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北市立福營國中校務會議紀錄 

 1 

新北市立福營國民中學 108學年度第 1學期期初校務會議紀錄 

時  間:108年 08月 30日下午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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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告上次議案決議事項執行情形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期末校務會議提案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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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法：經校務會議議決通過後實施。 

決議：128人出席；124票同意、0票反對，同意票過半數，本案通過。 

執行情形：依照決議執行，無異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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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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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議：128人出席；118票同意、0票反對，同意票過半數，本案通過。 

執行情形：依照決議執行，無異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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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三  

提案單位：教師會 

案由：冷氣開放時間改為上午 9時至下午 15時。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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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情形：依照決議執行，無異議通過。 

參、 校長校務報告 

一、 首先謝謝陳會長及郭會長在百忙當中蒞臨本校校務會議，並謝謝家長會及全

校各位同仁的協助與幫忙，第一個任期四年已屆滿，這個學年開始進入第二

個任期，那第二個任期針對整個學校的校務未來發展，也利用這個時間對大

家報告。 

1. 幫助每一個孩子成功--建構一所全人的學校：在本次校長會議時局長發給

每位校長的一本書，觀看之後訂為本次校務報告的題目，希望這本書將來

有機會同仁們也可以參閱。 

2. 基本理念--依法行政、以學生為重、以團體為先：在這三點的基礎下，大

家一起來為學校的建設及孩子的未來發展努力。 

3. 過去我們一起努力的成果與奠下的基礎：校務評鑑優質學校、品德教育績

優學校、優異的升學表現、數理資優班的成長、閱讀-各項語文競賽-外師、 

社團(管樂 服務學習 童軍團 模聯 英語話劇 跆拳 ….)、技藝教育、科

技領域-職業試探中心-創客教育、體育班的進步、基本儀態的要求、硬體

建設的改善。 

4. 未來四年發展的重點目標： 

(1) 積極實踐 12年國教課綱理念與目標(素養導向課程與教學) ：減 C 達

B 增 A、發展領域特色課程、適性發展(學術型、技藝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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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強化品德教育(奠定人格發展基礎) ：擴大服務學習、多元選修社團、

強化學生體適能。 

(3) 深化閱讀教育(培養自主學習 發展終身學習的能力) ：善用圖書館資

源、持續晨讀時間、各領域閱讀理解。 

(4) 提升國際視野教育(培養面對未來的基礎能力) ：發展雙語教學課

程、擴大國際交流層面、提升英語聽說能力。 

5. 照顧好每一個孩子：拔尖、扶弱、適性發展、自主學習。 

                不要看他面前的錯 要看他背後的痛 

6. 有你們真好：大家一起努力、一起幫忙學校發展，希望未來四年陪伴大家

一起努力。 

肆、 各處室工作報告 

教務處 

一、 課務如須調整者，請於 9月 6日(五)16時前完成並告知教學組。 

    (調整相關規定，請參考教學組書面說明) 

二、 9月 3、4日(二、三)舉行九年級複習考，請九年級任課教師依課表至班上監

考。 

三、 9/16(一)第八節課輔開始上課。 

四、 八、九年級預計於開學後三周內辦理補考，補考辦法及內容請各科教研會自

行議定。  

五、 教務處學期重點工作： 

（一） 108學年度推動重點工作—持續推動深耕閱讀計畫、創客教育暨開發

科技領域課程、教育部十二年國教前導學校計畫。 

本年度非常感謝創客推動小組，以及胡老師在職探中心開發的課程，特別

感謝數資班今年暑假到偏鄉服務有宥霖、正光、胡老師以及志芬主任，因

為他們到烏來、萬里還有南投去服務，在這部分技職科給我們高度的肯

定，說本校的創客走在時代的尖端，在此一併做感謝。 

（二） 108學年度每學期所有老師(含代理、代課老師)均須辦理一次公開教

學演示，並開放家長參與。 

（三） 七年級實施之彈性課程，須符合報局備查之課程計畫進度及呈現學生

學習表現之成果。 

六、 今年有 10位實習老師非常歡迎，有四所大學都到本校實習。 

七、 在暑期當中教甄總共辦 15次，非常感謝同仁及人事室協助。 

 

學務處 

一、 重申教育人員應依「新北市立福營國民中學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實施

正向管教，請老師輔導管教學生應本於教育理念，依據教育之專業知能與素

養，透過正當、合理且符合教育目的之方式，達到積極正向協助、教育、輔

導學生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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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學務處感謝全校同仁的協助與幫忙，讓學務工作得以推動順利，新的學年度

一樣要拜託大家的協助與幫忙！ 

三、 8/30日開學日，第一週為友善校園週持續辦理反毒、反黑、反霸凌宣導。 

四、 學務處今年有兩位新的協助行政同仁，衛生組協行高宗煒老師、訓育組協行

施佑鴻老師。 

五、 今天是開學日，早上本來是預定 9:40就定位，才 8點初導師都已經就定位，

非常感謝各位導師的幫忙。 

 

總務處 

一、 校園目前尚有仁愛樓信義樓耐震補強工程，請老師協助宣導勿讓學生自行進

入施工區域，原本預定 9/28完工。 

二、 新學年因職務異動，同仁座位隨之調整，如與公告座位分配圖有所不同，以

及辦公室內公物有缺損，或是班上公物、課桌(椅)有損壞情形，請通報總務

處陳子芳小姐協助處理(分機 256)，亦請導師協助給予班上學生指導。(如附

件 1) 

三、 新學期要申請校園汽(機)車停放的同仁，表格在會議的資料內，請同仁填妥

資料於 9/15前交給陳子芳小姐，並至出納組繳納汽車停車費用(108年 9月

~109年 1月)。(如附件 2) 

四、 為了維護公共區域整潔安全，請勿將私人物品放置地下停車場及公共區域。 

五、 持續推動「四省專案」省油、省水、省電、省紙，為了永續環境愛護地球，

請同仁一起支持響應。同時在校園內，使用電器、烹飪、野炊(此部分請依

本校消防防護計畫規定跟總務處事先提出申請。)等，務必做好安全防範。 

六、 持續推動校園綠美化，有助環境生活品質提昇，各班負責澆灌花草同學，務

必盡責照顧，讓校園景觀更加綠意盎然。 

七、 為了維護校園師生安全，請同仁加強對陌生人士警覺意識，如發現不善人士

入侵校園，請務必保護自我，如有餘力請通知周邊同仁協助處理。 

八、 為因應耐震補強工程，合作社的營業暫時搬到至善地下室一樓，簡易的營業

方式，至工程完工搬回原處。 

九、 影印機部分新學年度放在合作社，現在由於合作社在地下室營業，所以目前

暫時沒有影印機，之後搬回信義樓營業會有影印機，有同仁建議影印機放置

在電腦中心或圖書室，但廠商評估考慮後因成本因素沒有採用，老師印大量

的話一張是一元、學生零星印一張是二元，價錢是廠商評估成本後訂定，不

在原本契約的服務內容影印機是附帶服務。 

十、 有老師反映因耐震補強工程教室窗簾灰塵過多，由於年底屆至經費考量擬採

分批清洗窗簾。 

 

輔導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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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08學年第一學期家長日目前暫訂於 9/19(四)晚上辦理。 

二、 以下為教育人員責任通報事件：請教師若得知相關事件，務必通知本校相關

行政人員 

需進行責任通報事件 行政受理通報

單位 

(1) 「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 

知悉疑似十八歲以下性騷擾事件、疑似從事性交易、 

疑性侵害事件。 

「其他兒少保護事件」/ 

利用其拍攝或錄製有害其身心發展之光碟或其他物品、…… 

學務處生教組 

(2)「藥物濫用事件」/ 

與毒品管制藥品相關案件 

學務處生教組 

(3)「強迫引誘自殺行為」/ 

知悉強迫、引誘、容留或媒介兒少為自殺行為(例如家長殺子自

殺案件) 

輔導室輔導組 

(4) 「其他兒少保護事件」/ 

遭身心虐待、被遺棄、充當不正當場所之侍應、剝奪或妨礙兒

少接受國民教育之機會、有立即危險或危險之虞、 

輔導室輔導組 

(5) 「其他兒少保護事件」/ 

執行業務時知悉兒童及少年家庭遭遇經濟、教養、婚姻、醫療

等問題，致兒童及少年有未獲適當照顧之虞 

輔導室輔導組 

 

三、 技藝班今年開設一個自辦班（特教）與八個合作班，預計 9/6（五）早自習

集合學生舉行開課典禮，9/10（二）正式上課。技藝班成果展將於上學期期

末 109/01/07辦理。 

四、 資料組將持續請導師、輔導老師、學生及家長落實填寫生涯發展紀錄手冊與

生涯檔案。 

五、 本學期八年級社區高中職參訪預定於 10/21~10/25間辦理。 

六、 持續辦理各年級心理測驗。 

七、 請導師適時安排非智能障礙的特殊學生擔任幹部或小老師機會，(例如:學

障、自閉症或情障學生)，讓他們從中學習負責任的態度與協助同學的工作，

增進其學習及生活經驗，進而在適性安置輔導的升學管道中有更佳的成績，

安置更適合的高中職學校。 

八、 本學年普通班特殊學生共 13名，已安排至不同班級並完成人數酌減工作，

感謝導師們未來的輔導與協助，有任何疑問或困難，請聯繫特教組。 

九、 請導師協助觀察班上學習上有困難或嚴重情緒行為問題學生，轉介輔導組後

評估，若疑似為身障學生，請於第一次段考後進行校內篩選工作。 

十、 介紹新專輔老師鄭宇廷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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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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校 108學年度招生良好，請有擔任授課教師，依課務時間準時抵達上課地

點，感謝各位老師協助與配合。 

 

人事室 

一、 請踴躍參加第15任總統、副總統及第10屆立法委員選舉本區各投開票所工作

人員。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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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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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需要在校務行政系統上申請補休單，只要勾選【紙本自行    

      查核】，但請在請假事由欄位註明加班事由與加班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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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擬報考研究所進修學位者，請於報考前至本室填寫申請書。 

五、子女教育補助費申請：  

請同仁填寫申請表1份，於108年9月18日前檢齊相關證件洽本室辦理。  

1、 子女隨在台澎金馬地區居住，就讀政府立案之公私立大專以下小學以上學校肄業正式生，可 

按規定申請： 

（1）於本校第一次申請時，需繳驗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以確認親子關係，爾後除申請人之親子 

     關係變更需主動通知人事室外，無須繳驗。 

（2）除國中、國小無須繳驗證件外，公私立高中（職）以上須繳驗學雜費收據正本，如係影本   

     應書明「與正本相符」並簽名；轉帳繳費或以信用卡繳費者，應併附原繳費通知單。 

2、子女以未婚且無職業需仰賴申請人扶養者為限。公教人員申請子女教育補助時，其未婚子女 

   如繼續從事經常性工作（包括寒暑假短期打工），且開學日前6個月工作平均每月所得（依 

   所得稅法申報之所得）超過勞工基本工資者者，以有職業論，不得申請補助。 

3、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申請子女教育補助。但不包括領取優秀學生獎學金、清寒獎學 

   金、民間團體獎學金及就讀國中小未因特殊身分獲有全免(減免)學雜費或政府提供獎助者： 

   (一)全免或減免學雜費(含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學費補助)。(二)屬未具學籍之學校或補習班 

   學生。(三)就讀公私立中等以上學校之選讀生。(四)就讀無特定修業年限之學校。(五)已獲 

   有軍公教遺族就學費用優待條例享有公費、減免學雜費之優待。(六)已領取其他政府提供之 

   獎(補)助。 

4、除就讀國中小未因特殊身分全免(減免)學雜費及政府提供獎助者，得依表訂數額請領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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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其餘未具上開不得申請補助情形，如實際繳納之學雜費低於子女教育補助表訂數額，僅 

   得申請補助其實際繳納數額。 

5、公教人員請領子女教育補助，應以在職期間其子女已完成當學期註冊手續為要件。其申請以 

   各級學校所規定之修業年限為準。如有轉學、轉系、重考、留級、重修情形，其於同一學制 

   重複就讀之年級，不再補助。又畢業後再考入相同學制學校就讀者，不得請領。但行政院97 

   年6月30日院授人給字第0970062537號函修正之「子女教育補助表」規定實施前，已依原規 

   定請領補助有案者，基於信賴保護原則，得依規定修業年限，繼續補助至應屆畢業年級為 

   止。 

6、夫妻同為公教人員者（包括離婚、分居者），其子女教育補助應自行協調由一方申領， 

   不得重覆申請。 

7、重申： 夫妻切勿重覆請領。又如具有其他學雜費補助身分（例如原住民、身心障礙等）  

          且已申請該身分之學雜費補助者，或子女就讀私校且已依教育部齊一公私立高中職 

          (含五專前三年)學費方案給予學雜費補助者，不論金額多寡，均不能再申請公教人 

          員子女教育補助，請具有雙重補助身分者，務必審慎選擇，以免衍生責任追究爭 

          議。 

伍、 家長會長致詞： 

    家長會陳會長正雄： 

一、 又是一個新的學年的開始，首先代表所有學生的家長再次麻煩校長及老師們

對我們的子弟多多教導。 

二、 剛剛聽了校長及主任們的報告，我們當學生家長也很有信心，很放心將小孩

放置福營國中受教，還有很多需要老師幫忙的就萬事拜託。 

三、 家長會在新學年度開始秉持以往的態度，支持學校各項校務的推動，謝謝大

家。 

 家長會前會長郭會長文一： 

一、 我的孩子都畢業了在這裡講話不知道會不會佔到大家的時間，不過說實在話

在福營三年感觸良多，學校每一年都在改變，都在進步，尤其李文旗校長來

的這幾年每一天都在進步，在此也感謝校長及各位老師。 

 

校長： 這兩位會長今年都有喜事，正雄會長今年當選新莊光輝獅子會的會長，

文一會長當選大新莊家長會副總會長，掌聲恭喜兩位。 

陸、 教師會朱理事長以立致詞 

教師會朱理事長以立： 

一、 今年非常榮幸由以立來為各位服務。 

二、 教師會在此跟各位同仁宣布一個好消息，108學年度導護方式有一些小小的

小確幸，經由教師會與校長、主任們協商後，新莊區升學率第一的李文旗校

長裁示，108學年度導護工作，早上導護方式維持不變請同仁多多幫忙，下

午的導護工作採彈性方式處理，如果同仁課務相當繁忙、處理學生事務相當

多，那麼就可以留在班上或辦公室處理，專心處理課務，教師會在此謝謝校

長及主任體恤老師，讓同仁在導護工作上有更多的彈性，也謝謝前理事長陳

志全大力幫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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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未來的一年教師會需要各位同仁用新臺幣多多支持。 

 

校長：  

一、 補充報告剛剛小真主任也有講，服務學習是本校很重要的一塊，不管是男女

童軍團或服務學習社，剛剛也報告過這個暑假很令人感動，除了數理資優班

之外，還有一個高關懷學生也跟著胡老師一起去，這個暑假除了學生在服務

之外，胡健裕老師、李志芬主任、李宥霖老師、方俊為老師、朱秋蓉老師這

幾位老師都犧牲暑假時間，秋蓉老師除了訓練時間外也帶孩子到元大銀行外

擺攤義賣，其他四位老師從 7/1開始第一個學校就到烏來國中小、第二個學

校東北角瑞濱國小、第三個學校鄰近的鶯歌的鳳林國中、第四個學校就到南

投的大安國小，這學期也即將到馬祖服務，因為馬祖是偏鄉，今年有新領域

科技領域，馬祖竟然沒有一個生科跟資訊領域老師來上課，我們也在教育局

合作幫忙下，這學期利用上班或假日的時間到馬祖支援他們做科技領域師

資，所以這是我們學校能量的發光，也感謝這麼多付出的老師，也許有很多

老師也默默做，我也不知道，如果有同仁知道有哪些老師私下在默默奉獻，

也麻煩告訴我一下，利用這個場合也讓同仁知道，那也藉各位的雙手感謝以

上這些老師及孩子。 

二、 明年度總統選舉本校開 6個選務場所，比去年多開一個，大約 6組 60位同

仁幫忙，請同仁幫忙選務工作，去找人事室登記。 

柒、 提案討論 

新北市立福營國民中學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期初校務會議提案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本校 108學年度「協助校務教師減課時數每週 54節」(至 108年 8月 28

日止)。  

說明： 

一、 依據新北市政府 100.12.30.北府教中字第 1001885666號函：「54~62班以上

協助校務教師減課時數每週 54節」辦理。 

二、 本學年度「協助校務教師減課時數情形如下」：協助行政 11人共 44節、專

案計畫 4人共 5節、社群負責人 4人共 4節、教師代表協助行政 1人共 1節，

合計 54節。 

三、 經校務會議議決通過後實施。 

辦法：提請校務會議討論。 

決議：136人出席；114票同意、0票反對，同意票過半數，本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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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學年度協助校務減課計畫表 

職稱   協助行政 專案計畫 社群負責人 教師代表協助行政 

姓名 

謝錦盛   

吳勇賜 

陳玉芳 

曹修維 

陳綺徽 

黃荃榆 

李宥霖 

葉正光 

杜隆盛 

施佑鴻 

高宗煒 

呂佳珊-(外師窗口

中師代表)-1 

賴啟能-(食農教育

課程負責人)-1 

陳永裕-(實驗室管

理人)-2 

王郁涵-(模聯)-1 

林姿伶(品味人生

社群) 

呂薏蓁(英文好品

社群) 

社區有教師社群 

林億珊(農場大亨

社群) 

1人-1 

合計    -44 -5 -4 -1 

共計 -54 

 

提案二 

提案單位：學務處生教組 

案由：修改本校手機(3C產品)管理辦法及學生獎懲實施規定第三條第一款第3項。 

說明： 

一、 依據新北市教育部 108年 6月 17日臺教資（四）字第 1080060697號函辦理。 

二、 本校原定「手機(3C產品)管理辦法」改為本校「校園行動載具使用原則」。 

三、 學生獎懲實施規定第三條第一款第 3項--「未依校園行動電話使用規則違規

使用手機者」修改為「未依校園行動載具使用原則違規使用行動載具者」。 

四、 經校務會議議決通過後實施。 

辦法：提請校務會議討論。 

決議：138人出席；118票同意、0票反對，同意票過半數，本案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學務處衛生組 

案由：本校 108學年度健康促進計畫。 

說明： 

一、 依據 108年 8月 14日新北教體衛字第 1081512987號函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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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校 107學年度為健康促進一般學校，來文規定計畫須經本校校務會議通 

    過後實施，相關計畫如電子檔附件說明。 

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依時程辦理本年度健促計畫之各項活動。 

決議：138人出席；119票同意、0票反對，同意票過半數，本案通過。 

 

捌、 臨時動議：無 

玖、 建議事項 

黃一喬老師：有老師反映地下室停車格重畫之後畫得很斜、寬度變窄，當有同仁

倒車時停進去塞得滿滿的，因此已經有好幾次同仁車子被擦撞，但是大家同仁不

好意思要求賠償只能自認倒楣，但長此下去不是辦法，可否請總務處重新規畫一

下看可不可以把停車格變大，我知道這樣全部重畫可能會花不少錢，還是說可以

規劃前半段停小車、後半段重畫格子停大車，大家討論一下。  

洪福明主任：停車格重畫有可能停車格變少，會先查看看當初耐震補強後重畫的

停車格是否已經加大，一喬提的建議很好，也許可以考慮局部規劃，這樣對整體

的停車格數影響較小。 

校長：改天請廠商會勘一下，看要改幾格，現在大家都知道地下室區域下雨容易

停滿，那也牽涉到大家停車的方便。 

 

 

壹拾、 散會【17：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