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北市立福營國中校務會議紀錄

新北市立福營國民中學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期末校務會議紀錄
時 間:108 年 06 月 28 日上午 11 時 00 分

地點:五樓會議室

主持人:李校長文旗

記錄:許惠玲

與會人員:詳如簽到表

壹、主席宣布會議開始，司儀朗讀會議程序
貳、校長校務報告
一、時間過得很快，一個學年又結束，在此代表學校感謝家長會的支持，在過去
文一會長及現任正雄會長的帶領下，家長會對學校的支持相當大，除了在剛
剛休業式家長會提供學生的興學基金頒獎，以及稍待在永寶餐廳也提供豐盛
的午餐及一些餘興節目，請各位同仁準時到會場參與。
二、首先還是要謝謝大家在過去四年任期內，很感謝全校同仁的幫忙及協助，在
校務推廣上能夠順利，另外今年雖然尚未放榜，根據會考的成績，今年的升
學狀況相當好，也獲得鄰里的好評，目前新生報到的狀況已經是 16+1 班，
請大家自我掌聲鼓勵，也希望到 7/14 新生抽籤那天能夠再突破，在現今少子
化減班的同時，學校能夠突破增班，可說是非常高興的一件事。
三、希望下學年大家一起共同努力打拚，讓福營國中在社區及家長的心目中成為
南新莊甚至是新莊區的最優質校園。
四、稍後歡送張惠清老師退休、及介聘出去的蔡汶欣老師。
五、最後祝福各位同仁暑期愉快、平安!

叁、各處室工作報告
教務處
一、感謝各位同仁本學年對教務處的支持與配合，使得各項業務得以順利推展。
二、7、8 年級第 3 次定考成績請於 7/2(二)前完成輸入，含努力程度及文字評量。
三、九年級暑期學藝活動於 7/15(一)～8/9(五)實施，感謝擔任課務的同仁協助。
四、7/1(一)-7/5(五)期間上午辦理英語拓客營，上課地點為英語情境教室。
五、8/27-29(二-四)為「暑假課程準備日」
，請「全校教師」依規定簽到、退。
六、8/30(五)為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開學日並正式上課。
七、本年度輔大史懷哲計畫課程規劃改為 2 周之上午(7/15~7/26)，上課地點為
英語情境教室。
學務處
一、感謝各位同仁的協助讓學務工作得以推動順利、學年平安，這全有賴於全體
同仁的配合與協助，在此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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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暑假間如獲知學生發生校安事件，請務必通知學務處以利校安通報。
三、暑假長達兩個月，學務處暑假配合教育部辦理青春專案，持續與轄區警局、
校外會共同巡邏關心學生校外生活。對於高關懷學生，請導師多加給予關懷。
四、暑假是戲水高峰期，提醒同仁、學生注意戲水安全！
五、7/14 新生抽籤，抽籤完會公布新生導師名單。
六、8/22~23 日為新生訓練，課程會公告在學校網站上，請擔任新生導師的同仁
協助幫忙。
總務處
一、108 學年度新座位表待 8 月初人員底定後，會再公布。
二、卸任 9 導的同仁，請清空辦公室，交接給 8 導同仁，個人物品重要的請攜回，
其他可裝箱放置於教師會或家長會，OA 辦公桌的抽屜鑰匙請盡速交回總務處
陳子芳小姐。
三、8 導的同仁，個人物品搬至 9 導後，請移駕總務處交回 8 導 OA 辦公桌的抽屜
鑰匙，並領取 9 導 OA 抽屜的鑰匙。
四、2 樓的辦公室編排原則：導師→專任同科集中→特殊因素。
五、整理箱、電梯卡及辦公室抽屜鑰匙請洽陳子芳小姐(分機 256)協助、各辦公
內木櫃鑰匙請洽林金鳳幹事(分機 254)。
輔導室
一、暑期期間若學生本身或家庭有突發緊急狀況需進行緊急通報，必要時會與導
師進行聯繫，煩請導師予以協助，感謝大家。
二、108 學年第一學期家長日目前暫訂於 9/19(四)晚上辦理，若有異動將於 108
學年期初校務會議再行通知。
三、108 學年度本校員額配置為專輔 3 位-賴盈璁老師、王佳玲老師、鄭宇廷老師
(新進人員)，學生輔導工作由三名輔導教師分擔。部分學生之輔導教師將有
所調整，於 108 學年第一學期初知會導師。感謝導師於本學年在對於學生輔
導工作的配合。
四、家長及九年級導師場適性入學宣導。
五、生涯發展教育融入領域課程計畫。
六、辦理 5 班別之合作式技藝班及 2 班自辦式技藝班。
七、20 場高中職暨五專職群、入學管道宣講、5 所社區高中宣導。
八、108.04.12~04.17 新莊文藝中心辦理美工技藝班暨其他三校聯合美展。
九、108 學年度技藝班招生結果，增加東海班(電機電子)、穀保班(美容美髮)，
以及復興班(美工)。總共為 8 班別之合作式技藝班及 1 班自辦式技藝班(特
教)。
十、九年級會考後辦理 5 場次 18 班次職校參訪體驗活動。
十一、技藝班學生市級技藝競賽，共 5 名選手獲獎。
十二、技藝社團辦理畦遊記有機農場及雙溪茶花莊參觀、成果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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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辦理七年級 3 場次 13 班次產業參訪。
十四、職探中心 107 學年度共辦理 26 場體驗教育活動。
十五、10801 跨階段鑑定----小六升國中的新生：就讀普通班身障生目前為 9 名；
(暑假可能仍有轉學生)，就讀集中式特教班共 5 名。10802 鑑定，之前導師
提報的七八年級疑似生，已鑑定為身障生學生共 5 名，特教通報網已接收完
畢。感謝導師們持續的協助和配合，共同為身障生學習和適應而努力。
十六、九年級身障畢業生亦全數完成適應安置輔導作業，考取適當且理想高中
職。
十七、數理資優班八年級成果發表會已順利完成，感謝各專題指導老師，辛苦
了！
十八、感謝各任課教師協助暑期科學營課程教學。
十九、預計於 108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2 次段考第 2 天下午辦理九年級高中職五專
升學博覽會。
補校
一、 本學期補校課程依舊豐富多元，十分感謝老師們的協助。也歡迎大家協助
宣傳，鼓勵左鄰右舍一起來學習。
二、 祝大家假期愉快!
人事室
一、 同仁之連絡電話、連絡地址及戶籍地如有變更，請隨時向本室更新。
二、 請假手續：
(1)假卡送出後，請儘速通知代理人進入系統簽核；代理人也請儘速完成簽
核，勿拖延多日。
(2)107年5月1日以後發生之加班事實，依據行政院修正規定，補休期限為一
年之內。
(3)請補休時，毋需在系統上申請補休單，只要在請假事由欄位註明加班事
由，加班日期，並勾選【紙本自行查核】。
(4)申請公傷假，請檢附公立醫院、全民健保特約地區等級以上醫院或健保
局聯合門診中心之診斷證明書。
三、宣導---配合政府推動全民國防教育，鼓勵同仁：運用「E等公務園+學習平
臺」（網址：https://elearn.hrd.gov.tw）進行數位學習，以增進同仁之
國防知識及防衛國家意識，健全國防發展，以確保國家安全。
四、宣導----新北市政府員工協助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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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家長會長致詞：
家長會陳會長正雄：
一、時間過得很快，接任會長職務兩個學期也過去了，首先一樣代表家長會謝謝
所有老師們對學生的照顧，今年的升學成績也相當好。
二、在這段當會長的期間，參與了很多學校會議及活動，了解校長及老師們對學
生的關心跟照顧，再次感謝各位老師的付出。
三、祝福各位老師們暑假假期愉快!

伍、教師會陳理事長志全致詞
教師會陳理事長志全：
一、 首先謝謝大家對教師會的支持。
二、 兩年前有提過校外導護的事情。
三、 稍待會提出臨時動議事項。

陸、 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學務處生教組
案由：修改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組織章程第二條。
說明：
一、依據：
「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9 條--學校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置委員五
人至二十一人，採任期制，以校長為主任委員，其中女性委員應占委員總數
二分之一以上，並得聘具性別平等意識之教師代表、職工代表、家長代表、
學生代表及性別平等教育相關領域之專家學者為委員。
前項平等教育委員會每學期應至少開會一次，並應由專人處理有關業務；其
組織、會議及其他相關事項，由學校定之。
二、本校所定之性平委員人數採用「性別平等教育法」所規定委員人數之上限，
然學校近年因班級數銳減教師人數變動等因素，確有修正之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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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經校務會議議決通過後實施。
(附件 1、2)
決議：128 人出席；124 票同意、0 票反對，同意票過半數，本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新北市立福營國民中學教室冷氣機管理辦法草案 (如附件)。
說明：
一、依據新北市政府 108 年 5 月 24 日新北府教中字第 1080887149 號函辦理。
二、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除調整收費金額外餘由教室冷氣機管
理委員會議通過即可。
辦法：經校務會議議決通過後實施。
(附件 3、4、5、6、7)
決議：128 人出席；118 票同意、0 票反對，同意票過半數，本案通過。

柒、 臨時動議
一、 教師會理事長：導師會議時提出冷氣的時間開放時間原訂上午 10 時至下午
16 時，提議是否可改從上午 9 時至下午 15 時?
附議人數:超過十人以上。
10:00-16:00 票數 55 票、09:00-15:00 票數 38 票。
決議：128 人出席；38 票同意、55 票反對，同意票未過半數，本案不通過。
二、 教師會理事長：如果是從上午 9 時至下午 16 時開放冷氣，是否可以由老師
們自己自費來使用冷氣，或者是與學生一樣用冷氣卡付費?
校長：此項議案會後再找教師會、總務處、會計室研議。至於導護位置，找
適當時間會請相關人員導師、專任等來討論導護路口位置。

捌、 建議事項
黃一喬老師：兩年前有提過，現在班級數變少，教室五樓可否不要使用?像目前 3
個班在五樓開冷氣費用就是比別班高，現在耐震補強結束後，教室數應該夠，否
則學生在五樓上課又熱又會漏水，冷氣錢也浪費，對學生也不好。
校長：謝謝一喬的建議事項，學校會朝這個方向辦理。
家長會長：家長會會盡力來協助學校申請經費，更多設備的擴充，另外誠摯地邀
請老師們參與中午的謝師宴。

玖、 歡送退休教師及介聘教師
張惠清老師的歡送會在餐廳舉行。
歡送蔡汶欣老師調至高雄，感謝汶欣在學校的服務。

壹拾、 散會【1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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