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北市立福營國民中學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期末校務會議書面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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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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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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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管理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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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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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138 人出席；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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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學年度協助校務減課計畫表
職稱

協助行政
謝錦盛
吳勇賜

專案計畫
呂佳珊-(外師窗口
中師 代 表 )-1

陳玉芳

賴啟能-(食農教育

曹修維

課程 負 責 人 )-2

陳綺徽

陳永裕-(實驗室管

黃荃榆

理人 )-2

李宥霖

王 郁 涵 -(模 聯 )-1

葉正光

林欣諭(雙語推動音

杜隆盛

樂 )-1

施佑鴻

蔡心怡(雙語推動

高宗煒

健教 )-1

姓名

教師代表協助行政

黃文田

朱 秋 蓉 (創 意 廚
房 )-1

合計

-44

-9

-1

共計

54 節

提案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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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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人出席；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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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四) (全天)：寒假課程準備日。(8 時簽到、16 時簽退)。
(調整相關規定，請參考教學組書面說明)
二、1/22(五)前請完成第 3 次段考成績輸入。
三、2/18(四)為第二學期開學日，九年級第 3 次複習考為/24(三)-25(四)。
四、1/21(四)全天辦理英語拓客營。
學務處
一、感謝全校同仁的協助與幫忙，讓處室的活動、計畫得以順利推動，再次感
謝！並祝福老師新年快樂！。
二、2 月 18 日為 109 學年度第二學期開學日，開學第一週為「友善校園週」
，活
動規劃以「反黑反霸凌」為重點，營造友善校園。
三、寒假期間若遇需通報的偶發事件，請務必連繫學務處進行校安通報。
總務處
一、行政樓西側廁所工程款經費尚未核撥，需收到經費核撥公文後再進行工程
招標作業。
二、電力改善工程委託設計監造案，改善本校電力系統及線路，設計監造標案
得標廠商已在 109/12/21(一)派人到校看查，目前估評將在高壓變電室增設
一組電力系統供冷氣機使用，增設電力系統幹線由高壓變電室經「花圃」
、
「行
1-12 外側牆面」到三樓後進入走廊，分成行政樓、忠孝樓、仁愛樓、和平
樓四組幹線到各棟中心點，再由各棟中心點到各層樓中心點進行線路配置。
三、向教育部申請仁愛樓 8 年級教室冷氣機經費，經校長及多位家長會會長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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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努力爭取下，將會獲得經費補助以改善教學環境。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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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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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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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為辦理 109 年度各類所得申報(申報期限 110 年 1 月 1 日至 110 年 2 月 1 日

止)，請協助核對個人 109 年度個人各類所得明細(電子檔已於 109 年 12 月
31 日寄出)，若所得明細有疑義請於 1/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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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學年第二學期家長日目前暫訂於 3/4(四)晚上辦理，若有異動將於下學
期期初校務會議再行通知。
二、寒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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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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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確實填寫並檢核生涯發展紀錄手冊與生涯檔案。
五、八年級職業試探已於上學期全部辦理完畢，七年級產業參訪目前僅 1 個班
級申請下學期辦理。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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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學年
度技藝班招生。
七、58 位九年級技藝班技藝競賽選手寒假期間於 6 所高職密集集訓中。
八、職探中心將於 1/21、22 辦理國小生雙語寒假育樂營。
九、2/1 至 2/25 九年級特殊學生適性輔導安置報名，特教老師訂於 110 年 1 月
8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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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學習中心課程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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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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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所有參與補校課程之教師，您讓補校學生在這學期有快樂又充實的學
習時光，感謝您的教導與協助！
二、下學期，請任教補校老師持續你的熱情，為學生們帶來更多精采課程內容！
再次感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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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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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退休登記：為配合市府教育局編列民國 111 年度公教人員退休預算，
因此請符合退休資格而擬於民國 111 年度退休者，務必於 110 年 1 月 29 日(
星期五）前檢齊相關學經歷證件（正本與影本各一份，影本請以 A4 格式影
印）洽人事室主任登記。
五、宣導----新北市政府員工協助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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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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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單位：總務處(事務組)
案由：新北市立福營國民中學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符合
性別工作平等法 109.7.3 版)修訂及性騷擾防治、申訴及調查處理要點。
說明：
一、依據新北市政府 109 年 10 月 20 日新北府勞業字第 1091969242 號函辦理。
二、為防治工作場所性騷擾行為，維護性別工作平等及人格尊嚴，特依「性
別工作平等法」及勞動部頒布之「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
辦法訂定準則」，訂定本辦法。
三、為保障性別工作權平等，防治性騷擾行為發生，建立性騷擾事件申訴管
道，並確實維護當事人之權益，依「性騷擾防治法」
、
「性騷擾防治準則」、
「性騷擾防治法施行細則」、
「性別工作平等法」、
「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
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訂定準則」訂定本要點。
辦法：送校務會議表決。
決議： 人出席； 票同意、 票反對，同意票過半數，本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本校「109-112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
說明：
一、依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實施計畫」
，及「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
總綱及設備標準」制定。
二、本校校務發展計畫以「107-110 中長程發展計畫」為基底，由各處室進行修
訂並於主管會報討論後提請校務會議討論。
三、提請校務會議議決追認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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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臨時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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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事項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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