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3.26 行政會議
壹、上次會議列管事項及決議
一、服務學習－社會影響力評選實施計畫辦理情形。
決議：依前次會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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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議：
（一）針對學生部份，依該計畫辦理之創意貼圖製作比賽，請張卓立老師幫忙。
（二）建議請各領域老師協助交通安全教案時，參酌融入該計畫來文之創意教
學教材甄選格式。

貳、報告事項
【教務處】
◆教學組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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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八年級城北走讀，校長入班及帶領時間如下，將擇一場次開放全市教師報名參加：
5/5(三)
一、二節

5/5(三)
三、四節

5/12(三)
一、二節

5/12(三)
三、四節

5/13(四)
三、四節

5/20(四)
三、四節

802

806

803

805

801

804

3.5/3(一)-5/21(五)辦理廣達游於藝校內展覽，5/7(五)下午 14:00-16:00 辦理開展暨成果發
表會，辦理當天將同步展出盟校學生作品，展覽前一天需開放盟校入校佈置學生作品，請
總務處協助禮堂場地停租事宜。感謝陳如意、張巧明老師指導藝術小尖兵，張卓立老師推
動課程及協助策展，林衣穎老師指導國樂表演。
活動項目

場地

國樂團開場表演

2 樓禮堂

盟校學生作品聯展

2 樓禮堂

《創新之變經典之位》名家作品展覽及藝術導覽

圖書館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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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

上午

下午

3/22(一)

703

701

3/29(一)

705

702

4/12(一)

706

704

5.已完成「109 學年度中等學校學生英語創意 Youtuber 比賽」報名作業，複賽結果將於 3/29
公告，感謝胡家鳳老師用心指導。

6.3/30(二)第六節大同幼兒園師生到校發表課程成果，目前安排與 805 交流。
7.本學期八年級館校課程配合廣達游於藝「創新之變‧經典之位」作品巡迴展，邀請藝術家
葉仁焜老師入校協助創意國畫課程(4/1、4/7、4/15、4/21，共計 12 節)。
◆註冊組
1.3/19 已完成國九學生初領身份證發放作業。
2.3/19 已完成 110 年美術藝才班競賽入學資料寄送（901 謝生）。
3.110 年音樂藝才班競賽入學申請資料準備送件。
4.建成小學校（八年級每班一名）及旺旺集團董事長獎學金（競賽類表現傑出）申請名單收
集中。
5.下週將進行九年級第三次基本資料校對。
6.3/30 發放 1092 七八年級第一次段考成績輸入通知；九年級學期成績輸入通知。
◆設備組
1.已匯整各領域教學設備需求，遞交主任會議討論。
2.3/30 換補書截止日，學生如有購書需求，需自行洽詢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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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自然領域與科技領域教師
利用上課期間參與展覽。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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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組
1.台灣智慧光網學校光纖網路優化作業，第一階段檢測已於3月18日完成。第二階段新設備換
裝，待與廠商安排日期後提前通知，施工期間學校網路將中斷約1分鐘內，不影響服務。
2.合志資訊預計3月29日前來，進行校園網路佈線檢修維護作業。
3.3月24日參加臺北市政府教育局110年度資通安全增能研習，加強資安宣導，2021年因疫情
衝擊，遠距辦公模糊家庭及工作界線，資安疫後新常態，居家網路風險升溫，防護要點：
(1)強化家庭網路安全，設置登入密碼，使用正版軟體，定期檢查更新作業系統。
(2)安裝防毒軟體，為裝置加強防護，主動偵測惡意網頁與郵件。
(3)慎防網路釣魚，不隨意點擊不明連結或下載檔案，小心與疫情相關的惡意威脅。
(4)遠距辦公確實遵守資安政策，避免使用公共 Wi-Fi 連網，降低裝置被惡意入侵的機會。

【學務處】
★生教組
1.3/23辦理109學年度第二學期學生服裝儀容委員會會議
主要討論：一、學生服裝儀容教育委員會新任委員組成。
二、學生服裝儀容規範要點。
三、110學年度學生服裝採購續約乙案。
★衛生組
已辦理
1、3/18 已完成七年級心臟篩檢複檢，感謝護理師的協助。
2、3/19 已完成食品中毒演練，感謝各位同仁的協助。
辦理中
1、將於 4/1、4/6 進行健康進促進後測。
2、正在統計 HPV 疫苗接種(7 年級女生)人數，感謝護理師的協助。
將辦理
1、3/30 將召開午餐供應委員會，屆時請委員準時與會。
2、4/13 將辦理期中全校大掃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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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完成
1、完成3/19(五)體育競賽說明會。
2、已完成七(籃下投籃)、八年級(羽球雙打)體育競賽報名。
辦理中
1、申請110學年度體育重點項目異動。
2、通知903周炫宇同學110年全中運交通費、膳雜費、住宿費申請相關須知。
將辦理
1、周炫宇參加110全中運10公尺空氣手槍賽程將於4/1(四)桃園公西靶場進行。
★訓育組
已辦理
1、本校第53週年校慶主題為「53建成，耀眼全能」活動內容及相關配合事項已發送各班導師
及班級。

2、校慶各項目負責人員之安排，請詳見附件。
辦理中
1、校慶活動邀請卡。

【總務處】
※ 事務組
1.110年度第2季物力調查預定訪查時間為110年4月12、14、15、16、19日，屆時將訪查本校
教室、禮堂及活動中心等固定設施，訪查時間行程確定後將另函通知，當日全程配合辦理。
2.臺北市政府教育110年度各類防災任務學校訪視行程表，本校訪視時間為04月20日(二)下午
1400-1700，當日請行政同仁一同協助演練。
訪視流程：
時間

下午場

工作項目
14:00

到校

14:00~14:30

簡報暨書面資料審查

14:30~15:00

防災物資整備及實地搭設狀況檢查

15:00~16:00

檢視災民收容空間及物資儲藏室

16:00~16:10

休息

16:10~16:40

收容安置示範演練

16:40~17:00

綜合座談

※ 出納組
1.有關審計部109年12月稽查缺失:補正捐款明細公告乙節，目前已整理完110年度1月1日至3
月25日之捐款明細資料，感謝資訊組長協助掛網周知。
2.4月月薪於110年4月1日核發。
3.三聯單已屆截止日(3/22)，目前辦理學生陸續補繳及整理相關帳目事宜。
※ 文書組
1.免備文公文請以便簽夾帶附件，以線上簽核公文，奉鈞長決行後送發文，切勿以送存查方
式結案。

【輔導室】
輔導主任
1.110學年度國民中學藝術才能音樂班新生暨轉學生聯合招生將於4/7、4/8於南門國中進行報
名作業，主辦單位請本校遴派四名工作人員前往，請各處室遴派一名幹事前往，已將公文
會簽各處室，請將各處室遴派前往的人員與時間載明於公文內，請人事室惠予公假前往，
感謝協助。
2.3/22(一)、3/23(二)召開904特教生李生個案會議，特教老師、東區特教中心巡迴老師及專

輔老師將持續協助該生，也會主動與該班任課教師聯繫討論，在行為常規與學習上共同輔
導該生，感謝教師會長、學務主任、級導師、班級導師、生教組長協助。
輔導組
1.已辦理：
(1)申請校園醫療資源駐校服務計畫
(2)申請新住民子女培力獎助學金
(3)3 月 25 日輔導工作暨家庭教育委員會
(4)3 月 25 日優先關懷學生評估單回覆各提報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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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輔諮中心『少年力。青春修鍊團』課程，參與學生 1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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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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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報名學生未進入第二階段書審及術科測驗。
(2)台北市特招：完成學生通知及發放准考證，4/25(日)術科考試。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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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召集人、音
樂班同學 2 位。
2.109 技藝教育課程選手共 7 位，協助通知導師及家長，校內申請公假
3.110-1 技藝教育課程校內報名開始：3/22(一)-4/12(一)16:00 止。
4.110 暑假職業輔導研習營校內報名開始：3/24(三)-4/16(五)17:00 止。
三、未來辦理
1.籌備 4/17(六)升學博覽會-確認技高、五專設攤事宜。
2.核銷十二年國教適性宣導經費，4/7(三)支用明細表送局。
3.依北市教中字第 1103027937 號來文於 4/1 前辦理綜高宣導，5 月底前免備文大甲高中
送成果檢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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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開 109 第二學期期初特推會暨特教宣導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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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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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特教學生交通費申請。
(3)辦理特教獎助學金申請。
(4)辦理聽力巡迴輔導入校。
(5)辦理職能治療師到校服務。
(6)辦理第一次月考特殊考場準備工作。
音樂班
1.音樂班學生參加 109 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成績優異：
907 許子微，國中 A 組，木琴獨奏，榮獲優等！
907 許子蕎，國中 A 組，木琴獨奏，榮獲優等！
807 陳諭葶，國中 A 組，柳琴獨奏，榮獲優等！
907 周思瑤將於本週參賽。

【人事室】
依教育局 110 年 3 月 23 日函以，學校行政職務應以正式教師擔任為主，倘因特殊情形而有聘

任代理教師兼任行政之需求，應由校長邀集行政主管、教師會及家長會召開 2 次以上行政職
務協商會議並作成紀錄，併同旨揭檢核表詳實填寫後函報局審核。為利學校後續甄選作業並
預留教育局審核期間，次學年度擬以代理教師兼行政之學校，應於 5 月 31 日前函報教育局，
局將結合各級學校代理教師甄選期程統一函復審核結果（6 月底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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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