
8.
9.

監造單位再次協同到校會勘漏水情況，並允諾近期將再次排工進行修繕。
「集智樓屋頂防水工程採購案」
，訂於本日 1/5(四)上午 9 時校史室開標，若順利決標將安排於
寒假開工，工期訂 50 天，開學後儘量以不影響學生上課情況下施做。
「勤學樓暨辦公室老舊門窗更新及油漆工程案」，12/26(一)已將補正之內容送局，待核准後再
進行後續招標事宜。
總務處正在規畫(1)勤學樓前植栽及地坪整建工程案(1/3 已將第一次修正概算書圖送府審
查)、(2) 新設音樂特色班(管樂組)個別教室第二階段隔間工程(1/5 約建築師現場勘察)。
校地占用追討案，於 12/20(二)下午，本校委任戴律師、法院人員，再次會同地政人員至陳女
士家鑑界，目前協調請陳女士自行拆除。

10. 本校 106 年校園保全已於 12/29 於供約下單，與原廠商亞東保全續約，感謝校長替本校警衛人
員爭取加薪。

五、 輔導室報告：
重 點 事 項
一、 技藝班
（九年級）

說 明
今日技藝班上課返校後，將集合星期四上輔導課的學生進行試模擬志
願選填說明，包括 903、904、910、913、914、915、918 等班級。倘
若造成不便，敬請導師見諒。
1. 每名學生每學期至少應有一筆輔導紀錄，其他相關資料(如聯絡簿、

學生自述表等)亦可影印黏貼在 B 表上，以建置完整檔案。
2. B 表由導師填寫，敬請各班導師協助最遲於 1/13(五)連同 B 表檔案
夾，交回輔導室進行檢閱；若以電子 B 表形式填寫之導師亦請於
二、A、B 表檢閱
1/13(五)前完成填寫。
(七、八、九年級)
3. 由於只要有任何的學生突發狀況，輔導室資料組就必須立刻提供學
生 A 表、B 表、藍本，以供教育主管機關調閱、查閱之用。懇請各
班導師協助在期限內繳交 B 表。
1.依103年12月31日桃教特字第1030093254號函，學校應確實依法主
動發掘特殊教育需求學生，協助其申請鑑定安置，提供特殊教育

三、協助主動發掘
疑似特教個案

及相關服務措施；另每年應評估特殊需求學生安置適切性，倘有
安置不適切或學生障礙類別改變，請務必協助學生申請重新鑑定
或重新安置。
2.請各班導師協助發掘疑似個案，欲提出申請可向學習中心領取相關表
件並於106年2月18日前繳交申請表，3月1日前導師填寫各項量表，
預定3月8日午休實施疑似個案團體成就測驗。學習中心分機614、
615。
3.若申請障別為情緒行為障礙，導師可先至輔導組填寫二級輔導轉
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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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二手制服相關事宜

1.目前輔導室二手制服儲存空間已滿，將暫停收存二手制服。輔導室將
於寒假期間進行整理與淘汰。若有空間，預計於 6 月時再開放捐贈。
2.若班上有清寒學生需要領取二手制服，皆可至輔導室領取，惟制服尺
寸不甚齊全，敬請家長導師見諒。

六、人事室報告：無報告事項。
陸、議案討論
柒、臨時動議
捌、散會： 時 分。
承辦人:

單位主管: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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