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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永安國民小學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期初校務發展會議會議紀錄 

一、開會日期：109 年 9 月 2 日下午 1 時 30 分 

二、主席：  張順泰                      記錄： 姜雪霞          

三、地點：   本校辦公室                                 

四、應到人數：  15 人，實到人數：  15  人，會議簽到如後。 

五、本會之召開已達法定人數(應出席人員二分之ㄧ以上之出席，並經出席人員

過半數之通過，始得決議)。 

（一）全校教職員工人數（含兼任行政職務之教師，不含代理、代課教師）：   14   

人；其中出席人數：  14     人 

（二）家長會出席人數：   1    人 

六、 主席致詞 

1. 水域安全加強宣導。 

2. 防疫措施，除了戴口罩、勤洗手外，鼓勵老師帶領學生運動以提升免疫

力。 

3. 今年市府力推推廣閱讀-布可星球，提升教師閱讀理解策略的教學能力

外,也可提升學生理解能力,唯有靠閱讀才能達到終身學習。 

七、 家長會長：無 

八、各處室報告： 

  (一)人事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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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事異動：教師兼總務主任韓湘如、教師兼教務組長董志峯、教師兼學務組長呂敏華、教

師兼導師蔡志煌。新進人員：代理教師林語晨、代理教師彭文正。 

2、109學年度第 1學期子女教育補助開始受理申請，請檢據辦理核銷，申請人如下：宋囍麗、

董志峯。以上子女若有改變學制人員或新生入學，請知會人事室就讀新學校名稱。 

3、有關 109學年度第 1學期調整上班。(一)中秋節連假為 10月 1日（星期四）至 10月 4日

（星期日）：中秋節（10月 1日）適逢星期四，10月 2日（星期五）調整放假，並於 9月

26日（星期六）補行上班上課。(二)國慶日連假為 10 月 9 日（星期五）至 10 月 11 日

（星期日）：國慶日（10 月 10日）適逢星期六，於 10 月 9 日（星期五）補假。 

4、重申兼任行政職務教師，就其兼任之行政職務有公務員服務法之適用。為免初任或新調進

人員未諳法令而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相關規定，請學校進用兼行政職務教師時加強告知兼職

相關規定(違法兼職態樣如，立案成立 00 工作室、架設網站買賣物品以獲取利益之營利

目的或透過網路平台主動嵌入廣告所獲取之廣告利潤……等)。 

5、本局自 109 學年度起補助所屬各級學校 40 歲以上教師兼行政職務人員健康檢查費。(詳

細請參閱公告) 

6、109年度起，配合行政院將公務人員每年應休假 14日調整為 10日，本府暨所屬機關學校

公教人員具休假資格者，除應休畢 10日外之休假，如確因機關公務需要未能休假者，得

依規定核發未休假加班費，最高不得超過 11日。 

(學校教師兼行政人員，自 109學年度起實施) 

7、教育部修正「公立中小學兼任行政職務教師休假補助基準」，並自 109年 8月 1日生效：

修正重點摘要如下： 

(一)兼任行政職務教師當學年具有 10日以下休假資格者，應全部休畢；具有超過 10 日之

休假資格者，至少應休假 10日，應休而未休假者，不得發給未休假加班費。 

(二)前項 10日應休畢日數以外之休假，當學年度未休假之日數不得保留。但因公務或業

務需要經學校核准無法休假時，得由各主管機關酌予獎勵。  

(三)應休畢日數 10日以內之休假部分：依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公務人員休假

改進措施第 5點第 1項第 1款規定辦理。 

(四)應休畢日數以外之休假部分：按日支給休假補助費新臺幣 600元；未達一日者，按休

假時數比例支給，於學年終一併結算。當學年度無休假資格或休未達 2日者，酌給相當 2

日休假之補助，並依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公務人員休假改進措施 所定自行運

用額度方式刷卡消費核實補助。但任職前在同一學年度內已核給休假補助者，應予扣除。 

8、重申上班或勤務時間不得從事與公務無關行為，並嚴禁請假之虛偽情事：一、依據本府人

事處 109年 2月 20日電子郵件辦理及教育局公告 155616。二、重申本局所屬各機關學校

(園)教職員工差假事項，請確依教師請假規則、公務人員請假規則、臺南市立高級中等以

下學校教師出勤實施要點及勞動基準法等相關規定辦理，如未辦請假、公假或休假手續而

擅離職守或請假有虛偽情事者，均以曠職論。舉例違規樣態如下： 

(一)上班時間未辦理請假手續，外出辦理私事或從事與公務無關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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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下班後申請加班，於加班時間內外出用餐或從事非公務之行為。 

(三)請假有虛偽情事，如申請家庭照顧假或病假等卻進行國內外旅遊等從事與假別不符之

事務。 

三、請各機關學校(園)首長確實督導所屬同仁遵守辦公紀律，不得有以上違規之情事，本

局人事室亦將不定時查勤，如有違規情節，除依規定以曠職論，將依情節予以嚴懲。 
 

 

(二)教導處報告 

  1.教導主任報告事項 

(1)參照校務發展手冊： 

甲、 P    ：行事曆。 

乙、 P  5  ：週三研習進修如表定內容。 

 國教輔導團分區服務時間，請本校領域小組推派一名老師參加 

 領域學習社群：依據臺南市 109 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

業與課程品質整體推動計畫----(11 班以下學校至少申請 2 個社群， 

領域學習社群為必申請 ) 

領域學習社群運作目的： 以課程教學有關之多元主題及形式並強

化有效教學知能，以學習診斷及評量結果運用、研討學習領域學生學

習策略、領域課程綱要素養導向教學設計與評量、共同備課與公開授

課為原則。最後回歸學生學習為本，提升整體課程與教學品質。 

109 學年本校申請：一數學社群；一國語社群<跨後壁國小> 

丙、 P 25   ：校內外研習實施計畫請參閱 

丁、 P27   ：觀議備課計畫請參閱(109/9/30前確認後提交教導處，

並公告於學校網站。) 

(2)轉知教務主任會議事項 

善用科技化評量系統----請授課教師、學習扶助教師查詢及了解學

生各科目檢測結果，了解學習落後點及追蹤學生進步情形。 

推動雙語教學 

臺南市愛測網----實施英語字彙能力檢測，亦將歷年基測、會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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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成語競賽試題建置於網站。 

109 年度海洋教育推動主題為保護海洋、水域安全 

本土語言三項競賽：109 年度本土語言三項競賽(母語微電影、小小 

 解說員、魔法語花一頁書)，請各校至少擇一項參加。 

為有效提升教師閱讀理解教學策略及素養導向命題能力，培養學生

閱讀習慣、閱讀素養及閱讀理解能力，本局已於 109 年 6 月 12 日建

置閱讀平台「布可星球」並上線，網址為 https://read.tn.edu.tw/。 

(電腦老師請利用上課時間介紹----布可星球) 

(3)懇請各位老師繼續給予教導處協助與支持。 

  2.教務組報告事項： 

(1)請依照課程計畫目標與進度命題，不得採用廠商出版之試卷，若參考其

他資源，應進行轉化，不宜原文照錄。(教務主任行政會議) 

(2)請留意學生學期總成績未達丙等之比例，且不得公開學生在班級及學校

排名。(教務主任行政會議) 

(3)請於 109.9.01前完成「課表回傳」。(\\163.26.121.13\教師共用資料

\03教務組長\109永安教務\02課表) 

(4)請於 109.9.06前完成「學籍系統」及「共用資料夾緊急聯絡網」學生

資料更新。(\\163.26.121.13\教師共用資料\03教務組長\109永安教務

\01緊急連絡網) 

(5)請於 109.9.07前完成「特殊家庭學生名冊」。(\\163.26.121.13\教師

共用資料\03教務組長\109永安教務\01緊急連絡網) 

(6)代課單/調課單/假單…等空白表件，請參考教務組共用資料夾。 

  3.學務組報告: 

   (1) 團隊練習時間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早自修 
直笛 

(靜思書軒) 
    

10 點課間 太鼓 太鼓  陶笛(全部) 陶笛(全部) 

file://///163.26.121.13/教師共用資料/03教務組長/109永安教務/02
file://///163.26.121.13/教師共用資料/03教務組長/109永安教務/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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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室) (圖書室) (圖書室) (圖書室) 

午休 
陶笛(G4-G6) 

(自然教室) 

陶笛(G1-G3) 

(自然教室) 
 

直笛 

(靜思書軒) 
 

    (2)家庭防災卡及防毒卡請學生貼在聯絡簿上。 

    (3)公區打掃時間為週四 8：00-8：25，可請學生提早準備以免耽

誤第一節課進行。 

    (4)週三全校跑步時間，原則上全部班級都帶到操場，並請老師隨

同觀察學生身體狀況。 

(三)總務處報告   

1.使用學校電燈、電扇、冷氣請節約能源，隨手關閉不必要之電源。 

2. 請保管人員一經發現財產標籤脫落或漏未黏貼，請立即通知總務處及時補印

標籤，總務處會將標籤轉交保管人，再請保管人補黏貼於明顯處。(依教育局

109.6.20南市教密字第1090753430號函文) 

 

(四)輔導老師報告 

    導師如發現需協助學生，經導師初級輔導多次後仍無效，可填寫「學生問

題評估表」，並將「心理輔導服務家長同意書」給家長簽妥，交由教導處召開會

議，評估是否開案由輔導教師或認輔教師進行個別輔導。（表格已放置教師共用

資料夾／24 輔導表格） 

(五)會計室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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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落實推動簡化核銷之檢討改進情形對照表 

推動簡化核銷前報核規定 推動簡化核銷後報核規定 

一、 本校支付學者專家會議出席費，逐案載明學

者專家之身分證明文件字號。 

二、本校取據電子發票辦理報支時，為利日後模糊時

之查考，經手人應影印電子發票或註記發票字軌

號碼。 

三、本校水電費、電信費等公用事業費款，由公庫集

中支付彙整代繳後，下載取得電子發票。 

一、本校支付學者專家會議出席費，已留存受領人資料

者，得免記明。 

二、本校取據電子發票辦理報支時，不再要求額外影印

或註記。 

三、本校水電費、電信費等公用事業費款，由公庫集中支付彙

整代繳後，免再下載電子發票。 

 

校長報告： 

1.性平、霸凌、學生自殘自傷、外人入侵、正向管教、禁止體罰。 

2.防疫措施，健康人生 

3.教師有效教學，學生學力成長 

4.推廣閱讀-布可星球，提升教師閱讀理解策略的教學能力 

5.品德、健康、學力、適性發展、終身學習 

十、提案討論： 

案由一：本市公私立國民中小學109 學年度學雜費暨各項代收代辦費收取基

準應行注意事 項中除了依註冊三聯單內容依據市府代收代辦收費

規定外，其他代收代辦費需提經校務會議通過及家長同意才能交由

學校入公庫。 

說明 : 其他代收代辦費如：課後照顧、課後社團、課後輔導、體育服裝費

等等皆由老師跟學生收取現金然後交到出納轉存入農會公庫，但各

班級購買的作業簿、參考書不予交由學校收。 

決議： 全數表決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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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二：本校「校外人士協助高級中等學校以下學校教學或活動要點」，提

請討論。提案單位：教務組 

說明 : 依南市教科(一)字第 109084349號函說明，各校應訂定「校外人士

協助高級中等學校以下學校教學或活動要點」(附件一)，並經校務

會議通過後，依要點實施。 

決議：全數表決通過 

    

  案由三 ：有關本校教育儲蓄戶執行規定(草案)，提請討論。 

說明 : 為扶助本校經濟弱勢之在學學生，特設置教育儲蓄戶(以下簡稱教儲   

       戶)，專款補助，使學生順利就學。 

決議：全數表決通過 

 

  案由四 ：有關本校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草案)如附件二，提請討論。 

說明 : 為防止職業災害，保障全體員工之安全與健康，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           

第 23條與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第 31 條之規定， 訂定本計畫。 

決議：全數表決通過 

 

案由五 ：有關本校提送臺南市小型學校校務發展補助計畫，提請討論。 

說明 : 為因應百人以下小校，教科書及營養午餐免費方案將予以調整收費，本

項補助經費會挹注於精進學生學習品質，精進學校教學內涵，創造百

人小校學習亮點，豐富學生學習內涵。 

決議：全數表決通過 

 

案由六：有關本校健康促進學校計畫(草案)，提請討論。 

說明：依南市教安(二)字第 1090974007號函說明，各校應撰寫 109學年 

      度健康促進學校實施計畫，並經校務會議通過。 

  決議：全數表決通過 

十一、臨時動議：無 

十二、散會:同日下午 5 時 

會議主席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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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台南市後壁區永安國小校外人士協助教學或活動要點 

中華民國109年8月7日制定 

一、 台南市後壁區永安國小為規範校外人士協助學校教學或活動，俾維護學生權益，依照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校外人士協助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學或活動注意事項規定訂

定本要點。 

二、 本要點所稱校外人士，指本校聘任、任用、僱用或以其他專案聘任之教職員工以外，

進用或運用之其他人員。 

三、 校外人士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本校不予進用或運用： 

（一）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條第一項所定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 

（二）受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規定處罰，或受性騷擾防治法第二十條或第二十

五條規定處罰。 

（三）經各級社政主管機關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九十七條規定處罰。 

（四）曾體罰或霸凌學生，造成其身心嚴重侵害。 

（五）有性別平等教育法第二十七之一條第一項第一、二款及同條第三項之情形者。 

校外人士協助學校教學或活動前，學校應依性別平等教育法第二十七條之一規定

查詢。 

四、 校外人士協助教學或活動之課程，分為部定、校訂課程及非部定、校訂課程，校外人

士協助教學時，原授課教師或導師均應在場；其課程及教材，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ㄧ）部定、校訂課程：校外人士協助教學之課程及教材，原授課教師應事先與校外

人士討論，並納入本校課程計畫，經本校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後，於開學前報

主管機關備查，並以書面、網站或其他多元管道，向學生及家長說明。 

（二）非部定、校訂課程：校外人士協助教學之課程及教材，原授課教師應事先與校

外人士討論，並於二週前提出申請表，由本校組成審查小組（審查小組成員包

含行政人員、教師代表、家長代表）進行審查，並以書面、網站或其他多元管

道，向學生及家長說明。 

校外人士進入本校協助前項第一款部定、校訂課程教學有臨時性需求者，學校應

於課程開始一週前，準用前項第二款審核機制辦理。學生或家長申請閱覽第一項第一

款、第二款教材者，本校應予提供。 

五、 校外人士協助教學或活動，應遵守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相關法規（如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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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法、性別平等教育法）及國際人權公約（如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兒童

權利公約、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之規定。  

六、 本校進用或運用校外人士協助教學或活動，應遵行下列規定： 

（一）事先瞭解校外人士協助教學或活動之目的、宗旨及實施方式。 

（二）明確告知校外人士本要點之規定。 

（三）符合各該教育階段學生成長及學習需求。 

（四）不得為特定政治團體或宗教信仰從事宣傳或活動。 

（五）不得有商業或為其他利益衝突之行為。 

（六）私立學校應符合教育基本法第六條第四項規定。 

七、 校外人士如為志願服務者（以下簡稱志工），本校應依志願服務法之規定，進行召募、

訓練、管理、運用、輔導、考核、保險及其他相關事項；志工並應遵守志願服務法之

規定、志工倫理守則及本校訂定之規章。 

八、 長期協助教學或活動之校外人士，由本校提供必要之職能訓練。 

九、 本校應就校外人士協助教學或活動，瞭解其實施成效，作為學校課程及教材規劃之參

考。 

十、 本校由教導處負責校外人士協助教學或活動及家長諮詢、申訴之相關事項。 

前項申訴案件之處理期限不得超過三十日；其未能在規定期限內辦結者，應依分層負

責簽請核准延長，並將延長理由以書面告知申訴人。 

十一、 校外人士協助教學或活動違反相關法規或本要點規定者，本校應終止契約關係或運用

關係，並依相關法令處理。 

十二、 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