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南市柳營區太康國民小學 109學年度第 1學期始業式校務會議紀錄 

壹、開會時間：中華民國一○九年九月二日下午一時三十分  

貳、開會地點：本校幼教大樓 2樓 

叁、出席人員：校務會議應出席人數 20人、實際出席人數 20人。 

 



主席：魏稚恩                          紀錄：黃惠卿 

肆、 各處組報告 

幹事： 

1.為配合市府推動多元管道繳費措施，本學期收費方式改採台銀學雜費系統收費， 

  需請各班導師協助鍵入各收費項目之金額。 

2.本學期同仁午餐費於 10月薪資代扣。 

護理師： 

1. 視力保健，本學期仍以課程戶外化以及下課淨空為主。請老師上課時注意並矯正學

童坐姿，適時調整室內照明以提供足夠光源，以維護學童視力健康，另外使用散瞳

劑會有畏光現象，請班級導師提醒學童記得戴帽子 

2. 口腔保健推動方向仍以幼兒塗氟、低年級窩溝封填、1000ppm含氟牙膏潔牙、含氟

漱口每週二、宣導三餐飯後睡前刷牙為主。國小學童含氟漱口防齲 2年計畫案:配

合牙醫師公會抽樣調查工作預計 9/14-10/16實施，每班兩個學生及家長都要作問

卷。牙醫公會預計 9/29 13:00請仁德牙醫江鈞翰醫師入班訪視漱口水執行情形 

3. 本學期 12月 11日預定執行幼兒園塗氟和低年級臼齒窩溝封填，請各班導師持續加

強督促午餐潔牙及週二含氟漱口，漱口當日若請假未執行者應於返校上課當日補

做。 

4. 體位狀況是日常生活習慣的結果，所以需要家長配合督促，請各班利用親師座談時

提醒家長鼓勵學童多喝開水不要喝飲料，下課時間督促學童離開教室增加活動量 

5. 柳奇健康促進議題衛教宣導: 

  11/20 8:00-8:35性教育與愛滋   

  11/27 8:00-8:35 遠離菸檳保健康 

6. 教育部推動改革將學生團體保險定位為政策保險，將從以往商業保險轉變為強制性

政策保險，並設置保險專戶專款專用，並負盈虧責任，符合專法規定的學生及幼兒

均應參加。承保的保險公司僅投標行政作業事務費，讓保費與行政費分開處理。學

生團體保險保費本學期 175元；低收入戶、持有重度身心障礙手冊學童或重度以上

身心障礙人士之子女全額補助免繳，請收齊證明繳交健康中心 

7. 延續新冠肺炎疫情所有因應方式本學期請每日執行環境漂白水消毒 

 

幼兒園： 

1. 幼兒園本學期來新代理教師-潘玉惠老師。 

2.配合這學期「我」之主題安排 1次戶外教學活動， 10/7 參觀新營家扶中心.台

鉅美妝觀光工廠.樹谷生活科學館 

3.配合節慶辦理 9/30月餅製作及中秋品嚐會：10/30萬聖節活動 

4.本學期安排有 3次社區關懷活動及 10/14祖孫桌遊情 



5幼兒園.和家庭教育中心合作 9/20（日）玩出新默契親職活動 

 

教學組： 

1. 學籍網、輔導網學生資料更新及登錄 

2. 閱讀護照集點獎勵制度，請導師鼓勵持續進行。  

3. 校內學藝及語文競賽活動： 

(1).作文比賽：11/24(4-6年級) 

(2). 成果發表:12/18(五) 

(3).英語節慶活動: 10/20和 12/22(二)  

(4) 國語說故事:12/29(2-3年級) 

(5) 英語朗讀:1/05(4-6年級) 

4. 校外競賽： 

(1) 9/05 作文比賽 

(2) 10/23 高年級母語微電影 

(3) 10/25機器人比賽 

(3) 11/6魔法一頁書中年級每班繳交 3件作品 

(4) 11月份音樂比賽、傳藝比賽、英語劇場比賽 

5. 評量日期：期中評量 11/3-11/06 

          期末評量 1/12-1/15 

6. 1/20(一) 休業式暨期末多元展能(1-6年級) 

7.另 9/26(六)需補班補課,補 10/02中秋節彈性放假 

8. 成績評量準則再請各科老師依照本學期課程計畫所訂立的標準實施。 

 

學務組： 

1.適逢校舍整建，請注意學童平時活動安全。 

2.人車分道目前難以執行，請注意車輛停放與行駛速度，並請學童上放學時走車道

外的路徑。 

3.請班級落實學生 85210，注意衛生習慣，預防登革熱與腸病毒。 

4.特教學生應落實輔導紀錄，有新個案須提報鑑定安置。 

5.認輔資料平時應於輔導系統內建置，注意完成比率 

6.請導師配合宣導事項，敬請拍照建檔。 

7.公文轉達：教師應遵守正向管教觀念。 

8.健康促進計畫說明，本學期重點在學生體位。 

9.社團活動請各位導師協助調查並回收相關回條。 

10.緊急聯絡簿的建置，請導師協助修正。 



11.特推會辦理，特教業務轉達 
 

總務處: 

1.教育儲蓄專戶本學期募款已達標。 

2. 9/10(四)進行防震複合式(地震、防火 )演練，再請老師協助指導。分

成三組通報、搶救、避難引導，請同仁熟悉組別及演練注意事項  

3.家長會選票下周一收齊。 

 

教導處: 

一、生活教育、品德教育、安全教育、衛生教育需不斷持續的叮嚀與加強，盼老師

能隨時注意這區塊的教育。 

二、9/16親師會：國小成績評量配分比率相關規定轉知家長及交通安全注意事項 

宣導。 

三、新課綱研習。 

四、109學年度業務預計執行工作： 

    1.執行中經費： 

編號 經費名稱 課程名稱 

1 家庭教育中心-社區生活營 太鼓、武術 

2 教育部-教育優先區 舞獅 親職講座 

3 教育部活化課程計畫(教師增能及學生

多元試探) 

機器人課程 

藝術創客課程 

4 教育局-藝術深耕 節奏樂美術 

5 教育局-傳統藝術 節奏樂太鼓 

6 教育局-學習扶助計畫 數學英文 

7 教育局-學習社群(教師增能) 數學領域、初階學習社

群 

    2.週三進修依校務計畫規畫進行研習，國教輔導團研習 



    3.多元展能：1次(期末辦理) 

    4.慈揚機器人成果發表會﹕11/18  

    5.教學成果發表會 ﹕12/18下午 

    6.戶外教育參訪﹕(1)布袋新岑國小機器人交流-4-6年級-110.4 

                     (2)高雄科工館參訪-1-6年級-109.12 

五､「學習扶助實施方案」相關事項：  

(1) 鼓勵老師善用教育部、博幼、均一教育平台、因材網等學扶助 

(2) 請校長導師於學期期間，務必撥空登入學習扶助科技化評量系統，以了解學生

學習成效，進行補救教學。  

(3) 於 12月份將進行成長測驗，3-6 年級為線上測驗； 1-2 年級為紙筆測驗。  

(4) 訂於本學期班親會(9/16)時，向家長說明「學習扶助實施方案」相關內容。  

(5) 學習扶助教學教材請老師善用科技化評量系統下載使用請各位老師善加運用。  

六、教學： 

1. 課程： 

(1) 國語文課程：閱讀理解策略教學持續進行，提升閱讀力。 

(2) 英語文課程：全英文教學提升學生英文聽力，規劃節慶教學月活動。增加

英文課後節數 1節。 

(3) 數學課程：社群研討教學方法(彭甫堅老師 3次研討)，增加數學課後節數

2節 

(4) 自然課程：增加實作課程，從做中學。 

  (5)校訂課程：依課程計畫執行，研發教材及教案，教授指導修訂。 

2.社團：各團隊練習鼓勵學生參與，培養技能外學習團隊合作精神。 

3.教師增能： 

自主社群：校內成立各科共備社群，研討教案進行觀課及議課。 

新課綱增能研習：依教育局公告指派教師參加增能研習。 

4.正向管教：以鼓勵提升學生學習興趣 

5.視力保健：符合學生視力發展，使用電子白板教學需按規定節制時間。 

6.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因應空氣品質惡化處理措施 

7.校外人士協助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學或活動要點說明 

8.訂定校園行動載具使用管理 

9. 109學年度小型學校校務發展經費申請﹕ 

子計畫一 自辦營養午餐運作維持計畫 20萬 

子計畫三 發展多元智能~太鼓藝術社團 33035元 

子計畫三 發展多元智能~音樂藝術社團 17653元 

總計申請 250688元 

 



校長: 
教育局政策推動： 

壹、提升閱讀素養與教學之能 

一、 布可星球：K-12閱讀平台  請忠儒、妃華、桂綿研究系統並規劃可行之班級年級運用

方式 

 

 

相關配套： 

一、區區有良書• 

(一)購置優良圖書，每種 2書箱於全市 37區 39個書庫流通，預計 109學年度開學後⼀個⽉

配置完成 

(二)進⾏第⼆階選書，同步洽詢電⼦書易借也易還與愛的書庫合作，線上借閱系統新⽵貨運

免費配送書箱 

(三)校校推平台 

• 擬定獎勵學校推動閱讀平台計畫⿎勵學校結合校內閱讀活動 

 

貳、 課發科提醒事項： 

  一、科技化評量系統，加入相關任課教師身分 



  二、成立學習輔導小組，並定期召開會議，討論學生測驗後落點分析，掌握學生學習成效(每

學期兩次，評估補救成效) 

三、0拒絕政策。維護學生入學權益 

四、學生卡改為依家長意願，自由申辦 

五、教師法修法，相關重要內容請同仁詳閱後，依法教學與執行各項法定業務。性平、兒少

體罰、霸凌案件時，增邀校外學者專家，至教師少於 1/2為止  

參、學輔校安科重點提醒事項： 

  一、有關性別平等教育及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預防、處理及輔導追蹤措施，請依 

下列事項落實辦理：  

二、請落實性別事件依法應於 24 小時內通報校安中心及關懷 e 起來：學校校長、教師、職

員或工友均為通報義務主體，以學校「第一人」於「第一時間」知悉疑似性別事件起算， 不

應以「再行了解」及「確認為性別事件後」再作「有無通報必要之決定」。違反者， 將依性

平法第 36 條規定予以裁罰 3-15 萬元；如有隱匿致再度發生校園性侵害事件之情 形，依

法應予解聘或免職。 

三、 請依校安通報相關作業規定，落實通報： 

(一) 「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通報作業要點」業經教育部 108 年 11 月 19 日以臺教學(五)

字第 1080139018B 號令修正發布，並自 109 年 1 月 1 日生效。請各校務必確依修正規

定進 行通報。 

四、請依據「臺南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因應空氣品質惡化處理措施」共同推動校園空氣品質 警

示及防護措施，以促進與維護學生健康。當 AQI 值達 201 以上(紫旗)即停止戶外活 動，

並將課程調整於室內進行，另 AQI 介於 151~200(紅旗)只可進行輕度運動。 

五、 午餐肉品不採購美牛美豬 

六、 請確實於開學前依教育部所編輯之「國民中小學校園安全管理手冊」確實填寫各項檢核

表 (共 22 項)，對於校園內各類設備逐項落實檢核、整理或改善，以確實掌握校園之各種

情況。 

七、合法管教： 

 



 

 

學校特色課程實施： 

1. 智慧創意課程協同教學部分，每次上課內容記錄，造型紀錄，程式紀錄；累積教學資源與經

驗。 

2. 全體師生共同關注 SDGS內涵，密切連結與運用。 

3. 母語微電影的規劃與執行 

 

其他任務 

低碳示範校園認證計畫 

深耕智慧創意機器人計畫 

 

教材庫的建置~線上平台的組織。 

 

 

提案討論 

案由一：依據學校衛生法第 15條第 1項每學年需重新檢視緊急傷病處理計畫，本 

        學年修訂”109學年度緊急傷病處理辦法”請各位提出修正意見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109學年度健康促進計畫，請提出修正意見同仁表決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三:本年度,為維持自辦午餐經費,及發展多元智能社團,擬申請 109學年度小 

       型學校校務發展經費,請同仁審閱申請計畫後,表決是否通過計畫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四﹕太康國小校外人士協助教學或活動要點，請同仁審閱要點後，表決是否通

過 

決   議﹕照案通過 

 

 

承辦人                總務主任                  校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