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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草國小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期初-校務會議紀錄 
一、時間：109年 08月 28日 下 午 二  點 ○  分      

二、地點： 本校會議室       

三、主席：李志軒                       紀錄：葉雅焦 

四、出席人員： 
洪琪琇、蔡和憲、曾琬妤、賴嘉娥、黃介民、張敦普、黃淑惠、李怡嫻、范

可欣、黃書瑢、羅佳妮、夏于涵、薛文德、黃頓協、莊涵雅、顏美金、莊月

里、沈晏竹、李芳儀、尤嘉瑩、馬毓君、李郁真、呂靜芬、葉雅焦、李家鋒、

陳佳蓉、謝秀媛、洪素梅 

 

五、 主席報告： 

1. 感謝學校行政團隊的運作，也歡迎新夥伴的加入，學校要經營

自己的品牌。 

2. 教評會會啟動教師甄試退回的機制，凡是只要你做得好，人家

就會宣傳。 

3. 輔導管教體罰相關規定，需要防上弊端。 

4. 此次參訪拯民國小，發現老師都輕聲細語，這是值得大家學習

的，也希望每一位教師都有一個特定的專長。 

5. 教師法的修正，有關教師權益的保障，對不適任教師有更明確

的規定。 

6. 性平事件 ，需要二十四個小時內通報，以第一位知道事件者 

的時間為起始的基準，反映通報。 

7. 學童閱讀方面，請大家善用局內教學平台，此採用遊戲閱讀方

式，裡面亦有記錄閱讀量。 

8. 總務處陸續會有很多工程，總務會非常地辛苦，如好望角、分

校故事堂屋圖書室。 

9. 學生人數少，教學可以有不一樣地突破，學生有優劣勢的發展。 

10. 議題需要做資料的呈現。 

 

 

六、 各處室報告： 

（一） 教導洪主任琪琇：  

1. 教師法則有明確的規定，目前為宣導階段，體罰認定，如蹲等

之類的處罰都算入，所以教師要學習新的輔導管教方式，來管

教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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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學校巡堂輔導辦法之巡堂計畫， 

3. 課程評鑑計畫，凡擔任領域的教師，學期末填寫採用勾選方

式，檢視自己的教學成效；學科領域，只要有任課的老師都是。 

4. 仙草奇「雞」分為兩大項：仙草凍、桶仔雞。 

對象：一至六年級的學生，低年級仙草凍，中、高年級桶仔雞。 

時間分配：分校在星期五上午，本校則利用星期三上午。 

教學：食材的挑選、習生活的課程，以素養式的教學為主。 

以上分配，都可以再討論。 

5. 觀課議課，公開觀課每位教師至少要看一場並做紀錄。排定的

時間公告在學習網站，若有需要調整，請事先提出，再由行政

端布達。 

6. 兒童福利聯盟的業務，本學期由可欣老師負責。 

7. 第一週新生訓練、第三週班親會暨親職講座、第五週本分校水

土保持局「環境教育宣導」、第六週合歡山山野教育、第七週

10/13一至三年級戶外教育、第七週 10/3幼兒園萬聖節祖孫共

學趣。11/21至 11/22百年校慶活動。 

8. 週三教師進修，分為活化課程─新聞台、教學卓越、教育即生

活、資訊英語社群。 

9. 國教輔導團的研習， 一定要派員參加。 

11/18校慶準備，11/25自行備課和相關級務處理。 

10. 性平事件，務必提敏感庋，很小的流程都要處理，且一定要在

二十四小時內通報，如請家長簽字。 

 

（二） 總務蔡主任和憲： 

1. 本學期之三聯單收費，因已取消教科書費及午餐費補助，故相

關費用  皆應收取，教科書費連同三聯單收取，金額部分遊事

務組報告。午餐費部分每月月初收取 720 元。 

2. 教育儲蓄戶的相關申請及支用辦法請見校務行事曆 P17，請同

仁評估  學生需求後提出申請。 

3. 有關總務處目前即將施作的工程，包含有活動中心防水隔熱工

程、周一會開標的幼兒園遊戲場採購，以及目前著手處理標案

之第三期好望角工程 

4. 目前還在審定的計畫中，計有本校視聽教室、遊戲場的計畫，

分校圖書室的改善工程。另外，偏非經費中本分校共計 250 萬

的經費，目前也尚在教育局審定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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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因應兩年後冷氣安裝政策，暑假期間本分校皆已完成電力盤

點，後續陸續有電力改善及冷氣安裝工程，目前依上級單位規

劃，冷氣安裝含普通、專科教室、行政辦公室等。未來也將導

入 EMS 能源管理系統，由本分校總務單位統一管理。 

6. 本分校互助辦法如 P21，會後向同仁收取 108 學年度同仁請繳

交雅慧師喜獲千金 600 元、109 學年度同仁請繳交頓協師父喪

奠儀 1000 元整。另恭喜怡嫻師完成終身大事，因打算不宴客，

故不予啟動互助機制。 

（三） 分校主任： 

1. 9/3（四）烏克麗麗社團開始上課；9/7（一）課後學習扶助開

始；9/18防災預演、9/21防災正式演練；9/30配合本校環境

教育宣導；10/28 萬聖節祖孫共學趣。P14 

2. 成績系統上傳。 

3. 分校打掃範圍。P28 

（四） 教務賴組長嘉娥報告事項： 

1. 期中期末評量，考前一週互審考，考前上傳檔案及交紙本，考

後作業抽查。 

2. 公開觀課議課，請於九月底前 google 時程表。 

3. 學籍系統，各班請確認學籍系統各項資料。 

4. 超商閱讀集點卡，10月底跟 1 月中收件 。 

5. 藝文競賽共有兩次，請於 11/2及 12/25前收件。 

6. 博愛村遊學一日參訪，由本分校五年級學生參加。 

7. 為規範校外人士協助教學或活動，提出相關注意事項，請同仁

參考活動要點及校外人士入校須知，於教學活動四週前填寫活

動申請表。（詳細規定請見仙草國小暨關嶺分校校外人士協助

教學或活動要點） 

（五） 學務黃組長介民報告事項： 

1. 配合防疫措施，開學兩週入校需測量體溫，麻煩導護老師。 

2. 校外人士，家長、賓客，需要戴口罩，以及實名制登記。 

3. 議題融入交通安全、友善校園、霸凌，以及加強宣導性別平等、

兒童權力公約。P25 

4. 學生人數少，若打掃範圍有問題，可再做討論。 

5. 學務會議修正輔導管教辦法，強調正向管教，不當管教的體罰

標準，不能剝奪學生下課時間，如罰站、跑操場、處罰性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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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目的性的言語，讓學生感受到心理壓力，也算是體罰，所

以儘量以鼓勵代替責罵。 

6. 行動載具，手機、平板、電腦有經常使用，有相關的表單。 

7. 校網 openID，如果忘了密碼，請洽人事主任。 

（六） 事務張組長敦普報告事項： 

1. 教科書和光碟，會統一發放，如果有缺漏，在開學的一週內提

出。教科書約 600-700元的費用。 

2. 防災卡於第二週更新。 

3. 各班教室佈置在限額 300元內自由運用。 

4. 文具、掃具需求單，於第一、二週內填寫，學校統一採購。 

5. 第二至五週盤點每人財管之財產。 

（七） 主計：無 

（八） 李護理師郁真報告： 

1. 請各班導師配合推行書包減重查核，每個月抽測一個班級全數

學生，合格率未達 100％之班級，請導師分析原因加強輔導。 

2. 健康中心:103年度第一學期書包減重宣導注意事項: 

(1) 書包重量〈含水壺、便當袋在內。〉不可超過體重的 12.5%

（即 1/8）。 

(2) 書包應雙肩背負，肩帶要寬，或滾輪拖拉式，以減輕身體

負重。 

(3) 空書包宜量輕，材質佳。 

(4) 書包重量接近骨盆、緊貼腰背。 

(5) 每日上放學僅攜帶當日所需之文具、書籍，非必要帶回家

之書籍及學用品，請置於班級個人置物櫃。 

(6) 學生上安親班之物品請另行處理，盡量不要帶至學校，以

免增加重量。 

(7) 幫孩子在家準備另一套工具書（如：字典、辭典等）和文

具用品（如美勞、書法用具等）。 

(8) 學校有提供衛生的飲水設備，幫孩子準備飲水杯，放置學

校置物櫃，減輕攜帶水壺的重量。 

(9) 本項措施為政府既定重點工作，本校為徹底執行將於每月

抽測一班的學生檢測。 



 5 

3. 9月 20日牙科口腔檢查；10月 25 日本分校一至四年級健康檢

查。 

4. 「109學年健康促進學校計畫」，同仁看過內容後，舉手表決一

致通過。 

（九） 午餐：本學期 8-9月份午餐費，各班請於 9/10前交齊。 

（十） 人事： 

1. 因應教師法 109年 6月 30日修正，爰檢視本校教師聘約要點，

配合修正部分條項，其餘內容不變。 

2. 公務員經商營業及兼職情形調查表，每 2年需查核 1次，爰請

各位同仁填寫後交由人事留存。 

3. 本(109)學年度第 1學期子女教育補助費可提出申請，高中以

上需檢附繳費單據，請同仁於 9 月 30日前提出。 

（十一） 資訊老師： 

（十二） 出納：有關薪資發放的問題，請洽出納單位。  

 

七、 討論事項： 

【案由一】：修正本校教職員工互助辦法，提請討論。 

【說 明】：新增同仁結婚不宴客時，不啟動互助機制之規定。 

【決 議】：全數通過。 

 

【案由二】：有關臺南市小型學校校務發展補助計畫申請項目，提請討

論。 

【說 明】：該計畫申請額度，本分校各為 18萬元整。 

本校部分，申請兩項子計畫， 

子計畫一：山是一本書－攀山越嶺找故事，114,510 元、 

子計畫二：仙草展奇雞‧新聞來推播，65,490元。 

分校部分，申請兩項子計畫， 

子計畫一：山是一本書－攀山越嶺找故事，113,500元、 

子計畫二：關嶺 bDesigner 程式動起來，66,500元。 

【決 議】：全數通過。 

 

八、 臨時動議：無 

九、 散會。(下午四點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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