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3.19 行政會議
壹、上次會議及新增列管事項
一、服務學習－社會影響力評選實施計畫辦理情形。
決議：計畫再行研擬，下次會議另行討論。
二、交通安全創意教學教材甄選計畫。

貳、報告事項
【教務處】
◆教學組
1.因應會考防疫措施，於段考及模擬考將要求九年級學生配戴口罩，以適應會考情境。第四
次模擬考(4/22-4/23)採跑班模式，學生須攜帶學生證至教務處安排之試場應試。
2.九年級段考後，如各科進度與成績皆處理完畢，請任課老師多給予學生複習的時間，並維
持自習品質，攜手陪伴學生衝刺會考。屆時亦請巡堂的行政同仁針對九年級教學區加強巡
視，留意自習情形。
3.當代藝術館慶祝20週年將辦理【2021你們家】攝影展，邀請建成師生拍攝家中特別的物品，
提供照片檔案，共同參與展覽。預計3月底前完成校內攝影作品蒐集，5/15開展。
4.5/3(一)-5/21(五)辦理廣達游於藝校內展覽，原定5/21(五)下午開放聯盟學校觀展，調整
至5/7(五)下午，當天將同步展出盟校學生作品，展覽前需開放盟校入校佈置學生。
5.八年級城北走讀，校長入班及帶領時間如下，歡迎有興趣的老師們一同神遊古今·走讀城北：
5/5(三)

5/12(三)

5/13(四)

一、二節

三、四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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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七年級表藝課安排參訪蔡瑞月舞蹈社，時間如下：
3/18(四)六、七節

3/22(一)六、七節

3/23(二)六、七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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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本校與日新國小合作教育部科技教育教學與學習及探索活動-「抖抖獸製作」，安排七年級
前往日新國小體驗手作課程，各班安排時間如下，請各班任課教師前往日新國小隨班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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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9(一)

4/12(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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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組
1.國九 110 年教育會考多元學習表現成績 3/15 上傳封存。
2.110 年藝才班術科考試（音樂班、美術班、戲劇班）准考證已全部轉發報名學生。

3.已完成教育部學產基金會助學金申請送件。
4.完成台灣省城隍廟助學金申請送件（九年級 4 名、八年級 3 名、七年級 3 名）
5.3/19 日中午大同區戶政到校發放國九學生初領之身分證。
6.校慶將頒發建成小學校及旺旺集團董事長獎學金，下週將發放申請書予導師及組長。
◆設備組
1.已匯整各領域教學設備需求，遞交主任會議討論。
2.本年度設備組採購教學設備如下，歡迎處室與教師借用。
(1)教學用無線簡報器*5 支
(2)教學用無線翻譯導覽機*32 臺
(3)直式廣告機*2 臺
(4)數位單眼相機*1 臺
3.圖書館第三次主題書展「行動天文館」
，向天文館申請「行動展演模組（含光學、力學與天
文知識）」、天文攝影照片 30 幅，並邀請自然領域協同辦理，3/2、4/6 中午 1230-1400 辦
理兩次師生培訓。相關活動如下:
(1)主題書展：3/16-4/30。
(2)行動展演體驗週：4/12-4/17，由學生擔任展覽解說員，並本週課餘時間為師生導覽。
◆資訊組
1.教育局持續推廣校園繳費線上支付，鼓勵使用電子繳費單以無現金方式繳交學雜費。親子
綁定、取回帳號、重設密碼，及使用校園繳費系統流程，已放置學校網站供家長參閱連結
如下
https://www.jcjh.tp.edu.tw/nss/main/freeze/5abf2d62aa93092cee58ceb4/3aIh7XJ863
0/604aac14e3bbff06e01e724c?vector=private&static=false
2.台北市政府推行單一帳號(TPEAD)認證，提供各項系統服務整合平台，本校同仁員工愛上網
帳 號 與 TPEAD 帳 號 已 綁 定 ， 請 以 員 工 愛 上 網 帳 密 登 入 電 子 認 證 平 台
https://login.gov.taipei/，選擇「資訊服務」選單，點選帳號管理系統進入「個人化設
定」檢視資料內容。
3.臺北市政府各機關 111 年度資訊預算編列 3 月 17 日起上網填報，新增及汰換除櫃檯或共用
設備外，分配同仁之個人用電腦，應優先採用筆記型電腦，其占比至 113 年底前應達 50%
以上。
4.盤整36部已逾年限不堪使用之投影機設備，以及原2樓電腦教室汰換36台已逾年限電腦和螢
幕，填報申請報廢。電腦內部硬碟拆除留存，以防資料外洩並作可為備品使用。

【學務處】
★生教組
1、建成國中交通安全創意貼圖製作比賽(7.8年級各班提出最少一件作品)
依臺北市110年度交通安全創意教學教材徵選計畫辦理校內甄選、藉由交通安全創意貼圖

設計加強學生對交通安全教育之認識。
★衛生組
已辦理
1、已完成 3/9 七年級校外教學環境教育網時數登錄 1 小時。。
2、3/16 登革熱病媒蚊密度調查順利完成，感謝各處室的協助。
3、3/18 已完成七年級心臟篩檢複檢，感謝護理師的協助。
辦理中
1、3/19 將辦理食品中毒演練，請同仁協助危機處理小組職掌工作，感謝各位同仁的
協助。
2、目前正發放 3、4 月口罩，尚未領取同仁請至健康中心登記。
將辦理
1、預計於 4/22 上午辦理 HPV 疫苗接種(7 年級女生)，感謝護理師的協助。
宣導
1、為防範諾羅病毒疫情事件發生，請加強手部衛生、個人衛生習慣及生病不上課等相關防制
措施。
2、省水宣導：部分縣市水情緊張，呼籲應落實「當用則用，當省則省」的觀念。
3、歡迎加入「校園食材登錄平臺APP」
，提供每日學校午餐及每周健康小常識定期推播，除了
解每日學童飲食狀況，並提供健康飲食教育及生活行為相關議題文章。
★體育組
1、完成3/19(五)體育競賽說明會。
2、發放七(籃下投籃)、八年級(羽球雙打)體育競賽經賽規程及報名表。
3、持續宣導跑步運動800公尺及跳繩運動500下，提升學生體適能培養運動能力之重要性。
★訓育組
已完成
1、0317 提出 109-2 8 年級校外教學招標需求。
2、0316 提出 110-1 8 年級隔宿露營招標需求。
3、0316 提出 110-1 9 年級畢業旅行招標需求。
4、0318 完成校慶邀請卡設計，感謝卓立老師協助。
待完成
1、0324 畢業紀念冊第一次校稿。

【總務處】
※ 事務組
1.3/17(三)因鐘樓外牆磨石子脫落，即日起鐘樓樓梯各樓層出入口一樓鐘樓週邊及部份室外
跑道區域暫時封閉，禁止人員進入。學務處生教組已於當日上午8時15分集合7、8、9年級

各班副班長宣導一樓鐘樓週邊區域封閉範圍，請導師再次協助提醒各班學生，鐘樓樓梯各
樓層出入口一樓鐘樓週邊及部份室外跑道區域即日起暫時封閉！總務處已聯絡外牆廠商，
當日下午至本校會勘，儘速處理外牆修復事宜。
2.110年3月24日（星期三）12:00-13:00召開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學校借用本校餘裕空間說明
會，與會人員為校長、教務主任、學務主任、總務主任、輔導主任、會計主任、事務組長、
國文領域：沈婉立(專任)、英文領域：胡家鳳(八導)、數學領域:陳柏宏(專任)、社會領域：
劉淑美(七導)、健體領域：黃慧菁(九導)、綜合領域：吳美靜(專任) 、設備組長、教學組
長、藝術人文領域：張巧明(學務處)、自然與生活領域：楊惠玲(八導)、科技領域:江貞儀
(教務處)、特殊教育:陳慶洋、教師會代表:黃元綺、家長會代表，當日備有午餐，請準時
與會。
※ 出納組
1.109學年度第2學期收費三聯單（含課後學習活動費、午餐費及音樂班外聘教師鐘點費暨活
動雜支費等），於110年3月15日（一）起至3月22日（一）止委託銀行代收。
2.109學年度第2學期午餐補助款於3月12日發放。
3.110年1月其他薪津（含交通費、國旅卡補助…等），於3月22日（一）發放。
4.110年4月薪津，將於4月1日（一）發放。
5.109學年度第2學期優秀學生獎學金於3/18以現金方式發放予學生。
※ 文書組
1.依鈞局所送「臺北市公立各級學校110年度推動公文e化實施計畫」，公文e化衡量指標包
含「紙本收文採線上簽核比率」、「公文線上簽核比率」及「撙節紙張採購比率」等3項。
110年度本校「紙本收文採線上簽核比率」績效目標應達78%(含)以上；「公文線上簽核比
率」應達市府整體目標值97.5%；「撙節紙張採購比率」之撙節率為2%以上，依旨揭實施計
畫所訂之績效目標值採購紙張數量上限為39箱。依鈞長裁示提列報告事項，敬請各位同仁
協助依前開目標值配合辦理。
2.辦畢公文，請儘速歸檔。
3.公文系統訊息轉知：公文系統預計於110年3月20日(六)10:00-13:00進行硬體調整優化作
業，屆時將暫停服務。造成不便敬請見諒!該時段如需使用公文系統，敬請各位同仁另行調
整適當時間。感謝大家配合！

【輔導室】
輔導主任
1.3/18(四)辦理扶輪之子相見歡活動，感謝導師及輔導室易珊小姐、鳳禎老師、冠萱老師協
助。
2.聯繫有意願報考國樂專班小六學生家長，提供升學考試諮詢及本校課程規劃說明。
輔導組

1. 已辦理：
(1)

3 月 12 日學校日，感謝大家的支持與協助

2. 辦理中：
(1)

民政局通譯員到校服務，服務時段：3 月 15 日至 4 月 16 日
對應班級
服務時段
902

星期二上午第 2 節至第 4 節

903

星期一上午第 1 節至第 3 節

905

星期一下午第 5 節至第 7 節=

(2)

新住民家庭成長協會課業輔導，本學期參與學生 2 名，課程自 2 月 26 日開始，每週

三與每週五下午第 5 節到第 7 節前往上課。
(3)

華語補救教學：自 3 月 2 日起，週二與週四的第八節，參與學生 2 名。

(4)

統整優先關懷學生調查表，個案輔導工作持續進行，依評估調整優先關懷學生輔導

處遇，並連繫外部資源共同介入。
3. 未來辦理：
(1) 各年級認輔小團體課程規劃中，七八年級預計第一次段考後開班，九年級預計會考
後開班，歡迎教師鼓勵適合同學參與。
(2) 認輔人員儲訓進階課程：預計於 04 月 14 日開課，邀請周宗成心理師、林金梅講師
與董國光社工師擔任講座。
4. 研習宣導
依 110 年 3 月 15 日：北市教終字第 1103031023 號，為增進學校人員對失智症認識，能友
善協助失智症者，市府衛生局增加線上學習管道，課程上架於酷課雲「臺北教師 e 學苑」
平臺(課程名稱：失智友善社區，網址：https://ono.tp.edu.tw/course/414304)，並請
本市所屬機關學校人員完成前揭課程之學習時數，因需完成研習時數調查表，故將請完成
線上研習的同仁進行書面簽名，以利統計。
資料組
一、完成與持續辦理
1. 特色招生專業群科甄選入學
(1) 新北市特招：校內報名 1 人(三重商工機械)，3/22 第一階段書審公告
(2) 台北市特招：校內報名人數 5 人，4/25(日)術科考試。
2. 完成辦理十二年國教適性宣導(兩場)，三月前完成核銷及支用明細表。
3. 完成辦理 1092 技藝教育課程隨隊教師經費免備文支用明細表。
二、辦理與待辦活動
1. 3/27 日(六)國小升學宣導：日新國小，升學博覽會暨公益團體活動
(1)9:00 前完成場佈
(2)9:00-11:30 攤位闖關(學校特色活動/日新闖關)+家長諮詢。
(3)宣導人員：校長、教務主任、輔導主任、資料組長、資料組幹事。
2. 109 技藝教育課程選手名單，協助通知導師及家長、校內申請公假。

90122 吳昌諭

90105 莊芷萱

90332 伍騏蔚

90301 王湘婷

開南餐旅中點

稻護家政美容

開平餐旅飲調

滬江餐旅中餐

90501 吳依晨
大安機械鉗工

90601 江品嫺
士商設計素描

90527 高煜岷
開南家政照顧服務

三、未來辦理：
1. 110-1 技藝教育課程校內報名：3/22(一)-4/12(一)16:00 止，製作通知單請八年級同
學黏貼聯絡本。
2. 110 暑假職業輔導研習營校內報名：3/29(一)-4/16(五)12:00 止，製作通知單請七九年級同學黏貼聯絡本。
特教組
1.完成與持續辦理
(1)參與鑑定安置複審會議及鑑定安置會議及十期十一期鑑定種子訓練課程。
2.辦理與待辦活動
(1)辦理臺北市 109 學年度國民中學身心障礙在校生暨 110 學年度身心障礙新生入學國民
中學鑑定安置重要期程。
(2)通知符合 110 學年度資優鑑定報名之學生線上鑑定報名作業說明。
鑑定對象：符合國/英/數/生物(其一)單科 PR97 以上之七年級學生。
校內受理報名日期：3/8-3/17 上網填報後，列印簽名送特教組彙整送件)。
(3)辦理特教學生交通費申請。
(4)辦理特教獎助學金申請。
(5)辦理聽力巡迴輔導入校。
(6)辦理職能治療師到校服務。
(7)辦理第一次月考特殊考場準備工作。
(8)召開 109 第二學期期初特推會暨特教宣導
音樂班
1.近期檢查南門國中移交本校的一些國樂器：5 把二胡、高胡不堪使用，3 把笙狀況良好。
2.109 三校聯合音樂會影音連結已發通知給音樂班家長，待仁愛國中光碟製作完成後會給本
校 3 片做留存。

叁、提案討論
【提案一】
案

由：(依據教育局 110 年 1 月 20 日預估本校 110 學年度班級數及編制員額：普通班
18 班 420,000 元、藝才班 3 班 48,000 元及特教班 16,000 元估算)，請總務處
彙整各處室 111 年度設備概算。

說

明：1.教務處提出計1,083,100(明細如附件)
2.學務處提出計: 327,755元(明細如附件)

3.輔導室提出計:35,000(明細如附件)
4.總務處無需求
5.藝才班3班48,000元及特教班16,000元估算尚未提出
6.以上共計1,445,855元，總經費普通班18班420,000元，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總務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