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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陸興高級中學 104學年度第 1學期 

期初校務會議 
 

 

會議時間 104年 8月 27日(星期四)上午 10:30~11:30 

會議地點 視聽教室 

主持人 許清和 校長 

出席人員 詳如簽到單 

會議議程 

壹、 主席致詞 

貳、 家長會長致詞 

參、 各處室業務報告及提案討論 

肆、 臨時動議 

伍、 主席結論 

陸、 散會 

 

 



2 

屏東縣陸興高級中學 104學年度第 1學期期初校務會議 

壹、主席致詞 

 

貳、家長會長致詞 

 

參、各處室業務報告及提案討論 

◎教務處 

主任 

一、請全體同仁協助本學期精進優質及均質化計畫工作推動，強化教學研討會功能，發展各

科特色社群，並進行共同備課。 

二、本學期精進優質及均質化定期會議時間為星期五第 4 節，相關會議出席人員課程時間已

空出。 

三、因應國中教學正常化訪視，本學期教師授課科目（本科及配課）請務必依照『配課』課

程內涵填寫教學進度表。 

四、高中班級已經進行微調，請有調動名單的班級（新編入）與學生聯繫。 

五、本學期國二英文實施分組教學，其餘各科皆原班教學，學期中將評估教學效能。 

六、關於高中課綱微調事宜，請參閱公文附件（1） 

七、專、兼任教師注意事項請參閱附件（2） 

八、上學期『未』繳交教師教學檔案：曾煒恩、倪佩瑛、梁心怡、王琇瑛、陳文賢。本學期

將於第一次段考後發回更新，以備訪視、專家諮詢時呈現。 

九、國中教學正常化法定課程實施表如附件（3），請教師照表執行；其他主題融入教學請各

科於研討會擬訂相關事宜。 

十、大學多元入學方案宣導：自 107學年度開始，學測範圍英文、國文將增至第五學期。 

十一、請同仁定期更新個人教學部落格。 

教學組 

一、屏東區語文競賽複賽將於 9/19~9/20實施，本校參賽名單如附件（4）。 

二、國教署為辦理國中教育會考試題預試工作，將以各校高中職一年級為對象，每班隨機抽

取若干學生為樣本，抽測所需時間約 3 小時，施測時間自 104 年 9 月 1 日起至 105 年 6

月 30日止。測驗日期於測驗前 2週以電話通知。 

三、長照服務教育已列入屏東縣法定課程，請國中任課健體及綜合老師，將老人疾病、老人

營養等長照服務融入課程。 

四、為提高試卷印製之效率，本學期起如有試卷命題遲交，將以催繳單通知單相關命題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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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組 

一、補助款說明 

（1）國中導師，請協助確認班上學生是否具有特殊身分（原住民住宿生、低收入戶子女、

身心障礙學生與人士子女、軍公教遺族與傷殘榮軍子女），確實填寫特殊身分調查表

及爾後發放之申請書。 

（2）高中部一般學生補助金額 

※ 高三年級：家戶年所得 148萬以上：5000元 

             家戶年所得 148萬以下：16560元 

※ 高一、二年級：家戶年所得 148萬以上：5000 元 

                 家戶年所得 148萬以下：22800元 

（3）高三年級皆適用「私立高中職齊一公私立學費補助」、高一、二年級。請導師務必宣

導，對查調結果有疑義者，需自行檢附 102或 103 年度財稅調查資料。 

（4）班導師請注意特殊身分學生的學雜費補助，一旦有誤差容易造成家長對學校誤解；

希望導師能了解各項的補助的內容，避免發生問題。 

（5）導師要確實掌握班級辦理補助的名單及資料收集，資料請導師要做第一步的篩檢，

請老師多多幫忙。 

二、升學相關說明 

（1）國高三會有很多簡章或者報名的動作，請導師幫忙催學生應繳交的資料，了解學生

報名的進度與狀況，收齊後再一起繳交至註冊組。 

（2）建議高三導師可預收 1000～2000元的報名費(學測、英聽、簡章)，以加速各項作業。 

（3）高三各班導師請注意各班學生的畢業學分： 

1.每學年學業總平均成績及格(三個學年都要及格)。 

2.學科累計學分數達 160學分以上(必修:120、選修：40)。 

3.德行評量之獎懲紀錄相抵後未滿三大過者。 

（4）英聽測驗:第一次: 104/10/24、報名:9/9~9/16、校內作業:9/2~9/8。 

     第二次: 104/12/12、報名:11/6~11/12、校內作業:11/6~11/10。 

（5）105大學學力測驗：105/01/22~01/23、報名:10/29~11/12、校內作業:10/22~10/28。 

三、成績處理相關說明 

（1）高國中部成績已於 103-2 學期全面系統化，請老師於段考結束後三天前自行進入系

統輸入班級段考成績，逾期未輸入系統將鎖定。 

(國中部：sfs.ptc.edu.tw；高中部：http://163.24.159.27/scoresch)。 

（2）請教師參閱『屏東縣國民中小學成績評量預警輔導補考實施原則』附件（5） 

資訊組 

一、多數教師個人教學網站已建置完成，老師應隨時維護網站資料，尚未建立教師也請盡速

建置完成，使用上有任何疑問請洽資訊組為您解答。 

二、「全國教師在職進修網」中教師個人資料請自行上網更新。 

三、103-2學年「全國教師在職進修網」校內教師研習時數統計表。 

 

http://163.24.159.27/scores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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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名稱 研習總時數 教師名稱 研習總時數 

王美娥 6 徐子秋 58 

王素芬 7.5 梁心怡 22.5 

王琇瑛 6 陳丁賢 7.5 

李政龍 5 陳瑞朋 6 

林昭吉 7 黃珠銘 11 

倪孟君 24 謝惠萍 6 

唐擎裕 3   

  總計 169.5 

圖書館 

一、圖書館開放借還書時間自 104.09.11至 105.01.08。 

二、本學期舉行一次暑假閱讀心得比賽，08/31~09/04日收件，10/2公佈名次。 

三、高中部參加中學生網站讀書心得比賽，將於 9/1至 10/31中午 12時截稿，以校內心得比

賽得獎作品為主，學生也可自行參加。 

四、個人及班級借閱比賽統計日期自 9/07起，至 12/31截止。 

五、閱讀護照集點活動自 09/07起，至 01/08截止。（新生及遺失補發開學後另行通告） 

六、本學期持續每週好書介紹，請老師協助推薦。 

◎學務處 

主任 

附件 6～15。 

訓育組 

就學貸款： 

◎本學期申請就學貸款校內截止日期為 9/4(星期三)，請高中部導師務必提醒學生至訓育

組辦理。 

教師節海報比賽： 

◎9月 25日前高國一二各班須繳交教師節海報比賽作品。 

  參賽作品規格：1.使用畫材及形式不拘。 

                2.大小為全開。 

                3.直式、橫式不拘 

教室佈置： 

◎10月 5日教室佈置評分主題： 

  高一：以性別平等教育為主題。 

  高二：以生命教育為主題。 

  國一：以海洋教育為主題。 

  國二：以環境教育為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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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才藝競賽： 

◎高國一、二年級班級才藝競賽請融入性別平等、生命教育、海洋教育、環境教育主題(各

班可任選主題)。 

◎班級才藝競賽各班表演時間約 5~8分鐘，請各班導師督促學生及早準備。   

  班級才藝競賽總決賽日期：10/16下午。 

班會： 

◎每學期班會請依每週主題討論，並記錄於班會記錄本上。各主題如附件 16。 

9/17、9/18公民訓練（隔宿露營）： 

◎請各班導師提醒未參加學生到校自習。(如需請假請於 9/7 星期一前完成，並於假單上

附上家長證明) 

社團： 

◎本學期社團全校學生皆參加。 

全國美展： 

9/18全國學生美展收件截止。 

生輔組 

一、協請請任課老師持續落實上課點名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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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導師請加強掌握學生在校生活，班上如有發現偏差行為仍無改善學生，帶由生輔組加強

輔教作為並綿密家長聯繫。 

三、本學期服儀檢查方式作下列調整：（1）服裝儀容檢查為每個月第一週之星期一全面檢查，

其餘週次由學務處抽檢，（2）該學期經抽檢全班服儀合格達三次以上，該班級每人核予

嘉獎乙次（3）服儀不合格者，扣班級當日秩序成績 

四、強調鐘聲權威，要求學生鐘聲響後立即進入教室，並要求不論上下課時間嚴禁大聲喧嘩。 

五、9月 4日(週五)實施第 6.7節辦理幹部訓練，敬請相關處室組長準備事宜。 

六、請各班導師持續要求，嚴禁學生私自訂購外食、飲料。 

七、請針對班上家庭經濟狀況不佳同學主動關心，並通知教官室，以適時辦理學產基金慰助

或社會福利機構救助。 

八、為瞭解學生生活動態研擬相關預防措施，生輔組於開學後將陸續調查同學上放學交通工

具、學生資料冊製作等資料，惠請各班導師協助（9月 2日中午前繳回生輔組）。 

九、8/31至 9/5期間為友善校園(反黑.反毒.反霸凌)宣導週，各班依主題實施〝教室佈置〞，

另外各班 3至 5名學生針對主題〝海報製作〞，高中部與國中部參與(製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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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頒發獎狀一桢。請導師協

助鼓勵參與爭取榮譽。 

十、提案：為本校學生獎懲規定更於完善，辦理本校學生獎懲規定修訂（如附件 17），請同

仁討論決議。 

體衛組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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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習慣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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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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醫師診斷確定後，

請老師協助通報學校(教官及體衛組)，以利於學校適時通報。 

二、請各班導師協助督導班級教室及環境外掃區域，打掃鐘聲結束後嚴禁傾倒垃圾，請確實

做好垃圾分類工作，並請先在教室內做好分類，以縮短倒垃圾時間。 

三、104學年班級環境外掃區域及垃圾資源回收項目時間表如附件 18及附件 19，9月 7日開

始環境整潔評分。 

四、請各班愛惜使用體育器材，如不當使用損壞，需照價賠償。 

五、上體育課班級一律著統一體育服裝，不得穿著其他服裝。 

六、打掃及用餐時間嚴禁從事運動相關活動。 

◎輔導室 

一、103學年度國三畢業學生升學調查表已完成，感謝各位導師的幫忙。 

二、請 103學年度高三畢業班導師，將高三畢業學生升學調查表完成後，電子檔寄回輔導室。 

三、學生輔導工作的進行，須靠各位老師的幫忙，才得以順利完成。 

◎總務處 

一、104-1 註冊繳費單（第三聯註冊聯）請各班導師於 8/31（一）全班收齊後，按照班級座

號排列繳至總務處出納組，國泰世華銀行於當天上午 9:00～11:30派員到校收費。 

二、104-1第 1期校車（8/31～10/30）學生車票已於暑假期間完成購票，並已發給學生車票，

搭乘校車必須持車票搭車，未持票搭車當次費用另外收取且票價較高。上學請依時刻表

提早 5分鐘到車站搭車，放學亦在同一車站下車。 

三、為節約能源請最後離開辦公室、教室、廁所時，隨手關閉電源開關（包含電燈、電風扇、

冷氣），並請愛惜水資源。 

◎人事室 

一、上班作息 

（1）導師：07:20上班、晚輔期間 17:25下班、無晚輔期間 17:15下班。 

（2）專任教師：07:50上班、17:15下班。 

（3）行政同仁：07:30上班、晚輔期間 17:25下班、無晚輔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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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本校「校務會議組織及運作要點」如附件 21。 

四、104學年度「成績考核委員會」委員選舉。 

五、104學年度「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選舉。 

肆、臨時動議 

伍、主席結論 

陸、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