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南市麻豆區紀安國民小學 109學年度上學期期初校務會議 

 

時間：中華民國 109年 9月 2日  下午 13：30 

地點：辦公室 

主席：林銘山校長 

紀錄：萬晴 

出席人員：（見簽到表） 

壹、報告出席人數:應出席：18人   實際出席：18人  缺席:0人 

貳、主席宣布開會 

參、校務工作報告 

●教導處報告 

 

1.行事曆說明 

2.教師週三進修內容說明 

3.新課綱課程計畫撰寫說明。 

4.本學習重點工作及活動報告 

5.品德教育集點卡(榮譽卡)實施說明 

6.課程評鑑說明 

7.因材網運用 

8.各班教師教師手冊中，出缺席應確實填寫。 

9.柚花飄香、班親會、配合疫情控制暫以停集會方式改以家庭聯絡簿方式傳達 

10.12/5(六)辦理小型運動會暨慶祝母親節活動。 

11.校外人士協助教學及活動要點討論及決議 

四、網管報告 

1.網路密碼的安全設定說明。 

2.資安、網路安全說明。 

3.電腦教室使用說明。 

4.雷雕機使用說明。 

5.數位教室使用說明。 

6.試卷表件印出請注意保密。 

 

 

 

 



●教務組報告 

一、課程計畫：  

     (一) 請學校老師依課程計畫進行教學。 

     (二) 期初親師座談時務必向家長公告評量辦法。 

     (三) 本學期因調整放假而要補上課日期：10/2(五)調整放假， 

          9/26(六)補上課。上課天數 99天。 

     (四) 第一、二次學生學習評量：11/05-11/06、01/12-01/13 

二、教學與測驗： 

（一） 課表：請老師依課表上課，勿任意更動。 

（二） 本學期各項測驗：識字量線上測驗 8月 31日(星期一)至年 10月 8日(星期四)

止、學習扶助成長測驗配合國教署公告。 

三、學習扶助教學： 

（一） 本學期持續開辦，感謝各年級教師鼎力支持。 

（二） 請老師關懷應入班而未入班生之學習狀況，並落實課中扶助。 

（三） 推動因材網教學導入工作，掌握學生學習成效。 

四、系統操作：   

（一） 學籍系統：請老師排定座號，進行資料更新。 

（二） 輔導系統：請老師詳實進行學生身分註記。 

（三） 成績系統：請老師落實多元評量精神，公正評斷學生成績。 

五、課後學習課程： 

（一） 本學年持續開辦課後課程，請老師確實了解學生參與課程情形。 

（二） 對於相關課程有任何建議皆可與教務組聯繫。 

六、特殊教育： 

（一） 請老師熟悉各項鑑定安置提報流程，並落實第一線輔導工作。 

（二） 請老師配合特教巡輔老師到校時間，進行學生相關輔導工作。 

七、行事曆說明： 

    (一)課發會設置要點。 

    (二)重要教育議題課程成果繳交工作分配表。 

    (三)學生作業檢閱辦法。 

    (四)課後學習一覽表。 

    (五)學藝競賽實施計畫。 

尚有許多業務與工作未能一一列出，希望同仁能配合這一學期的行事規劃，謝謝大家。 

●網管報告 



一、目前 CPU成是存在漏洞問題，學校端掌握最近更新進度將會跟同仁報告。 

二、本學期校內資訊教育和臺南應用科大合作，結合架站技巧、資訊安全及網路禮儀

教學。 

三、鼓勵學生結合運動手環填寫體適能護照。 

 

●學務組報告 

一、校園安全重視：請老師協助多留意學生下課時遊戲情形或其他意外情況發生，尤

其是小朋友禮堂不跑步之規定必須嚴格實施。 

二、資源回收時間：資源回收時間為星期一的中午 12:40分，地點為禮堂，請各班老

師能多加注意學生丟垃圾的習慣，若有分類錯誤，請學生撿回再行分類。 

三、掃地用具各班若有多餘或不足之情事請隨時反應，掃地區域的範圍請再確認，並

請確實留意掃具歸位。 

四、導護工作: 請各位導師要記住自己站導護的時間，若有更換週次或時間，請務必

告學務組:站導護期間請落實導護工作，加強校園安全。 

五、體適能與食育計畫:各班於 9月中將發下健康護照，每週需檢視一次，並於學年結

束後呈報表現優秀的學生。 

六、性平教案宣導：請各班老師加強宣導並注意學生平日身心狀態，屆時需要完成一

節課之宣導、填寫學習單及篩選表（待文來進行）。 

七、水域安全及電子煙納入校規討論。 

八、正向管教、性平、霸凌、學生自傷事件若已知悉請往上通報，此為法定 24小時需

通報事件。 

九、選出服裝儀容委員會成員及訂定本校學生服裝儀容規定 

十、各項宣導:9/8(二)下午 1:30-2:30藥物濫用宣導，10/24(六)上午 9:00-11:30性

別平等宣導-家長場。 

十一、 10月高年級校園生活問卷、社會關係問卷調查及人權問卷施測前，請施測教師

告知學生以嚴肅態度據實填寫。 

十二、 田徑賽 9/15-17進行，已於每日 10：00-10：30及午休時間進行練習。 

十三、舞獅團隊 9/15(二)下午開始練習，10/5（一）早上紀安活動中心謝土表演。 

 

●保健室報告 

一、重要行事報告（P54） 

二、平安保險費為 175元，由國泰保險公司得標。低收入學生不繳交，且 500元以下

之醫療行為無法申請平安保險補助，如有家長詢問請洽保健室。 



●總務處報告 

一、業務報告： 

（一）感謝各位同仁對總務處工作的支持與協助。 

（二）本學期新校舍啟用第二個學期，各項設施使用若有任何狀況請跟總務處反

應。然後請大家盡量節約用水用電，避免學校水電用量超標。 

（三）本期的各項掃具、文具，歡迎各位導師領用，若有添購需求也歡迎大家跟

總務處反應，請大家多配合維護和節約使用。 

（四）本學期將進行禮堂補強工程，7月底通過審查，8月底一次流標， 9/4第二

次開標，若順利決標大約 9月中會開始動工，加上武漢肺炎疫情影響，本學

期禮堂及各室內空間不外借，若有社區人士或單位機構欲借用請協助轉知。 

（五）全校防災演練訂於 9/15辦理，請導師通知學生備好防震頭套。 

（六）因應武漢肺炎疫情影響，請各位同仁配合警衛先生在入校時測量額溫，家

長若有需求入校，需要實名制登記，也請叮囑學生及家長知悉。 

（七）三聯單扣款 9/15，請各班導師記下，弱勢學生午餐補助：如有中低收入戶

身份才可以不用收，導師認定申請的需要等教育局審核通過才能確認是否補

助，因此需要先扣款，待通過後退款。（午餐收退費說明在行事曆） 

（八）家長委員圈選單已經發下，請導師幫我核對家長及學生對照，若有變動或

是需更換代表名，可直接修改在上面。 

（九）體育服裝訂購單已發下，請各班老師協助分單。訂購會在學生健康檢查之

後，以便廠商抓學生尺寸，如果有需要單購衣服或褲子，請在訂單上註明。 

（十）本校附設幼兒園預計在 9月中完成並裝設，驗收合格後正式啟用。國小部

遊樂場申請審核中，預計在今年設計規劃，明年施作完成。 

 
 

肆、提案討論： 

一、校外人士協助教學及活動要點討論及決議 

結果:同意者:16人   無意見:2人    決議:通過 

二、紀安國民小學 108學年度行事曆審核修訂 



 結果:同意者:17人   無意見:1人    決議: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三、紀安國民小學 109學年度健康促進計畫審核修訂 

 結果:同意者:17人   無意見:1人    決議: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伍、臨時動議：無 

陸、主席結論： 

一、甫剛接手紀安校長一職，希望和大家一起翻轉紀安的教學，期待紀安能帶給學

生更好更優質的學習環境。 

二、學生閱讀關係到學力檢測及語文作文能力，麻煩老師給孩子閱讀方面的勉勵，

學校圖書館預計這學期啟用，將安排週三時間讓全校老師門一同前往整理。 

三、如有家長詢問遊樂場，耐心解釋配合市府 SGS檢查為不合格老舊遊具，為了學

生使用安全進行拆除重建，附設幼兒園的遊樂場將在 9月底建造完成，國小部申請

審核中，預計將在明年 3月施作。 

四、禮堂這學期因應補強工程施作中，校內盡量減少在禮堂活動，到時候也煩請大

家一起注意維護學生活動安全。 

五、本學期排定週四下午全校導師不排課時間，請各位老師一同來進行專業對話，

為全校教學一同努力。 

六、家長委員的擔任意願，也請各班導師在家訪時進行觀察和邀請，若有適合人選



請積極鼓勵他擔任委員，參與學校事務。 

七、本校今年的小型學校校務發展經費申請（上限 26萬），經過學校同仁討論：決

定用於補貼學校課後輔導及校本特色社團經費為主。 

柒、本次校務會議紀錄會各處室、業管人員簽核，並經校長核定後決行。 

 

  

捌、散會  時間 15：05 

 

 



 



臺南市麻豆區紀安國民小學 109學年度下學期期初校務會議 

 

時間：中華民國 110年 2月 24日  下午 13：30 

地點：辦公室 

主席：林銘山校長 

紀錄：萬晴 

出席人員：（見簽到表） 

壹、報告出席人數:應出席：18人   實際出席：18人  缺席:0人 

貳、主席宣布開會 

參、校務工作報告 

●教導處報告 

 

1.行事曆說明 

2.教師週三進修內容說明 

3.新課綱課程計畫撰寫說明。 

4.本學習重點工作及活動報告 

5.品德教育集點卡(榮譽卡)實施說明 

6.課程評鑑說明 

7.因材網運用 

8.各班教師教師手冊中，出缺席應確實填寫。 

9.柚花飄香、班親會、配合疫情控制暫以停集會方式改以家庭聯絡簿方式傳達 

10.5/2(六)辦理小型運動會暨慶祝母親節活動。 

 

四、網管報告 

1.網路密碼的安全設定說明。 

2.資安、網路安全說明。 

3.電腦教室使用說明。 

4.雷雕機使用說明。 

5.數位教室使用說明。 

6.試卷表件印出請注意保密。 

 

 

●教務組報告 

一、課程計畫：  



     (一) 請學校老師依課程計畫進行教學。 

     (二) 期初親師座談時務必向家長公告評量辦法。 

     (三) 第一、二次學生學習評量：04/20-04/21、06/14-06/15 

      

二、教學與測驗： 

（一） 課表：請老師依課表上課，勿任意更動。 

（二） 本學期各項測驗：識字量線上測驗、學習扶助成長測驗配合國教署公告。 

三、學習扶助教學： 

（一） 本學期持續開辦，感謝各年級教師鼎力支持。 

（二） 請老師關懷應入班而未入班生之學習狀況，並落實課中扶助。 

（三） 推動因材網教學導入工作，掌握學生學習成效。 

四、系統操作：   

（一） 學籍系統：請老師排定座號，進行資料更新。 

（二） 輔導系統：請老師詳實進行學生身分註記。 

（三） 成績系統：請老師落實多元評量精神，公正評斷學生成績。 

五、課後學習課程： 

（一） 本學年持續開辦課後課程，請老師確實了解學生參與課程情形。 

（二） 對於相關課程有任何建議皆可與教務組聯繫。 

六、特殊教育： 

（一） 請老師熟悉各項鑑定安置提報流程，並落實第一線輔導工作。 

（二） 請老師配合特教巡輔老師到校時間，進行學生相關輔導工作。 

七、行事曆說明： 

    (一)課發會設置要點。 

    (二)重要教育議題課程成果繳交工作分配表。 

    (三)學生作業檢閱辦法。 

    (四)課後學習一覽表。 

    (五)學藝競賽實施計畫。 

尚有許多業務與工作未能一一列出，希望同仁能配合這一學期的行事規劃，謝謝大家。 

●網管報告 

一、目前 CPU成是存在漏洞問題，學校端掌握最近更新進度將會跟同仁報告。 

二、本學期校內資訊教育和臺南應用科大合作，結合架站技巧、資訊安全及網路禮儀

教學。 

三、鼓勵學生結合運動手環填寫體適能護照。 



 

●學務組報告 

一、校園安全重視：請老師協助多留意學生下課時遊戲情形或其他意外情況發生，尤

其是小朋友禮堂不跑步之規定必須嚴格實施。 

二、資源回收時間：資源回收時間為星期一的中午 12:40分，地點為禮堂，請各班老

師能多加注意學生丟垃圾的習慣，若有分類錯誤，請學生撿回再行分類。 

三、掃地用具各班若有多餘或不足之情事請隨時反應，掃地區域的範圍請再確認，並

請確實留意掃具歸位。 

四、導護工作: 請各位導師要記住自己站導護的時間，若有更換週次或時間，請務必

告學務組:站導護期間請落實導護工作，加強校園安全。 

五、體適能與食育計畫:各班於 9月中將發下健康護照，每週需檢視一次，並於學年結

束後呈報表現優秀的學生。 

六、性平教案宣導：請各班老師加強宣導並注意學生平日身心狀態，屆時需要完成一

節課之宣導、填寫學習單及篩選表（待文來進行）。 

七、水域安全及電子煙納入校規討論。 

八、正向管教、性平、霸凌、學生自傷事件若已知悉請往上通報，此為法定 24小時需

通報事件。 

九、選出服裝儀容委員會成員及訂定本校學生服裝儀容規定 

十、母親節慶祝暨學生成果發表會排定於 4/30日。 

 

●總務處報告 

一、業務報告： 

（一）感謝各位同仁對總務處工作的支持與協助。 

（二）本學期新校舍啟用第三個學期，各項設施使用若有任何狀況請跟總務處反

應。然後請大家盡量節約用水用電，避免學校水電用量超標。 

（三）本期的各項掃具、文具，歡迎各位導師領用，若有添購需求也歡迎大家跟

總務處反應，請大家多配合維護和節約使用。 

（四）本學期將進行禮堂補強工程，預計 3月會完工，驗收完成後啟用可讓師生

使用，但因武漢肺炎疫情影響，本學期禮堂及各室內空間不外借，若有社區

人士或單位機構欲借用請協助轉知。 

（五）全校防災演練訂於 3/12辦理，請導師通知學生備好防震頭套。 

（六）因應武漢肺炎疫情影響，請各位同仁配合警衛先生在入校時測量額溫，家



長若有需求入校，需要實名制登記，也請叮囑學生及家長知悉。 

（七）學生午餐補助：如有中低收入戶身份才可以不用收，導師認定申請的需要

等教育局審核通過才能確認是否補助，因此需要先扣款，待通過後退款。（午

餐收退費說明在行事曆） 

（八）本校國小遊樂園預計在 4月完成決標並裝設，驗收合格後正式啟用。 

 
 

肆、提案討論：無 

伍、臨時動議：無 

陸、本次校務會議紀錄會各處室、業管人員簽核，並經校長核定後決行。 

 

柒、散會  時間 15：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