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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年 3 月 15 日行政會報報告資料： 

 

●教務處 

教務主任 

1、 4 月份行政會報將彙整行政人員已完成 109 學年度公開授課名單，有關

公開授課請同仁們盡速安排，相關說明皆於上學期每個領域教學研究

會進行多次講解，若有疑問請聯繫教務處。 

2、 4 月 12 日(一)、5月 3 日(一)本校承辦新北市英語適性分組教學實務

工作坊研習。 

 

教學組 

1、 3 月 19 日(五)07:50～08:10 進行七、八年級英語單字大會考，請暫停

直播或升旗。 

2、 3 月 22 日(一)早自習至第二節課進行國中教育會考各科試題預試施測，

預計使用教室：分組教室 1、分組教室 2。流程如下： 

(1) 進各班抽選預試的學生(1~7 班抽選 6 班，每班約抽選 13~14 名學

生)。 

(2) 帶至指定教室，進行測驗說明。 

(3) 進行測驗，時間約 70～80 分鐘(國、英、數、社、自隨機抽選一

科)。 

3、 3 月 23 日(二)升旗時間將進行九年級許願祈福活動。 

4、 3 月 31日(三)、4月 1日(四)為全年級第一段考，協請學務處調整數學

考科的鐘聲及 3 月 31 日(三)的打掃時間。 

 

註冊組 

1、 註冊組報名時程與事項： 

時間 報名項目 地點 

3 月 9 日 (一) 新北市特色招生專業群科 瑞芳高工 

3 月 11 日 (四) 國中教育會考 鶯歌高職 

3 月 18 日 (四) 臺北市特色招生專業群科 士林高商 

4 月 9 日 (五) 領取會考准考證 鶯歌高職 

感謝九年級導師協助各項報名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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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九年級第二次志願模擬選填提前至3月25日(四)開始，至4月9日(五)

結束。安排在綜合領域輔導課實施，註冊組安排行政人員巡堂，同學

只可上機使用系統模擬選填及上校網【畢業生專區】了解升學資訊。 

3、 3 月 19 日(五)09:00 核發九年級學生申請的身分證。 

 

課研組 

1、 4 月 1 日(四)至 9日(五)為校慶系列活動之校園書展時間。 

2、 4 月 15 日(四)09:00～11:00 辦理綜合領域研習，邀請李儀婷老師進行

「從心遇見自己，照亮孩子」講座（十二年國教前導學校增能系列講

座），地點將視報名人數決定，歡迎全校教師共襄盛舉。 

3、 4 月 21 日(三)12:05 召開本學期第 1次課程發展委員會，目前提案

有： 

(1)審查本校 110 學年度第 1 學期校定課程計畫； 

(2)審查本學期校外人士協助教學的得勝者課程更換教師案。 

4、 新店圖書館利用教育因館方時間及人力安排，4 月 29 日(四)707 班及

708 班將改至 6 月 10 日(四)辦理。 

 

資設組 

1、 校務行政系統若有需要更動模組權限，請聯繫資設組。 

2、 為使各項活動及會議進行順利，學校場地借用請務必至校務行政系統

登記，經審核通過後方可使用；若需使用相關電子設備(筆電、大屏、

投影機等)亦請提前測試。 

3、 行政電腦訂於 4 月 8 日(四)換發，請務必提前備份。 

4、 已購買電腦教室(工家大樓)新的室內拖鞋，請衛生組協助於 3月 16 日

(二)前安排學生清理鞋架並丟棄舊拖鞋。 

 

 

●學務處 

學務主任 

1、 有關 4月防疫值班人員請詳見附件一，也感謝各處室的協助。 

2、 4 月 10 日(六)當日為本校 75 週年校慶暨社區運動會，時間及工作分配

於會後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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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育組 

1、 除段考前一週外，每週二早自習皆為朝會升旗時間，如各處室有頒獎

項目，請於上班日前一天中午提供獎項和名單，另外也於頒獎當天

07:40 至頒獎地點集合受獎學生。 

2、 75 週年校慶暨社區運動會當日 10:00~13:00 的園遊會，擺攤地點在各

班，如各處室有攤位，可向訓育處索取「減塑攤位調查單」，並於在 3

月 19 日(五)中午前繳，以利攤位安排。 

3、 七年級校外教學已招標完畢，出發時間為 4 月 28 日(三)，地點為桃園

探索體驗中心。 

4、 九年級畢業紀念冊還有部分行政人員尚未繳交照片，名單於會後各別

通知，也請務必於 3 月 17 日(三)放學前提供訓育組。 

 

生教組 

教育局來函學生得依個人對天氣冷、熱之感受，選擇穿著長短袖或長短褲

校服。天氣寒冷時，學校應開放學生在校服內及外均可加穿保 暖衣物，例

如便服外套、帽 T、毛線衣、圍巾、手套、帽子等。 

 

衛生組 

1、 七年級學生社區服務學習，定於 3 月 18 日(四)、4 月 1日(四)第六節

課，分兩梯次進行。 

2、 紙類回收時間原則上是 3週一次，本月份回收時間訂為 3 月 18 日(四) 

08:00，請各辦公室同仁先行將回收物品分類，讓同學於表訂時間帶至

回收場前廣場。 

3、 學校及幼兒園如有人員因空氣品質惡化肇致身體不適，或嚴重影響校

務行政事項者，通報學務處處理，另於空氣品質不佳時，視情形撤離

戶外活動人員至室內，並做好基本防護準備。 

 

體育組 

1、 3 月 20 日(六)至 22 日(一)本校角力隊參加全國原住民運動會，地點在

宜蘭，由余教練帶隊前往，也預祝學生這次比賽能獲得好成績，也請

同仁鼓勵角力隊的選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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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75 週校慶暨社區運動會，下午舉辦師長趣味競賽，請行政同仁踴躍報

名參加，報名截止日 3 月 19 日(五)中午前。 

 

健康中心 

1、 近期校內腸胃症狀的學生較多，國內群聚事件檢出病原體以諾羅病毒

為主，提醒老師們多肥皂洗手及辦公室環境漂白水消毒(酒精對諾羅病

毒無效)。 

2、 漂白水對黏膜、皮膚及呼吸道具刺激性，使用需注意環境通風及戴手

套、口罩，如有班級在各處室協助消毒時，記得提醒學生正確使用漂

白水的方法，避免學生因嬉戲或不當使用導致傷害。 

 

 

●總務處 

1、 工家大樓前方職務宿舍拆除案，目前進入府簽核定報議會送審資料階

段，3 月 8 日(一)下午已送教育局備審資料，預計於 4 月份進議會備詢。 

2、 為加強植草磚停車場區域照明度，已於3月 8日(一)下午完成植草磚區

域 照明設備安裝工程。 

3、 3 月 12 日(五)進行 3 座發電機維修(文碧、敬業、綜大)，並於 3 月 13

日(六)下午時間進行測試驗收。 

4、 有關本校設置非營利幼兒園案，業已於 2 月 26 日(五)召開第四次空間

規劃討論會議確認規劃位置，教育局預計 3 月 17 日(三)15:00 到校進

行會勘，擬俟會勘決議後辦理經費評估編列事宜。 

 

 

●輔導處 

輔導組 

1、 3 月 18 日(四)第 6節辦理八年級心理衛生講座，由林宜旻老師主講

「我的愛情很戲劇」。 

2、 3 月 8 日(一)七年級得勝者課程、幸福文中學堂課程開始。 

3、 3 月 11 日(四)友善校園訪視學輔工作，感謝各處室共同協力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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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組 

1、 3 月 16 日(二)14：00 將召開志工幹部會議，各處室如有活動需志工隊

支援，請將活動名稱、內容、所需人數等相關訊息於 3月 15 日(一)下

班前提供給資料組，以便會議中進行討論。 

2、 志工相關表格已置於 109-2 行政用\109-2 文山志工服務專區，提供各

運用單位使用。 

3、 九年級合作式技藝教育課程： 

本學期開設六職群，共 139 位學生參加。3/4(四)正式開始上課，學生

集合後會進行額溫量測及酒精手部消毒，搭乘遊覽車全程皆須戴口

罩。 

(1) 上課時間：110.3.4-6.3 每週四 5~7 節（共計上課 11 次），週四遇

國定假日、複習考、段考第一天、會考當週暫停課程。  

(2) 開設班別： 

班別 

職群 

G莊敬 

食品職群 

H耕莘 

醫護職群 

I能仁 

家政職群 
(美容美髮)

J南強 

藝術職群 

K大誠 

電機電子

職群 

L大誠 

動力機械

職群 

學生 

人數 
21人 26人 21人 22人 25人 24人 

導師 
張佑宇 

老師 

蕭啟仙 

老師 

蘇昭碧 

老師 

武興漢 

老師 

蔡文進 

老師 

蔡偉森 

老師 

集合 

時間 
12：30 12：30 13：00 12：30 12：30 12：30 

交通 

方式 

出校門口對面下坡， 

至中興路橋下乘車 

出校門口

對面右轉

上坡，直

接步行前

往 

出校門口對面下坡，至中興路橋下乘

車 

 

 

集合 

地點 
 文碧樓川堂(學務處旁) 

4、 109 學年度新北市技藝競賽已比賽完畢，感謝各處室、帶隊老師及九年

級導師的協助，今年全市約有 1700 位選手參賽，本校共 25 位選手參

賽，12 位選手獲獎，成績如下： 
競賽主題 名次 班級座號 姓名 指導學校 

電腦繪圖 
第二名 90404 林怡均 

能仁家商 
佳作 90410 鄭  琇 

機械基礎工作 

(鉗工) 
佳作 90824 林韋辰 

大誠高中 
機械基礎工作 

(車床) 
佳作 90430 陳閩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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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識圖與製圖 佳作 
90840 姚博宸 

90234 謝家揚 

中式麵食加工 佳作 90228 楊富翔 

基本電子應用 佳作 
90429 陳彥騰 

南強工商 
90526 林禹佑 

廚藝製作 佳作 90705 陳宜蓁 

莊敬高職 產品行銷實務 佳作 90706 陳妘萱 

中英文文書處理 佳作 90122 沈書丞 

 

特教組 

1、 3 月 20 日(六)辦理資優鑑定初選，考生共 82 人，將利用 906、907、

801 與 802 為正式考場，敬業三樓分組教室為預備考場。請學務處於 3

月 19 日(五)協助確認 3 月 20 日(六)學校鐘聲是否設定關閉，校園環

境維護，特別是凌碧二樓至三樓的廁所、走廊以及校門口環境整潔。

請總務處協助確認 3 月 20 日(六)當日校園無工程進行以及水電的供應

情況正常。 

2、 3 月 13 日(六)、4月 24 日(六)、5月 8 日(六)、6月 5 日(六)辦理國

小周末科學工作坊。 

 

 

●補校 

1、 中餐丙級證照班順利進行中，週四晚會較晚下課，感謝校長與大誠張

校長到家政教室關心、感謝資設組長把器材補齊、感謝任教老師的認

真教學，也感謝警衛先生的包容。 

2、 補校於校慶擺攤、一甲跳越南舞、二甲唱印尼歌曲，下午參加趣味競

賽。 

3、 校慶當天上午校友與退休同仁回娘家、話家常，10:00~12:00 於文碧二

樓會議室進行校友慶祝母校 75 週年校慶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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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日期 4月5日 4月6日 4月7日 4月8日 4月9日 4月10日

值週 陳隆棋 陳隆棋 陳隆棋 陳隆棋 陳隆棋

賴敬惠 王薏晶 吳婉真 汪素玲 高楷鈞

陳信安 趙慧芳 連子萱 張佑宇

林育慈 林育慈 林育慈 林育慈

日期 4月12日 4月13日 4月14日 4月15日 4月16日

值週 邱文豪 邱文豪 邱文豪 邱文豪

詹其穎 邱思敏 吳婉真 蕭偉智

蔡曉菁 劉芳妤 鄧美蘭

林育慈 林育慈 林育慈 林育慈

日期 4月19日 4月20日 4月21日 4月22日 4月23日

值週 蔡錦陽 蔡錦陽 蔡錦陽 蔡錦陽 蔡錦陽

程翊雯 賴敬惠 王薏晶 吳婉真 汪素玲

陳允和(志工) 蔡曉菁 趙慧芳 連子萱

林育慈 林育慈 林育慈 林育慈 林育慈

日期 4月26日 4月27日 4月28日 4月29日 4月30日

值週 廖信榮 廖信榮 廖信榮 廖信榮 廖信榮

高楷鈞 詹其穎 邱思敏 吳婉真 蕭偉智

陳允和(志工) 陳純慧 劉芳妤 鄧美蘭

林育慈 林育慈 林育慈 林育慈 林育慈

新北市立文山國民中學校門口額溫量測人員值班表(110年4月份)

如有任何問題或請假請事先告知學務主任。

值勤時間：週一至週五7：00~8：00前結束。參予人員每次補休一小時

休假

補4/10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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