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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立福營國民中學 108學年度第 1學期期末校務會議紀錄 

時  間:109年 01月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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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告上次議案決議事項執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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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情形：依照決議執行，無異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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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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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1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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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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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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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情形：依照決議執行，無異議通過。 

參、 校長校務報告 

一、 首先代表學校感謝家長會長一直以來支持學校，此外亦感謝家長會暨光輝獅

子會長帶領其夥伴至學校頒發獎學金及獎狀。 

二、 謝謝各位同仁這一學期以來，在教學、課程、學生品行、生活教育及各項活

動上的努力。教育基本法中明訂，國民教育階段內，家長有教育選擇權。在

捷運開通後，整個新莊區公私立學校皆在家長的考慮範圍內，相對而言，學

校在校務經營上更顯壓力。但是這幾年各位同仁的努力、家長會的支持及社

區的幫忙，在背後的支援絕對沒問題，同仁在前線打拼也相對擁有許多資

源，至此再次感謝大家為了這間學校共同努力打拼。 

三、 校務評鑑的回饋表中，絕大多數都是對學校正向的肯定。但也有部分不同的

意見，這些都列為學校虛心檢討改進的地方。3/13 委員會針對學校這四年來

的經營做現場評核。最近行政同仁針對校務評鑑的自評表及佐證資料每個禮

拜都開行政會報、不眠不休甚至利用假日至學校加班；各位同仁的教學檔案

也要陸陸續續地完成，至 2/20 之前要上傳完畢。也麻煩大家在 3/13 將我們

學校這幾年來的努力、最好的一面，呈現給評審委員們，希望這次校務評鑑

能突破以往優質學校的成績，再更進一步。 

四、 最後祝福大家農曆新年闔家平安，寒假愉快，謝謝大家。 

肆、 各處室工作報告 

教務處 

一、 2/10(一) (全天)：寒假課程準備日。(8時簽到、16時簽退)。 

二、 1/22(三)前請完成第 3次段考成績輸入。 

三、 2/11(二)為第二學期開學日，九年級第 3次複習考為 2/18(二)-19(三)。 

四、 3/13(五)當日為本校校務評鑑。 

學務處 

一、 感謝全校同仁的協助與幫忙，讓學務處的活動、計畫得以順利推動，再次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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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並預祝老師新年快樂！ 

二、 1/20早上 11:00集合學生到操場進行休業式，預計 11:50分放學，2/11(星

期二)為開學典禮。 

總務處 

一、 行政樓三樓生活科技教室整修預定 108-2學期初完工及啟用。 

二、 已將建築師設計「運動跑道及周邊體育教學設施整修工程」相關資料送教育

局審核，待教育局核定後才能進行後續工程招標作業。 

三、 為了永續環境愛護地球，節能減碳、確保公安，敬請大家一起省水、省電，

感謝大家一起努力。 

四、 請全校教職員工、代理、代課教師確認每月薪資條有固定收到，如無收到請

至出納組更新 e-mail信箱。 

五、 請確認每月薪資明細，例如:健保費、勞保費、所得稅、優惠存款、導師費

等金額有問題，或有異動、疑問，請即時反應以便查找修正。 

六、 為辦理 108年度各類所得申報(申報期限 109年 1月 1日至 109年 2月 5日

止)，請協助核對個人 108年度各類所得明細(電子檔已於 109年 1月 3日寄

出)，若所得明細有疑義請於 1/10（五）下班前回報出納組逾期不候，有任

何問題歡迎洽出納組查詢。 謝謝您的配合~ 

輔導室 

一、 108學年第一學期家長日訂於 2/21(五)晚上辦理。 

二、 本學期憂鬱自傷個案人數增多，請教師於協助時多留意學生之情緒與人際互

動狀況，需要時可與輔導室聯繫。 

三、 確實填寫並檢核生涯發展紀錄手冊與生涯檔案。 

四、 八年級技職參訪已於上學期全部辦理完畢，七年級產業參訪目前尚無班級申

請辦理。 

五、 八年級興趣測驗及九年級性向測驗施測完畢，下學期四月將進行 109學年度

技藝班招生。 

六、 職探中心將於 2/5、6、7辦理國中及國小生雙語寒假育樂營。 

七、 109年 1月 21-25日完成小六特殊學生收件及覆核，目前尚無法預計就讀本

校的身障學生名額，故於下學期期初校務會議再告知。 

八、 2/11至 2/19九年級特殊學生適性輔導安置報名，特教老師已向家長召開說

明會並討論學生未來學志願等相關事宜，若仍有升學疑問的導師，歡迎至特

教組諮詢。 

九、 學習中心課程 2/11開學典禮之後，即第三節正常上課，若有部分學生調整

課表，特教老師們會將新課表轉交予學生及班導，屆時請協助留意班上特殊

學生是否有更換課表，並提醒上課時間。 

十、 下學期第一次段考後，進行校內疑似特殊學生篩選，請老師們協助觀察，班

上是否有學習困難或情緒行為問題學生，篩選表件隨時可至特教組拿取，請

在第一次段考後繳交表件至特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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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校 

一、 感謝所有願意參與補校課程之教師，有您讓補校學生在這學期上課期間收穫

滿滿，感謝您的教導與協助！ 

人事室 

一、 提醒同仁如果要在民國110年退休，請在1/31之前攜帶學經歷證件至人事室

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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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寒假期間擬出國之同仁，請事先至人事室填寫出國同意書（107年7月10日新

北教人字第1071261117號函）。 

五、 擬報考研究所進修學位者，請於報考前至本室填寫申請書。 

六、 宣導----新北市政府員工協助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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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家長會長致詞： 

    家長會陳會長正雄： 

一、 首先代表學生的家長謝謝校長帶領的團隊，讓我們小朋友有這麼好的學習環

境。誠如剛才校長所講的，福營國中在外面、在家長之間的風評越來越好，

也打定主意將來新生入學要來福營國中，真的很謝謝校長及老師們的努力。 

二、 未來的日子，還是要麻煩老師們持續地教導，如果需要家長提供幫忙的地

方，我跟文一會長我們家長會也會尋求各種資源協助校方。 

三、 最後祝褔大家農曆年快樂、寒假假期愉快，謝謝大家。 

陸、 教師會朱理事長以立致詞 

教師會朱理事長以立： 

一、 新北教師會在 109年 1月 1號有互助補助金的活動，如果同仁有結婚、生育

或退休，都可以請領補助金，細節可與以立洽詢。 

二、 教師會祝各位同仁、校長、主任還有會長新年愉快、萬事如意。 

柒、 提案討論 

新北市立福營國民中學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期末校務會議提案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由：增加學生獎懲實施規定第三條第二款第 11項 

說明： 

一、 依據:新北市教育局 108年 11月 29日新北教體衛字第 1082216840號函辦理。 

二、 新興菸品（含電子煙）納入學生獎懲實施規定第三條第二款第 11項--攜帶

或使用菸品(含電子菸)。記小過 1次 

辦法：提請校務會議討論。 

決議：137人出席；1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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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張志強主任：我剛剛有聽到同仁在傳，公保費制度逐年減 10萬的傳聞，這方面

的相關資訊能否請人事主任提供我們做參考 

人事主任：目前並無接獲相關公文 

校長：若同仁有相關書面資訊，再請人事主任幫我們詢問清楚。 

二、 

林曉萍老師：每一年的家長日或是校慶補假，可否補在結業式當天(讓結業式提

前一天)？ 



新北市立福營國中校務會議紀錄 

 6 

校長：根據教育部規定，全國結業式是同一天，無法由學校自行規定，但我會再

去向教育局確認。 

林曉萍老師：或是補假可否挪至連假前後，而不是幾乎都在星期一，因為星期一

有課務的老師會因此少很多堂課可上，分散在連假前後會比較公平。 

校長：若像校慶整天補假的這種，我再去詢問一下。 

壹拾、 散會【12：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