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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陸興高級中學106學年度第2學期期初校務會議 

 

壹、主席報告 

1. 全體教職員工請努力招生！請多說『陸興好』、『陸興優』！ 

2. 本校 107學年度國中核定 6班(約 240人)，高中核定 5班(約 225人)。 

3. 今年招生目標 

4. 本學期優質化、均質化計畫持續推動，請同仁配合協助執行，同時於學期

中(4 月之前)必須撰寫新學年的計畫書，因此課綱核心小組及各科召集人

務必針對本校課務發展研創相關課程。 

5. 人事異動及新進教師(兼任)介紹。 

6. 本人於 2 月 1 日正式擔任本校校長，現階段以穩定校務為首要工作，對外

的就職儀式將於學期中擇日辦理。 

7. 107下半年本校將接受校務評鑑，請全體同仁一起努力準備評鑑資料。 

8. 上學期對外的競賽成績優異，本學期應再接再厲，增加學校亮點。 

9. 本學期將連結加拿大的教育資源，增進學生海外直升大學的管道。 

10. 請全體教師協助輔導高三學生選擇校系，務必達到家長對於陸興學生考取

國立優質大學榜單之期待！ 

11. 「大學多元入學方案」宣導(附件) 

大學招生委員會聯合會官網 http://www.jbcrc.edu.tw/ 

12. 祝福大家教育事業順遂、知恩惜福、福慧雙俱。 

 

 

貳、家長會長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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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各處室業務報告及提案討論 

◎教務處 

主任 

1. 經屏東縣政府課程審查核定的結果，國中部課程必須回歸符合課綱的規劃，

因此教師配課的情形增加，請擔任相關課程的老師務必熟知課程綱要與教學

目標，或透過研習及精熟教科書內涵來達到教學成效。 

2. 本學期高中優質化，除延續上學期相關閱讀理解之課程融入(附件 1)，新增｢

湧泉世界的生存遊戲｣水人文活動計畫(林煌富師)，需要各子計畫負責老師

的配合執行，並參加每月定期計畫會議，以利活動推展。 

3. 『認識陸興』招生宣導區域負責聯絡學校檢核表請參閱(附件 2) 

4. 教師命題部分請注意難易分配及比例原則，各科請於教學研討會研議共識。 

5. 重大議題融入教學仍須持續進行，相關教案教學成果照片於課程施行結束後

e-mail至教學組，以利後續彙整。 

6. 學生學習歷程檔案為本學期重點抽查項目，請各位老師督促學生並於表定時

間繳回抽查。 

7. 請同仁定期更新個人教學部落格。 

8. 108 課綱實施在即，請各科落實召開教學研討會及共同備課，以利新課程之

產出。 

 

教學組 

1.本學期各科每週教學研討會(共同備課)時段同上學期，擴大教學研討會實施日

程如下： 

(1)第一次：2/1。 

(2)第二次：4/9~13。 

(3)第三次：5/14~5/18。 

2.本學期國英文抽背實施日期如下： 

(1)第一次：3/19~3/2。 

(2)第二次：4/30~5/4。 

(3)第三次：6/19~6/22 

3.本學期作業、學生學習歷程檔案、教師教學檔案抽查訂於三次段考後一周舉行，

請各科老師確實批閱及督導。 

4.教務處推行相關活動，請老師協助配合。例如：晨間英聽、閱讀。 

5.各班學生如有參加校外各項學藝競賽，請老師事先知會教務處，如學生有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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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良名次，也請導師先行支會教學組，以利於安排週會表揚。 

6.請導師及專兼任教師每日抽空至教務處資料櫃巡看資料。 

7.各班在教室上課、考試期間前、後門不要上鎖，並請把窗帘拉開。 

8.任課教師公、事、病假課務排調(代)規定如下： 

(1)公假由教學組統一排調(代)課。 

(2)當日事、病假由教學組統一排調(代)課。 

(3)其他事、病假請於呈假單前由請假老師自行商請調課老師同意，於假單簽

名後送至教學組登記簽章。 

(4)當日因病假或臨時事假無法到校上課，除依規定向人事室報備之外，有課

的老師也請務必告知教學組(電話：7225837 #111)、手機（0973007517）。 

9.請勿私下調、代課，如有調、代課必要，請務必事前會知教學組。 

10.有關教室日誌記錄及繳交如實施辦法，請導師叮嚀各班學藝股長確實遵守，

也請任課老師務必簽名，以免造成學藝股長困擾。 

11.教務處各項計畫或須執行事務，請老師注意規定行程，以利於後續工作事項

推動。 

12.其餘相關訊息事項，隨時以公告及校內公佈欄通知。 

13.上學期夜假輔學生出缺席偏低狀況表如下，請參閱：  

14.106-1教師特殊狀況說明單統計 

 

註冊組 

(一)補助款說明 

1.請各班導師收取 107年低收及中低收證明正本，請於 2/21日繳交至教務處

註冊組。 

國中部：國一、二 具有低收證明身分者、國三低收及中低收證明身分者，

或欲申請身心障礙子女補助之證明文件(影本)。 

高中部：各班具有低收及中低收身分、欲申請身心障礙子女補助之證明文

件(影本)。 

(二)升學相關說明 

1. 2/21(三)發放校內「繁星志願表」(含放棄切結書)、大學個人申請(及科

大申請)報名表。 

2. 2/23(五)，寄發學科能力測驗成績通知單。 

3. 2/27(二)第一階段繁星志願表收回(在校前 1%~20%)、3/2第二階段繁星志

願表收回(在校前 21%~50%)。 

4. 3/15~3/17 屏東區 107年國中會考報名。 

5. 5/19~5/20國中教育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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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6/6(三)國中部免試直升入學校內報名截止。 

7. 6/8(五)寄發國中教育會考成績單並開放網路查詢。 

8. 6/20~6/27屏東區免試入學志願選填。 

(三)成績處理相關說明 

1. 煩請高國中任課老師依表定時間上網登入成績，謝謝您的配合。 

a. 4/8前繳交第一次段考成績。 

b. 5/14前繳交第二次段考暨高國三學期成績(含國三學習文字描述及努力

程度)。 

c. 7/3 前繳交第三次段考成績暨高中學期成績(含國一二學習文字描述、

努力程度)。 

2. 國中部網址：http://sfs.ptc.edu.tw， 

高中部網址：http://163.24.159.27/scoresch/。 

(四)認識陸興相關時程 

3/12(一)個別報名、電話報名、傳真報名、網路報名截止。 

3/12~16發送准考證。郵寄統一於 3/12寄發，其他請現場領證。 

3/17(六)認識陸興活動(可現場報名)。 

3/19(一)公布考題及答案。 

3/23(五)公布認識陸興績優名單。 

3/26(一)開始寄發成績單。 

(五)本學期高二編班有微幅調整，請高二導師注意班級名單。 

 

圖書館 

1. 圖書室閱讀區近期已安裝冷氣空調並增加座位，計劃新購置書籍已上架，作業

電腦並已於寒假期間更新完成。 

2. 圖書館於本學期 2/26(一)中午起開放館內書籍借閱及相關業務，請導師們鼓

勵學生善加利用閱讀環境，並參加中學生閱讀心得比賽等相關活動。 

3. 統計上學期 9/15~1/22圖書借閱累積表如下，請參閱。 

◎學務處 

主任 

1.106-2導師表如下。 

2.106-2宿舍新增活動項目如下： 

(1)卡拉 ok室： 

   無晚輔：每週三晚上 5：30-7：00開放 

   有晚輔：每週三晚上 8：00-8：30開放 

(2)桌球桌： 

http://163.24.159.27/scores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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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晚輔：每日晚上 5：30-6：30開放 

   有晚輔：每日晚上 8：00-8：30開放 

(3)籃球場： 

   無晚輔：每日晚上 5：30-6：30開放 

   有晚輔：每日晚上 8：00-8：30開放 

(4)三次段考後慶生活動 

(5)5月卡片傳情活動(母親節) 

(6)性平教育宣導活動 

(7)與師長有約 

3.106-2將辦理均質化 106-5-2大展身手（大手攜小手）課程活動。 

4.106-2於段考後將規劃全校健走活動。 

5.請導師請假完畢務必將第三聯繳交至學務處，以便處理代導費事宜，謝謝。 

6.106學年度第二學期樂活操延至 3/17任事陸興活動結束後，再行實施。 

 

訓育組 

1.請高國三各班推舉 3-5位製作畢冊學生，名單、第一次校稿請於 107.3.05(一)

繳交。 

2.106-2請各班確實按照班會議題實施班會。(議題如附件 3) 

3.模範生選舉辦法及推薦表，請於 107.3.01(四)前連同照片繳交(附件 4、5)。 

4.請高國三各班開始製作畢業影片及畢業感言。 

5.請高中部導師叮嚀學生，如本學期需申請就學貸款，請「勿」直接到台灣銀

行，務必先到學務處訓育組辦理。 

6.106-2學期相關簿本於開學日發放。 

7.106-1學期各簿本繳交情形：(更正) 

 

體衛組 

1.下學期每週會有一次校際友誼賽。（長治國中、瑪家國中、阿蓮國中、鳳西國

中、來義高中、新豐高中、屏東科技大學、屏東大學）。 

2.每週會有一次國中、小部足球隊招生宣導活動（長治國中、瑪家國中、獅子

國中、里港國中、林邊國中、阿蓮國中、鳳西國中、台中雙十國中、內獅國

小、丹路國小、僑德國小）。基本以高三球員為主，其他球員下午正常訓練由

譚汶琳負責指導。 

3.班級外掃區域延續上學期不做變動，煩請各班導師協助督促各班打掃情形，

環境打掃時間中午 12：10-12：25 下午 16：00-16：15，上午請派同學巡視

外掃區域有無垃圾，打掃及用餐時間嚴禁打球，請導師協助督導。 

4.登革熱、流感疫情持續延燒，希望各班導師能特別注意及叮嚀班上學生在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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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習慣及出入公共場所時要特別注意個人安全及身體狀況。如有疑似病情發

生，經醫生診斷確定後，請老師協助通報學校(教官及體衛組)，以利於學校

適時通報。 

5.高屏地區空氣汙染嚴重,師生於室內上課時，適度關閉門窗，減少暴露於不良

品質之空氣中，一般師生如果有不適，如眼痛，咳嗽或喉嚨痛等，並適時配

戴口罩防護，敏感性族群師生，應特別注意個人健康自主管理，避免體力消

耗，特別是減少戶外活動，並配戴口罩防護。 

 

生輔組 

1、請任課老師落實上課點名工作，並於點名表上簽名以利學務處掌握學生出缺

席狀況。學生未到校聯絡紀錄表，請導師管制於第一節下課前完成登記，簽

名後風紀股長送回學務處。並聯絡家長，以盡告知責任。 

2、導師請加強關懷學生在校生活、學習情形，班上如有發現偏差行為仍無改善

學生，通知學務處協助加強輔教。 

3、強調鐘聲守時觀念，要求學生鐘聲響後立即進入教室，無論上下課時間嚴禁

大聲喧嘩、歌唱、叫囂等，干擾學校安寧秩序依獎懲規定輔教。 

4、2月 23日(週五)實施第 6節辦理幹部訓練，敬請相關處室組長準備事宜。 

5、請各班導師持續要求，嚴禁學生私自訂購外食、飲料，需要團體訂購得經導

師同意並先至學務處完成登記。(一個學期可 2次外訂) 

6、請針對班上家庭經濟狀況不佳同學主動關心，並通知生輔組，於時限辦理學

產基金慰助或社會福利機構救助。 

7、2/21至 3/5期間各班可擇一主題(反黑.反毒.反霸凌,三選一或二)或融入三

項主題實施〝海報創作〞比賽，紙張規格為全開的壁報紙，請各班最多三位

學生參賽(共同創作)各班至少完成一件作品。高中部與國中部各取前三名，

徵選第一名小功兩次、第二名小功乙次、第三名嘉獎兩次，每人頒發獎狀一

桢。請導師協助鼓勵參與。若某作品超過四人(含)以上創作則另行敘獎，且

不頒發獎狀。 

8、2/21 至 3/5 期間，全校學生可依前項三項主題(反黑.反毒.反霸凌,三選一

或二)製作〝創意宣傳單〞(A4 紙) ，製作為個人(一人)製作非集體創作，

高、國中各取前三名，第一名小功兩次、第二名小功乙次、第三名嘉獎兩次，

佳作五名嘉獎一次。 

 

◎輔導室 

一、2/21(三)召開第二學期期初生涯發展委員會議，還請各科領域老師將相關

議題融入教學，並請填寫融入教學的教案和拍照教學過程。 

二、2/21(三)~2/22(四)是特教生適性安置網路報名最後時間，還請國三導師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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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特教學生。 

三、2/21(三) ~2/27(二)高國中部學生填寫 A卡資料並將異動資料彙整。 

四、2/26(一)、2/27(二)8:00~12:00邀請大學入班對高三生宣導。 

五、2/27(二)13:10~15:00 邀請南華大學講師來校指導高三升學輔導講座「第

二階段備審資料準備、面試技巧」 

六、3/6(二) 10:00~11:30 將辦理(學生場)國三畢業生適性入學宣導說明會，

屆時請國三生及任課老師隨班聆聽講座。 

七、3/9(五) 18:30~20:00 將辦理(家長場)國三畢業生適性入學宣導說明會，

屆時邀請國三生及學生家長到校聽講。 

八、3/26(一)高國三填報畢業升學調查基本資料表。 

◎總務處 

一、106-2 註冊繳費單（第三聯學校聯）請各班導師於 2/21（三）11:00 前全

班收齊後，按照班級座號排列繳至總務處出納組。 

二、106-2 第 1 期校車（1/25～4/30）學生車票已於上學期末前完成購票，並

已發給學生車票，搭乘校車必須持車票搭車，請於上車前準備車票並主動

拿給司機驗票，當期車票僅限當期使用，逾期無法搭車。上學請依時刻表

提早 5分鐘到車站等車，放學亦在同一車站下車。請導師協助轉學生搭校

車及購票事宜。 

三、為節約能源及愛惜資源，請注意隨手關燈並節約用水，辦公室、教室、專

業教室及廁所無人時請關燈，使用廁所時請自行開燈，使用後請隨手關燈。 

◎人事室 

一、上班作息 

（1）導師：07:20上班、17:15下班。 

（2）專任教師及行政同仁：07:30上班、17:15下班。 

二、請所有專任教職同仁上、下班確實打卡，若總務處關門無法打卡，請記錄

於總務處門口之出勤臨時紀錄。 

三、請假單：請所有專任教師請假時，先會簽教務處、學務處及人事室後再呈

校長簽核。請假簽准後請務必將第一聯交至人事室、第二聯交至教務處、

第三聯導師交至學務處（專任＆行政：自存），始完成請假手續。 

肆、臨時動議 

學生學習歷程檔案建置作業補充規定/教務處 

伍、主席結論 

陸、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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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各項計畫說明： 

子計畫 A 107課程總體發展計畫 

子計畫 B 教師課程協作與教學增能計畫 

子計畫 C 107課綱核心小組專業增能計畫 

子計畫 D 
學校特色 

「相信閱讀經典三十計畫」、「屏東水人文探索」計畫 

 

＊各子計畫負責人 

A-2-2數理類閱讀理解 ＊負責教師：邵文賢、陳文田 

A-2-4國際公民與英文素養 ＊負責教師：簡大為、蘇丹卿 

A-2-5在地綜觀(湧泉探索) ＊負責教師：林煌富 

A-2-8 探索海洋生物的內在美 ＊負責教師： 歐武雄 

 

B-2 閱讀理解課程研創之教師社群計

畫 

＊負責教師：簡大為、邵文賢、陳丁賢 

B-3 屏東水人文課程增能之跨科教師

社群計畫 

＊負責教師：林煌富 

B-4探索海洋生物的內在美活動計畫 ＊負責教師：歐武雄 

B-5世界時事地理課程研創計畫 ＊負責教師：李政龍 

B-6運動與休閒教學增能子計畫 ＊負責教師：林惠群、蔡幸宜 

 

C-107課綱核心小組計畫 ＊負責教師：韓仰芝 

D-1閱讀理解經典三十活動計畫 ＊負責教師：朱庭震 

D-2『湧泉世界的生存遊戲』水人文高

中課程計畫 

＊負責教師：林煌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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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屏東縣陸興高級中學 106 學年度第二學期班週會課

程進度表 

週次 討      論      題      綱 備  註 

一 寒假注意事項宣導  

二 友善校園週:如何做到關懷、平等、安全、尊重、友善  

三 民主制度模範生選舉  

四 品德教育的重要性及養成。  

五 情緒管理學習  

六 交通安全-行的安全我最行  

七 性別平等-性別刻板印象、迷思，如何避免  

八 食在健康-添加物及外食風險  

九 尊重智慧財產-網路倫理  

十 網路(手機)遊戲的風險及如何避免  

十一 如何尊重青春期不同性別者的身心發展與差異及實際作為  

十二 關懷台灣長輩、體貼未來自己-長照服務對象及項目  

十三 杜絕網路霸凌從妳我做起   

十四 吸菸的危害及如何改善  

十五 自我探索-自我控制的學習及負面情緒的抒解  

十六 安全上網與避免網路成癮  

十七 認識自我、尊重他人  

十八 水域安全相關議題宣導  

十九 如何建立良好的師生、家人溝通管道  

二十 暑假安全事項宣導  

附註 

一、上述題綱僅供參考。  

二、每次班會應有詳實紀錄，請導師核閱後送到學務處。 

三、班會活動非經學務處通知請勿隨便變更活動內容，應避免挪作它

用。 

四、班會的工作報告，應傳達學校交付事項，共同遵守。 

 

  

https://www.unitedway.org.tw/Donate.aspx?SNo=26&rid=58794820-BC57-4183-9DA3-DBE0CE708131&f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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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陸興高中 106學年度品德模範生選舉辦法 
一、目的：為增進學生對民主生活之體認，鼓勵學生對五育楷模之追求，進而

蔚為風氣樹立優良校風。 

二、模範生候選資格： 

本校高、國中部一、二年級學生合於下列項標準者，皆有被推薦為候選人

資格： 

甲：在校期間不得有小過（含）以上之行政處分者。 

乙：有下列事項之一者： 

１、曾代表學校參加競賽獲得佳績者。 

２、擔任班級幹部或社團幹部，認真負責者。 

３、愛護學校、友愛同學，熱心服務足堪模範者。 

三、選舉程序： 

１、各班導師推薦候選人一名，於 3月 01日〈四〉前連同二吋大頭照及生

活照共兩張送訓育組。 

    ２、3月 02日審核各班候選人資格，公佈候選名單，並公開抽籤決定競選

號次。 

３、3月 12日週會時間辦理候選人公開自我介紹。 

４、3月 12日至 3月 15日為競選活動期間，但嚴格禁止影響正常作息，

並可於公佈地點張貼宣傳海報，惟張貼前需經訓育組審核。 

５、3月 16日〈週五〉下午 6、7節時間進行投票，投票完成後隨即進行

開票並公告當選名單。 

６、3月 19日頒發當選證書。 

四、模範生選舉名額： 

１、國中部三名。 

２、高中部三名。 

五、投票方式： 

採無記名方式投票，每人最多圈選二人〈超額者為廢票〉。 

六、競選活動注意事項： 

１、候選人可製作海報張貼於佈告欄，並可到各班拉票〈海報須於 3 月 19

日前自行拆除〉 

２、各候選人及助選人須注意良好的風度，不可用暴力或漫罵、歪曲事實

致使他方蒙受精神困苦，彼此不愉快。 

３、選舉結果，選舉人得以正常方式進行謝票活動。 

七、凡獲選者，得代表學校接受表揚。 

八、本辦法呈校長核准後實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