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南市白河區白河國小109學年度第一學期期初校務會議紀錄 

一、時間：109 年 8 月 28 日上午 10:30 分 

二、地點：視聽教室 
三、主席：董勝雄校長 

四、出席人員：全體教職員工                          記錄：王瑀彤 

五、校長致詞： 
    同仁們大家午安，特別感謝各位行政同仁持續的辛勞與幫忙，讓學校校務 

    能順利的運作與進行，感謝教務沈主任的辛勞，同時也感謝代理教師們的 

 協助，讓這學期的導師名單能順利產生，介紹一下新到校特教班導師-王 
 家筠老師，歡迎加入白河國小的團隊，待會會後要舉辦午餐廚工座談會， 

 請相關人員與會，另外約僱營養師續請育嬰假由陳威良營養師暫時代理半 

 年，稍後的行政報告，各處室只做重點的報告，儘量節省時間。 
六、各處室報告： 

(一)學務主任： 

1、請班上有棒球隊的老師加入棒球群組 http://line.me/ti/g/mi0yvelwIU 
2、請班上有排球隊的老師加入排球群組 http://line.me/ti/g/CPRtxS4fCx 

3、烏克麗麗社團招生：本學期新開的社團，請多鼓勵學生參加。 

4、學校用健康促進經費購買牙刷組，每位師生皆有，請老師宣導牙齒保健。 
5、會後召開期初性平會議，請各相關人員留下來開會。 

6、防疫措施： 

(1)進校量體溫(額頭露出說謝謝) 。 
(2)打菜、坐車戴口罩。 

(3)師生發燒感冒，避免上班上課。 

(4)家長進出校園採實名制、戴口罩。 
7、學生每天要填出勤狀況(1-滯留中港澳、2-居家隔離、3-居家檢疫、4- 

  自主健康管理)(狀況不明，下周提醒) 。 

8、正向管教宣導，請校長宣導正像管教及禁止不當管教及體罰等(略)。 
9、安全宣導： 

  (校規)不可進人經公告之危險水域。 

  (校規)禁止教職員工生攜帶及吸食香菸或電子菸。 
10、校務會議通過： 

(1)臺南市白河國民小學生攜帶及使用行動載具規範及申請書。 

(2)臺南市白河國小校園緊急傷病處理實施辦法。 
(3)臺南市白河區白河國民小學校園安全暨門禁管理實施辦法。 

(4)白河國小學生獎懲實施辦法。 

(5)白河國小學生申訴評議組織及委員(含名單)。 
(6)109 白河國小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規定。 



(7)白河國小 109 學年度健康促進學校計畫。 

(8)109 臺南市白河區白河國民小學學生請假規則。 

11、棒球隊輔咨性平宣導：9 月 3日(星期四)⋅12:40~13:20 地點：視聽教室。 
12、各班轉學生防災頭套寶貝椅等需求，請各班導師用 line 登記 

13、活動中心接送說明： 

    放學時，學生活動中心將以交通錐圍出路隊路線，暫時渡過重建期間 
    的過渡期 

(二)生教組長： 

開學小叮嚀： 
 

項  目 備   註 

★車路隊指導老師分配表 請學年主任協調於 8/28下班前完成 

聯
絡
簿
部
分 

家庭防毒卡 倒數第 2頁，請提醒學生和家長一起完成。 

反詐騙緊急連絡卡 最後一頁，請學生撕下交給家長。 

家庭防災卡 前後各一張，後面那張 9/14前交給任主任 

白河國小學生手冊 前第 2頁，請老師帶學生研讀 

學
生
路
隊 

『路隊編排調查表』 已印妥放在班級信箱，請於 8/28 發給學生。 

9/4 下班前上 googleg 試算表填寫(請先用學

校 google 帳號登入，才能填寫) 

https://reurl.cc/bRzWkX 

全校路隊整編 9/9(三)早上 8:20 進行 

友善校園週宣導 時間：8/31 早上 8:45-9:25 

地點：中央草原 

參加對象：2-6 年級 

導護輪值表 雲端-與我共用-白小共用資料夾-導護輪值

表(或重要議題-交通安全-109) 

Line:BHES 報平安群組-記事本 

學務處 

藝文宣導繪畫比賽 

1.比賽辦法和報名表已放在班級信箱。 

2.比賽用紙將於開學後第二週分發。 

3.交件日期：9/25 前交到辦公室生教組桌上。 

交通安全 開學第二週後再公告 



 

     

 
 

(三)教務主任： 

1、本學期週三研習行事曆陸續新增於校網 Google 行事曆中，並落實社群運作 
   及共備： 

(1)跨校社群共備工作坊本學期三次英語融入在內角國小，資訊科技在仙草國 

   小 (9/16、11/11、12/30)。 
(2)國教輔導團分區諮詢服務(9/23 備課及 10/21 觀議課)(綜合活動-新泰-中 

   高年級各年級各派一位) (11/18 備課及 12/16 觀議課)(健體-新泰、藝術- 

   鹽水-健康與體育與藝術與人文授課教師)。 
(3)學年及領域共備社群運作時間(含自然、藝文領域)，共五次(9/9、10/7、 

   10/28、11/25、1/6) 本學年度深入落實各學年及領域共備，預計週三下午 

   增加安排五次，並搭配當次的主題討論及議程(本學年度的學年會議紀錄簿 
   會另行設計)。 

(4)數位學習工作坊(因材網操作及應用)，9/30 三到六年級指派一至二名參 

   加。 
(5)特教研習-認識伊比利斯講座、12/9 教師健康促進研習。 

(6)各學年共備時間從下週開始，(高一、中二、低四)，在校訂課程「品閱水 

   綠白河」每個單元前一週各學年進行備課。 
2、學習扶助通知單預計開學第一週內發下，預計第三週一 9/14 開班，三到六 

   年級周一二四五，請鼓勵目標學生參加，目標學生未能參加也麻煩協助關 

   注其課後學習狀況，也請多利用科技化評量系統進行課間的隨時補救；科 
   技化評量系統二到六年級各班級任及英語授課老師的科技化評量系統密碼 

   為 Bhes+班級內線，例如：六甲密碼為 Bhes2601，故請多利用科技化評量 

   系統進行課間的隨時補救及上限了解目標學生施策歷程與結果，下週五前 
   會完成教師帳號移轉設定。 

3、發展全校各年級及各領域素養導向教案，其中應包括各年級各三個領域素 

   養導向完整單元教案各一份（各年級須含國語數學領域和藝能領域），同時 
   完成教案共備、觀課議課等過程記錄。 

4、本學年度持續推動素養導向評量，在學習評量的試卷中國數社自英至少百 

   分之二十素養導向的試題，出題方式以有意義的生活情境，試題的內容及 
   方式應於日常課堂教學落實，本學年度加強試前審題機制及試後雙向細目 

   分析、教學反思回饋。 

5、公開授課備觀議請於開學三週內將上學期預計完成程序的老師可以先規劃 
   時間並至校網的「公開授課平台」(校網→白小共用→白河國小公開授課平 

   台)登錄規劃之個人備觀議期程，每學年 9月底與 3 月底須在教育局備查網 

   與校網公告。 

宣導影片欣賞 

友善校園週 

宣導影片欣賞 

開學第二週後再公告 



6、持續落實校內課程評鑑機制，部定領域(國英數社自)於評量週結束後進行， 

   校訂彈性於各單元主題前後分別進行，落實質性的討論過程並留下討論紀 

   錄，善用共同空堂與社群運作時間。 
7、校內有愛的書庫及共讀書箱共有兩百多箱書，請各位老師可以善用學校圖 

   書資源，培養學生閱讀的習慣，鼓勵學生多至圖書室(妙妙屋)借書，利用 

   課堂多多進行各式文本的閱讀，另臺南市政府教育局／K12 閱讀理解平台 
   (布可星球 https://read.tn.edu.tw/)。「布可星球」閱讀平台除提供遊戲 

   化界面，也規劃「星球能量」、「我的能量」、「星球佈告」、「專家導引」等 

   功能，其中「我的能量」代表使用者個人的閱讀紀錄，包括個人資料、能 
   量等級、挖掘紀錄、我的最愛、心得管理，隨著學生挖掘出「布可能量」 

   的多寡，個人的能量等級會由園丁、書生、文人逐步進化到最高等級的聖 

   人角色，共分成十級，相當具有挑戰性。另外，平台中還有連結超過 500 
   部不同領域的演講和影片，讓閱讀資源更豐富、多元。遊戲化的平台對引 

   發學生閱讀興趣、深耕學生閱讀理解能力將很有幫助，未來希望老師、家 

   長都能夠加入，透過閱讀一起「拯救」布可星球，共同提升孩子的閱讀力。 
8、綠色夥伴學校葉片填報每年級每半年 1 片，共 2 片，建議每年 5月及 10 月 

   前填報 (10 月份前兩周請各學年記得安排負責填報的夥伴記得填報) 。 

9、學校行事曆(公布校網 Google 行事曆)，請自行隨時參閱，各處室請在確認 
   各項新活動時間後，立即上網編修。 

10、109 學校行事曆如附件。 

11、校務會議通過：白河國小校外人士協助教學或活動要點 
(四)教學組長： 

1、下星期一課後班正式上課，上課名單如附件，請老師提醒學生放學後至上 

   課地點上課。 
(1)低年級：教師休息室乙，蘇秋鄉老師。 

(2)中、高年級：自然甲(四點前)，蘇敏倩老師、教師休息室乙(五點半)，蘇 

   秋鄉老師 
2、高年級社團課開始上課。 

3、109 學年度調課注意事項： 

(1) 課表下載區：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 ... 

    XpyfoaKJtEfBuPYl2MCySjZvv。 

(2)課表完成上傳區：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 ... 

   eFA8xFPHVv2xq7VVlbbyK7cRc 

4、星期一下午 2、3 節為高年級共備時間，所以請高年級老師勿更動這兩節課 
   的科任課；星期二下午 2、3節為中年級共備時間，情況同上。 

5、自然甲教室為五、六年級自然課使用的教室，如果老師想要調課，請務必 

   配合自然甲教室的課表來調課，以免衝堂；自然甲教室在星期三以及星期 



   五下午提供中、高年級課後照顧班使用，也請注意；自然乙教室為三、四 

   年級自然課使用的教室，情況同上。 

6、教育局有來文，每天第 4節課不可排體育課，所以請老師勿將體育課調至 
   第 4節上課。 

7、兩位英語老師因為午休還要指導學生英語讀劇比賽，所以兩位英語老師下 

   午第 1節課皆無排課，也請各老師互相體諒，讓兩位英語老師下午第 1 節 
   課可以喘息一下。 

8、本土語老師-林湘瀅老師本學期即將到成大進修，所以她的課表請勿調動， 

   如果真的需要調動，請用班級互換的方式來調動，空白時間不可排課；低 
   年級體育科任王家宏教練的課請也勿隨意調動，讓他的課集中上完。 

9、一到六年級除了家珍(4)、慧娟(4)、岱瑩(4)、雅慧(2)、廷如(2)、忠慈(2)， 

  其餘皆回兼 1節課，回兼的位子如果老師沒有什麼特殊需求，由教學組幫您 
  安排。 

(五)註設組長： 

(1)班級書箱請年段互換，若有遺失請告知註設組。 
(2)自然教室現已移至原桌球室，級任老師讓學生下課時可先放置課本及用具。 

(六)衛生組長： 

1、各班級所需掃具，請導師至校網登記填報。 

2、教室拖把請用扁式棉條拖把，塑膠海綿拖把用於清潔教室外面走廊及廁所。 

3、排球器材室除了放置排球外還兼掃具室，各班如需掃具請至排球器材室拿 

   取。 
4、本學期每位教職員工需有 2小時的低碳研習時數，請上校網連結線上研習。 

(七)體育組長： 

1、感謝各位老師對體育組業務的支持與協助，謝謝！ 
2、風雨廣場樓梯間設有簡易體育器材室，借用各項簡易體育請至該處登記。 

3、因應防疫期間，運動會及各項體育競賽活動改在下學期辦理。 

(八)會計主任： 
1、依據臺南市政府 109 年 3月 27 日府主會字第 1090392274B 號函、109 年 3 

   月 30 日府主會字第 1090390697B 號函及 109 年 6 月 15 日府主決字第 

   1090720081A 號函辦理，落實簡化核銷及友善報支政策，提升會計事務效 
   率，降低會計憑證存管壓力，本校相關措施： 

(1)校網會計室網頁提供經費結報常見疑義問答集、臺南市政府及所屬機關學 

   校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及相關問答集，請同仁自行上校網參閱。 
(2)依據本市教育局經費動支、核銷付款程序簡化作業，訂定本校之簡化經費 

   核銷及友善報支政策相關作業。 

★不違反採購法 14 條及其細則 13 條分批(別)採購規定原則，且符合預算用途 
  和額度，採購金額 6千元以下者，免除請購(修)核章程序。 

★水電費、電話費、公勞健保退撫金等直接檢附相關單據辦理核銷免除動支流 

  程。 



★訂定本校「經費結報檢附原始憑證及其他單據留存分工對照表」，列示採購 

  案及非採購案等，經費報支需提出單據，同仁自行上校網參閱。 

★經費動支採就源輸入，在「地方教育發展基金會計資訊系統」線上動支經費， 
  並提供查詢經費支用情形。 

2、由員工以個人先行墊付各項經費款注意事項： 

(1)公庫法第 16 條機關辦理各項支付，直接付與受款人。 
(2)「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第四章六、(六)規定，「除 

   零用金限額(目前 1萬元)以下之小額付款得由相關人員墊付外，其餘均應 

   逕付受款人，不得由計畫主持人或執行單位人員代領轉付，若有特殊情況， 
   須先行預借或墊付者，應循內部行政程序簽准後辦理。 

(3)行政院主計總處修正個人信用卡支付款項處理原則： 

   行政院主計總處108年4月10日主會財字第1081500094B號函示： 
   近年推動行動支付、電子發票及電子化報支為行政院重要政策，考量機關 

   同仁使用信用卡刷卡交易有助於上開政策之推動，爰基於以興利取代防弊 

   立場，在不違反法務部廉政署102年7月4日廉預字第10205014900號函前提 
   下，行政院主計總處將個人信用卡支付款項處理原則修正如下： 

★機關經費支出應依公款支付規定及程序辦理，倘因公務需要，得由員工以個 

  人信用卡先行墊付後，再行請款，但下列情形不得以個人信用卡支付： 
(A)由採購單位或專任採購業務人員辦理之採購，應由機關直接支付予廠商或 

   以政府採購卡支付。 

(B)非專任採購業務人員經常辦理採購業務者，其付款方式應依前點規定辦理。 
★機關於償付員工先行墊付之款項時，按員工所提出之支出憑證所載金額支 

  付，無須核算扣減個人信用卡優惠價值。 

★機關基於管理需要，得另行訂定更嚴謹之作業規範。 
3、財政稅務局查核本校出納業務宣導事項： 

(1)同仁取得收據或發票時注意憑證合法性，透過經濟部商業司網站商工登記 

   公示資料查詢服務或財政部稅務入口網站公示資料查詢系統查證，以避免 
   取得不實單據。 

(2)付款廠商之匯款資料隨時更新，避免退匯情形發生。 

(十)人事主任： 
1、子女教育補助費之申請注意事項： 

(1)國中、小=直接填表後逕交人事室 

(2)高中以上只要收據，收據非正本，請蓋私章在影本上，人事會蓋與正 
   本相符章。 

2、109 文康活動票選（校網首頁、line）：        

(1)對象：校長、正式教師、職員、長代教師。 
(2)票選期限：9月 1 日（二）下午 4 時止 。       

(3)用學校 gmail 帳號登入票選： 

             投票日期                          投票結果 



第一次投票 8/28（五）至 9/1（二）下午 4時止。  截止日 18：00 前公告 

第二次投票 9/2（三）至 9/4（五）下午 4時止。     截止日 18：00 前公告 

第三次投票 若須第三次再行公告。  
3、本校教評委員設置要點提校務會議討論通過後實施： 

(1)把本校的委員 7 人置入範例中。 

(2)留停、長訓、借調三類不具被選舉權；前三類可否參與選舉由校務會 
   議決議，經教評委員初步決議以不給選舉權，跟之前同。 

(3)選舉方式經校務會議通過（採無記名線上或紙本票選，跟之前同）。 

4、線上票選教評、考核委員： 
(1)投票人：正式教師。 

(2)票數：每人得投 4 票給候選人。 

(3)投票期間：0828 起至 0903（四）下班止。 
(4)超連結到本校校網、line。 

(5)請依規定投票：人事室會提醒投票。 

(6)線上票選方式教學(略)。 
(十一)總務主任： 

1、註冊事項： 

(1)註冊繳費系統填寫注意： 
★註冊繳費、經濟弱勢補助依公文核示辦理。 

★特殊身分學生核對確認。 

★合作社代辦項目金額確認  
★同步申請教育儲蓄戶補助  

★各項代收辦費 列印繳費單至超商繳款。 

★有特殊需求可洽出納組辦理。 
2、教育儲蓄戶執行規定提報 1090828 校務會議通過。 

3、家長會事項： 

★票選班級家長代表，當選代表即為當然委員： 
★請導師與當選家長代表聯繫確認。 

★9 月 10 日前提送至少 2 位代表名單。 

★9/18(星期五)晚上 7:30109 舉辦學年家長代表大會暨家長委員會議。 
★相關表格下載處：校網→總務處網站→表格文件下載 

★家長會每學年贊助捐款：委    員    5,000       顧   問      5,000  

                    常    委   10,000       副會長      20,000 
                    會    長 : 60,000 

★預訂 9 月 28(星期一) 晚上 6:00，在海王子餐廳舉辦 109 學年敬師餐會。 

4、本校教職員工福利互助辦法審閱→無異議表決通過。 
5、工程事項： 

(1)活動中心、前棟東耐震能力補強工程：工期共 150 天 ,現為第 44 天 

(2)前棟中屋頂防水工程：工期共 60 天, 現為第 72 天,已展延 39 天，因需視 



   天候施工。 

6、已提送申請補助經費：(1)午餐廚房改善→237 萬 

                        (2)兒童遊戲場改善→99 萬 
7、預計提送申請補助經費：幼兒園改善 

(十二)輔導主任： 

1、各班學生緊急聯絡簿，請導師在一週內完成送交輔導室。 
2、穿堂公佈欄「我們的師長」一欄，新進同仁請繳交一張照片以利張貼，如 

   要換貼照片的同仁也一併繳交。 

3、本學期各項獎助學金已開始受理申請，麻煩各班導師開始調查申請。 
4、因活動中心整修，太鼓隊練習場地移至風雨廣場，如有造成各位的困擾， 

   請見諒。 

5、12/5~12/6 教育盃獨輪車錦標賽，需全校人員總動員合力操辦，屆時請各 
   位同仁能鼎力協助辦理。 

6、本學期家長日訂於 9/19，當日不辦理講座，直接在各班教室舉辦親師會談， 

   各處室的行政宣導事項請協助轉達。 
(十三)輔導組長： 

1、轉學生的輔導資料多有遺漏，請各班老師協助聯繫家長補齊，以利輔導資 

   料的完整。 
2、109 學年度性平教育宣導研習返校宣講活動，由專輔沈慧菁老師進行宣講。 

(十四)資料組長： 

   有低收、中低收身份的新生及轉入學生，請繳交相關證件至資料組。 
(十五)合作社理事主席： 

1、收支報告→結餘 2,529 元 

2、理事人員會後留下討論職務分配事項。 
七、臨時動議：無。 

八、討論事項： 

    校務會議需通過之計畫、規定或要點，如下逐一檢視通過： 
(1)臺南市白河國民小學生攜帶及使用行動載具規範及申請書。 

(2)臺南市白河國小校園緊急傷病處理實施辦法。 

(3)臺南市白河區白河國民小學校園安全暨門禁管理實施辦法。 
(4)白河國小學生獎懲實施辦法。 

(5)白河國小學生申訴評議組織及委員(含名單)。 

(6)109 白河國小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規定。 
(7)提案討論： 

    (一)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 由：白河國小 109 學年度健康促進學校計畫提請討論後表決 
說 明：本校 109 學年度健康促進學校計畫如檔案所示，請各位同仁詳   

細閱讀，進行表決。  

決 議：投票結果 62 人贊成通過本案通過。 



 

(8)109 臺南市白河區白河國民小學學生請假規則。 

(9)白河國小校外人士協助教學或活動要點 
九、校長指示： 

(一)請各位老師務必要注意正向管教及零體罰，切勿以身試法，請點閱校網公 

    告→禁止體罰輔導管教配套措施。 
(二)，依性別平等教育法（以下簡稱性平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本校校

長、教師、職員或工友知悉本校發生疑似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

事件者，應立即以書面或其他通訊方式通報本校防治規定所定學校權責
人員，並由學校權責人員依下列規定辦理，至遲不得超過二十四小時。

依本規定為通報時，除有調查必要、基於公共安全考量或法規另有特別

規定者外，對於當事人及檢舉人之姓名或其他足以辨識其身分之資料，
應予以保密。 

(三)本學期家長會長由胡會長繼續連任，請各班導師事先了解班上學生的家庭 

     狀況後，協助推荐 2 位家長會代表。 
(四)學校「愛的書庫」藏書豐富，請鼓勵班上學生多多借閱，增加閱讀數量。 

(五)請各班導師務必親自與家長溝通宣導，約束學生對 3C 產品的使用時間， 

    以免對 3C 產品產生依賴；並對身體造成不好的影響。 
(六)請各班導師多多提醒及約束學生在日常生活中落實「愛整潔、守秩序、有 

    禮貌」。 

七、散會：中午 12: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