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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北市立文山國民中學 110 年 1 月份行政會報會議紀錄 

壹、時間：110 年 1 月 18 日 8 時 10 分 

貳、地點：文碧 2樓會議室 

參、主席：黃校長美娟     記錄：陳純慧    

肆、出席人員：28 人，如簽到表                                

伍、會議紀錄： 

一、 各處室報告： 

1、 教務處補充報告： 

(1) 1 月 21 日(四)10:10～12:00 與新北市教師會合辦，邀請到劉繼文

老師進行演講，本研習亦開放部份名額予校外教師，敬請各位同

仁踴躍出席。 

(2) 請學務處承辦組長提前開設研習，以利備課日當日線上簽到。 

2、 學務處補充報告：因應目前國內疫情升溫，相關新資訊除公布於

校網和幸福文中群組外，也會轉知各年級級導師，請級導師協助

轉發，並請保持訊息暢通，以利後續相關填報工作進行及最新消

息之傳達。 

3、 總務處補充報告： 

(1) 1 月 20 日(三)15:30 假文碧二樓會議室召開非營利幼兒園空間規

劃討論會議。 

(2) 有關本校綜合大樓地下停車場入口加劃雙黃網線事宜，已獲通知

將於 1 月 25 日(一)09:30 交通局景美工務段會同相關單位到校會

勘。 

4、 其他處室報告內容詳如附件。 

二、 主席裁示事項： 

1、 因教育局對本校行政團隊的認同，本學期承辦了許多大型活動，

除實質上增加的行政費用，支應校內預算的缺口，也在無形中提

供同仁們許多學習的機會，並讓各縣市長官及其他學校外賓認識

文山國中。 

2、 防疫沒有假期，寒假期間請確認聯絡網功能暢通，以利相關通報。

另寒假期間進出校門人員，麻煩請警衛協助量測體溫，並落實實

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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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年 1 月 18 日行政會報報告資料： 

 

 

●教務處 

教務主任 

1、 本學期有公開授課之教師請記得上傳公開授課相關資料，紙本請掃描

成 PDF 檔，檔案上傳位置：「share-109 學年度-109 學年度上學期- 

109-1 公開授課」。 

2、 1 月 12 日(二)全日於本校辦理新北市「教育實驗課程論壇暨成果發表

會」圓滿結束。 

3、 1 月 26 日(二)至 28 日(四)辦理七、八年級【希望種子「手工的溫度」

營】，對象為本校弱勢學生（營隊免費）。感謝蔡玉卿老師、詹其穎

組長進行授課。全程參與營隊且表現良好的同學，每人可獲得勵學金

200 元，做為新年祝福小紅包。 

4、 1 月 30 日(六)於花蓮舉辦教育部全國自走車大賽，由蕭偉智主任帶隊

參賽。參與同學如下： 

隊伍 隊名 隊員 

第一隊 新北文山雙碧 701 詹○瑀、702 范姜○晴 

第二隊 新北文山創客 801 賴○泰、701 顏○悠 

第三隊 新北文山戰士 803 張○煥、803 陳○䨤 

觀摩隊員 703 陳○睿 

5、 本校針對本校九年級複習考該科在 B+ 含以上的學生，提出增 A講座

計畫報名統計結果如下：作文 43 人、國文閱讀理解講座 33 人、數學

25 人、自然 19 人。歡迎老師們參與觀摩。 

6、 期末寒假行事曆經主管會報討論確認。已於 1月 15 日(五)公告校網，

不再另發紙本。 

 

教學組 

全年級事項 

1、 1 月 11 日(一)至 15 日(五)七、八年級第八節輔導課及全年級學習扶助

課程將全部結束。 



 

 

 

2 

 

2、 九年級輔導課及晚自習於 1月 19 日(二)結束。 

3、 寒假全年級學習扶助上課時間：1月 25 日(一)至 1 月 29 日(五)上午四

節課。 

 

九年級事項 

1、 九年級寒假輔導課為 1 月 25 日(一)到 2 月 5日(五)上午四節課。 

2、 九年級試題研討與自主學習為 1 月 25 日(一)到 2 月 3日(三)下午。 

 

課研組 

圖書館館務 

1、 因應第三次段考與期末盤點圖書館書籍，本學期圖書館休館為 1月 12

日(二)至 1 月 15 日(五)。 

2、 請於 1 月 14 日(四)前歸還所有借閱書籍及書箱。若書籍遺失請至圖書

館進行賠償事宜。 

3、 寒假 1 月 25 日(一)至 29 日(五)，以及 2 月 1日(一)至 5 日(五) 09：

00～12：00 圖書館開放。 

 

註冊組 

第三次段考的輸入截止日為 1 月 25 日(一)15：00 前，請老師在截止日前

輸完成績，以免因系統變換導致成績出問題，謝謝。期末記得請加輸入努

力程度 1、2、3。 

(語補、英會、實數之努力程度無法複製，請老師記得輸入) 

 

資設組 無 

 

 

 

●學務處 

學務主任 

1、 學務處本學期辦理之各項活動，目前已順利完成，感謝行政同仁的參

與及幫忙。 

2、 因疫情關係本學期入校須額量測額溫，也感謝各處室同仁的支援與協

助，讓這學期的防疫工作得以順利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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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育組 

1、 75 週年校慶 LOGO 設計比賽已完成票選，最高

票為 803 班遲○起(如右圖)，感謝全校教職員

工學生踴躍參加。 

2、 109 學年上學期補足服務時數的最後時間為 1

月 31 日(日)，如各處室有提供學生服務學習的

機會，請於休業式前將服務時數條給學生。另

9 年級學生的服務時數將於 2 月 27 日(六)截止登錄，如寒假前間有提

供該年級服務時數的處室，也務必於 27 日(六)前給學生時數條，以利

後續登入。 

3、 休業式程序表已發放各班(如附件一)，當日放學時間 12:00 由各班集

體放學。 

4、 寒假管樂團到校練習時間如下： 

(1) 1 月 20 日(三)，13:00～16:00，。 

(2) 1 月 21 日(四)至 23 日(六)，09：00～12：00。 

日  期  1/20 1/21 1/22 1/23 

時  段 週三 週四 週五 週六 

09:00~10:25  

〈學校結業式〉

分部練習 分部練習 分部練習 

 休息 

10:35~12:00 合奏練習 合奏練習 合奏練習 

  下課回家 

13:00~14:25 分部練習  

 休息 

14:35~16:00 合奏練習 

 下課回家 
 

樂器 豎笛 長笛 薩克斯風 法國號 低音號 小號 長號 打擊 

教室 凌碧二樓

901 

凌碧二樓 

902 

凌碧二樓

903 

敬業二樓

會議室 

C201 

敬業二樓

家政教室 凌碧 5樓

501 教室 

合奏室 

 

5、 下學期重要活動日期：4月 10 日(六)75 週年校慶、6月 7 日(一)51 屆

畢業典禮。 

 

生教組 

1、 若有寒假辦理學生活動達 2日以上，務必通知學務處，以利進行校安

通報。 

2、 1 月 20 日(三)第 3節辦理全校交通安全教育戲劇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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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組 

1、 寒假打掃班級：1月 28 日(四)804 班、2 月 4日(四)805 班。 

2、 時值寒假及春節連續假期，避免出入人潮擁擠、空氣不流通的公共場

所，以防呼吸道傳染疾病傳播；倘仍需出入公共場所，請保持室內 1.5

公尺、室外 1 公尺安全社交距離，並注意手部衛生、咳嗽禮節、如有

呼吸道症狀時應佩戴口罩，儘速就醫及在家休息，另如有居家隔離

（檢疫）者或健康自主管理有症狀者，也請在家休息並知會學校。 

 

體育組 

體育班寒假到校練習時間如下： 

1、 角力隊：1 月 21 日(四)至 2月 5 日(五)，09：00～12：00。 

2、 羽球隊：1 月 21 日(四)至 2月 11 日(四)，08：00～12：00。 

3、 籃球隊：1 月 21 日(四)、22 日(五)、25 日(一)至 29 日(五)、2 月 1

日(一)至 5 日(五)下午半天。 

 

 

 

●總務處 

1、 近期凌碧樓多處磁磚剝落，業已向教育局申請地震災損經費補助，目

前已圍出下操場警戒區域，請師生暫時不要靠近該區域，避免發生危

險。 

2、 本校文碧樓、凌碧樓電源改善工程及冷氣能源雲端計費系統裝設業分

別於 109 年 12 月 28 日、29 日報竣工。 

3、 教育局 110 年度消防設備安全檢修得標廠商已於 1 月 13 日(三)09:00

到校進行查修。 

4、 因近日氣溫偏低，造成校園多處地磚隆起破裂，已於 1 月 13 日(三)先

將隆起破裂磚塊切除以避免危險，並已於同日函報局端爭取經費補助，

預計於寒假期間 1 月 22 日(五)起進行後續磁磚修補工程之二階段處理

方式。 

5、 1 月 20 日(三)12:00～14:00 於文碧二樓會議室辦理期末感恩餐會，歡

迎各位同仁共襄盛舉。同日 14:00 召開本學期期末校務會議，請準時

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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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本校預計於寒假期間 2 月 6 日(六)10:00～13:00 進行校園環境消毒，

如行政同仁到校，屆時請緊閉窗戶，避免靠近消毒區域。 

 

 

 

●輔導處 

輔導組 

1、 申請下學期得勝者課程班級: 

(3) 701、702、703、704、706、707、708 共七個班申請「情緒管理」課

程，進行 10 週。  

(4) 705 申請「問題處理」課程，進行 10 週。 

(5) 803 申請「原諒練習步」課程，進行 4 週。 

2、 1 月 26 日(二)、27 日(三)辦理新北市國中小專任輔導教師輔導知能研

習。 

3、 3 月 11 日(四)友善校園訪視，請相關處室於寒假期間備妥訪視電子檔

及相關資料。 

 

資料組 

1、 寒假育樂營：本活動皆由學生自行至教育局育樂營網站報名，參加寒

輔學生須提前至教務處辦理請假手續。 

2、 技藝競賽：九年級 30 位學生參加，名單如下。 
 

編號 班級 姓名 參賽項目 培訓學校 競賽日期 競賽地點 

1 

901 

王○婷 飲料調製實務 莊敬 2/21(日) 莊敬高職 

2 沈○丞 中英文文書處理 莊敬 2/23(二) 能仁家商 

3 高○芸 中英文文書處理 莊敬 2/23(二) 能仁家商 

4 吳○穎 中英文文書處理 莊敬 2/23(二) 能仁家商 

5 陳○蓉 烘焙 大誠 2/21(日) 穀保家商 

6 游○婷 中式米食加工 大誠 2/25(四) 樹人家商 

7 林○諺 機械基礎工作(鉗 大誠 2/23(二) 智光商工 

8 

902 

林○偌 基礎描繪 能仁 2/22(一) 鶯歌工商 

9 林○頴 設計基礎 能仁 2/23(二) 能仁家商 

10 高○宏 機械識圖與製圖 大誠 2/25(四) 泰山高中 

11 謝○揚 機械識圖與製圖 大誠 2/25(四) 泰山高中 

12 楊○翔 中式麵食加工 大誠 2/23(二) 智光商工 

13 903 曾○凱 餐飲服務技術 莊敬 2/23(二) 智光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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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904 

游○瑜 設計基礎 能仁 2/23(二) 能仁家商 

15 林○均 電腦繪圖 能仁 2/22(一) 鶯歌工商 

16 鄭  ○ 電腦繪圖 能仁 2/22(一) 鶯歌工商 

17 林○妡 產品行銷實務 莊敬 2/24(三) 三重商工 

18 陳○騰 基本電子應用 南強 2/20(六) 新北高工 

19 田○易 機械基礎工作(鉗 大誠 2/23(二) 智光商工 

20 陳○豪 機械基礎工作(車 大誠 2/20(六) 三重商工 

21 

905 

郭○廷 基礎描繪 能仁 2/22(一) 鶯歌工商 

22 林○佑 基本電子應用 南強 2/20(六) 新北高工 

23 周○文 機械基礎工作(車 大誠 2/20(六) 三重商工 

24 楊○博 機械基礎工作(車 大誠 2/20(六) 三重商工 

25 906 陳○美 飲料調製實務 莊敬 2/21(日) 莊敬高職 

26 

907 

陳○蓁 廚藝製作 莊敬 2/21(日) 莊敬高職 

27 林○傑 中英文文書處理 莊敬 2/23(二) 能仁家商 

28 陳○萱 產品行銷實務 莊敬 2/24(三) 三重商工 

29 
908 

林○辰 機械基礎工作(鉗 大誠 2/23(二) 智光商工 

30 姚○宸 機械識圖與製圖 大誠 2/25(四) 泰山高中 

★技藝競賽各校培訓時間表： 

學校 培訓日期 時間 交通方式 

能仁 
1/21-22、1/25-27、2/19-20、2/22，

共 8日。 
08：30-16：00 自行前往 

莊敬 
1/25-29、2/18-19，共 7日。(2/1-5

學生自主訓練) 
09：30-16：30 

08:50 至新店捷運站對面

中興路口天橋下搭車。

(2/1-5 學生自主訓練，

請學生自行前往) 

南強 
1/21-22、1/25-29、2/1-5、2/18-

19，共 14 日。 
08：30-16：00 自行前往 

大誠 

車床組：1/21-22、1/25-29、2/1-5、

2/17-19，共 15 日。 

鉗工組：1/21-22、1/25-29、2/1-5、

2/17-19、2/22，共 16 日。 

製圖組：1/21-22、1/25-26、2/22-

24，共 7 日。 

食品組：1/21、1/27-29、2/17-19，7

日。 

08：30-15：30 自行前往 

 

 

特教組 

1、 109 年 12 月 1 日(二)至 110 年 1 月 18 日(一)陸續召開資源班和特教班

學生 IEP 期末檢討會議暨下學期期初 IEP 會議，計 69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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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數理資優班期末 IGP 會議已於 1 月 6日(三)完成。 

3、 1 月 21 日(四)備課日規劃二場特教知能研習：第一場特殊奧運融合運

動，由新北市立新北特殊教育學校張羽柔老師主講，第二場特殊需求

學生課程調研習-幫助孩子在普通班學得更好，請全體教職同仁參加。 

4、 1 月 22 日(五)辦理數理資優班七年級學生參訪國立臺灣大學博物館及

密室逃脫活動。 

5、 1 月 23 日(六)至 25 日(一)寒假國小工作坊，23 日(六)、24 日(日)上

課地點於綜合大樓情境教室及生物實驗室；25 日(一)校外教學課程安

排於仁和鮑魚養殖場，當日上午 9點於鬍鬚張集合。 

6、 2 月 1 日(一)至 3日(三)資優冬令營-東眼山營隊（目前為報名階段，

報名人數滿 20 人始成行）。 

7、 2 月 5 日(五)數理資優班參與 2021 年臺灣國際科展參觀活動。 

8、 2 月 1 日(一)至 25 日(四)辦理新北市身心障礙學生適性輔導安置網路

報名作業。 

9、 2 月 18 日(四)資源班及資優班於開學日同步開課。    

 

 

 

●補校 

1、 110 年 1 月 19 日(二)19:00 補校於文碧二樓會議室期末聚餐(食農教育

成果發表)，歡迎大家共襄盛舉。 

2、 下學期期待能開新課程:中餐烹調丙級證照輔導班，目前正在調查中。 

3、 近日天寒地凍，補校學生多半請假，部分學生仍堅持到校上課，令人感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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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學 務 處 公 告 

 

109 學年度第 1學期休業式程序 

日期：110 年 1 月 20 日（星期三） 

時間 活動內容 地點 參與人員 

第一節 段考 各班教室 任課教師 

第二節 全校大掃除 

(含各類回收) 

全校各班教

室內外掃區 

任課教師 

全校學生 

第三節 交通安全教育戲劇宣

傳 

綜大體育館 任課教師 

全校學生 

第四節 休業式典禮 綜大體育館 全校教職員

及學生 

導師時間 各班教室 各班導師 

 放學 12:00 過後各班集體放學 

說明： 

1. 10:10 請各班至綜合大樓體育館集合，請務必配戴口罩。 

2. 第三節衛生組開始檢查各班內外掃區域整潔，並放置合格(或待修正)通知單，

請各班班長於休業式典禮結束後，攜帶「休業式手續清單」至衛生組核章。 

3. 各班於 1/20 中午 12:00 前完成並繳交「休業式手續清單」後，始可以班級為單

位放學 

祝大家牛年健康幸福!!                  學務處 110.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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