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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立福營國民中學 109學年度第 1學期期初校務會議書面報告 

校務會議議程表 

一、主席宣布會議開始 

二、報告上次議案決議事項執行情形 

三、校長校務報告 

四、各處室工作報告（教、學、總、輔、補、人、會） 

五、家長會長致詞 

六、教師會理事長致詞 

七、提案討論 

八、臨時動議 

九、建議事項 

十、散會 

◎上次議案決議事項執行情形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期末校務會議提案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修訂「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 

說明： 

一、依據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109年 6月 15日新北教中字第 1091086331號函辦 

    理。 

二、配合 108年 6月 5日修正公布之教師法第 9條第 4項：「前三項教師評審委  

    員會之任務、組成方式、任期、議事、迴避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 

    央主管機關定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簡稱本 

    辦法）配合辦理修正。 

三、本辦法預訂於 109年 6月 28日修正發布，且本辦法草案第 3條第 5項規定： 

   「本會委員之總額、選舉與被選舉資格、委員選(推)舉方式、依第五條規定  

   增聘校外學者專家擔任本會委員與候補委員遴聘方式、會議規範及相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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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規定，應由學校訂定，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爰擬具本要點修正草案。 

四、修正重點如下： 

1、配合本法第九條第三項規定，增訂學校增聘校外學者專家，擔任教評會委員

之產生方式。 (修正第五點) 

2、增訂全體委員二分之一以上連署召集時，校長應為召集之期限，及校長不召

集時之處理機制。(修正第六點) 

3、增訂教評會之保密規定。(修正要點第七點) 

4、增訂學校教師執行教評會委員職務時，所遺課務之處理方式。(修正第九點) 

5、增訂本會審議相關事項時，應給予當事人陳述意見機會。（修正第 10點） 

五、如附件一。 

 

辦法：提請校務會議討論。 

決議： 132人出席； 1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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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處生校組 

案由 

依據 109 年 5月 11 日新北教特字第 1090841655號辦理，修正本校: 

1.涉及學生個人學習權利事項: 如學習評量補充規定、實習課程規定等等 

2.涉及學生校園活動事項:如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規定、學生獎懲辦法等等 

3.涉及學生個人生活、財產、行動等權利事項:如場地借用規則、設備使用 

及維護規定等等上開校內章則應經校務會議通過。 

               「原條文」 建議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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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改過銷過實施辦法(生教) 

2.新北市立福營國民中學校規(生教) 

3.新北市立福營國民中學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生教) 

4.新北市立福營國中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實施要點(生教) 

5.新北市立褔營國民中學「學生生活榮譽卡」實施辦法(生教) 

6.新北市立福營國民中學學生請假規則(生教) 

7.新北市立福營國中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實施要點(生教) 

8.新北市立福營國民中學作息時間表暨生活教育規定(生教) 

9.新北市立福營國民中學「班級生活榮譽競賽」辦法(生教) 

10.新北市立福營國民中學教室佈置比賽辦法(生教) 

11.新北市立福營國民中學仁愛基金收支管理要點(訓育) 

12.新北市立福營國民中學校園場地開放使用要點(事務) 
13.新北市立福營國民中學公物保管責任制度實施辦法(事

務) 

14 新北市立福營國民中學公物保管流程(事務) 

15.新北市立福營國民中學訪客及門禁管理辦法(事務) 

16.成績評量辦法(教務) 

17.福營國中校外人士協助教學或活動要點(教務) 

18.課業輔導實施辦法(教務) 

19.實習教師實習輔導計畫(教務) 

20.課程發展委員會組織辦法(教務) 

21.福營國民中學資通安全維護計畫(教務) 

22.圖書館使用規則(教務) 

23.實驗室使用規則(教務) 

24.生活科技教室安全規則(教務) 

如附件二 

說明 
1.依據: 中華民國 109 年 5月 11日新北教特字第 1090841655 號辦理. 

2.所有辦法或規定皆已經校長核可.內為無修正。 

辦法 提請校務會議討論，經校務會議決議通過後實施。 

 

決議： 132人出席； 122票同意、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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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處體育組 

案由：新北市立福營國民中學體育班發展委員會設置要點  

說明： 

一、依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體育班設立辦法」第八條規定訂定本校體育班發

展委員會設置要點辦理設置。 

http://web.law.ntpc.gov.tw/Scripts/newsdetail.asp?no=1C0050077


 4 

二、如附件三。 

辦法：提請校務會議討論。 

決議： 132人出席； 1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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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長校務報告 

◎各處室工作報告 

教務處 

一、課務如須調整者，請於 9月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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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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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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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9年度推動重點工作—持續推動深耕閱讀計畫(另案通過 109閱推三級   

   制校校有閱推)、創客社群學校升級為進階型計畫、教育部十二年國教升 

   級為中堅學校計畫、外師協同英語教學計畫及併同藝能科雙語教育計畫。 

(2)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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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七、八年級彈性課程成果發表及開發九年級彈性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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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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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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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務處 

一、「運動跑道及周邊體育教學設施整修工程」主要工項已皆完成，待驗收完

成後將開放師生使用。 

二、新學年因職務異動，同仁座位隨之調整。辦公室內公物有缺損，或是班上

公物、課桌(椅)有損壞情形，請填寫公務損壞修繕申請表交付總務處陳子芳

小姐(分機 256)。(如附件 1)。 

三、新學期要申請校園汽(機)車停放的同仁，請填妥申請表並於 9/11前交給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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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芳小姐，停車費由薪資帳戶直接扣繳，否則以現金至出納組繳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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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輔導室 

一、109學年第一學期家長日目前訂於 9/17(四)晚上辦理。 

二、剛開學請留意未到校學生，電話關懷並知會輔導室。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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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技藝班今年開設一個自辦班（特教）與八個合作班，預計 9/11（五）早自

習集合學生舉行開課典禮，9/15（二）正式上課。技藝班成果展將於上學期

期末 109/12/29於校內辦理，110/1/5（二）最後一次上課。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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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辦理各年級心理測驗。 

六、本學期八年級社區高中職參訪預定於 10/19~10/23間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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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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學年普通班身障學生 29名、數資班學生 26名，已安排至不同班級並完

成身障學生班級人數酌減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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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於第一次段考後進行校內篩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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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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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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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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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擬報考研究所進修學位者，請於報考前至本室填寫申請書。 

四、子女教育補助費申請：  

請同仁填寫申請表1份，於109年9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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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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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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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長會長致詞 

◎教師會理事長致詞 

◎提案討論 

新北市立福營國民中學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期初校務會議提案事項 

提案一 

案由：本校 109學年度「協助校務教師減課時數每週 54節」(至 109年 8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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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人共 7節、社群負責人 2人共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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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出席；   票同意、   票反對，同意票過半數，本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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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學年度協助校務減課計畫表   

職稱    協助行政 專案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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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陳永裕-(實驗室管理

人)-2 

王郁涵-(模聯)-1 

林欣諭(雙語推動音

樂)-1 

蔡心怡(雙語推動健

教)-1 

朱秋蓉(創意廚房)-1 

黃文田 

合計 -44 -9 -1 

共計 54節 

 

提案二 

提案單位：學務處衛生組 

案由：本校 109學年度健康促進計畫 

說明：  

1.依據 109年 8月 6日新北教體衛字第 1091452927號函辦理。 

2.本校 109學年度為健康促進菸檳校群學校，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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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出席；   票同意、   票反對，同意票過半數，本案通過。 

◎臨時動議 

◎建議事項 

◎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