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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仁愛鄉萬豐國民小學 109學年度第二學期-期末校務會議書面報告 

【校長】 

共事這些日子在此向各位同仁致上最深的敬意及謝意。 

~謝謝你們~ 

疫情嚴峻感恩大家持續守在自己的崗位上貢獻一己之力。 

一、參加各項活動及比賽： 

    ＊縣運少年籃球第二名 

    ＊校外教學都辦理的圓滿及順利 

二、社會資源的爭取：由衷的感謝這些善心團體將資源的引進，讓學校在校務的 

                      推展上更加順利。 

    ＊籃球隊各項資源 

    ＊孩子生活用品資源 

    ＊學生獎助學金 

三、疫情下任何活動都暫停及取消，在沒有實體的休業式下請導師務必告知學生

暑假期間的任何事項。 

四、暑假值班：值班人員值班時間 08：00~15:30，請於辦公室值班、接聽電話

(訊息傳達)、確實謄寫校務日誌、分文等(其餘按值班相關規定)非值班之行政人員

除休假(請假)及會議研習外到校上班時間為(4小時並自行決定上午或下午)。 

祝福各位順心平安 

大家有緣再相見 

【訓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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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抗疫中結束這一學年，謝謝老師們的協助，讓我們的孩子一個個平平安安的

渡過，這學期訓導工作除了感謝各位老師們的協助及指導，讓訓導工作可以順

利推行，也謝謝各位老師們的配合指教，讓這學期訓導工作可以順利進行，學

生們也都能平平安安，接下來就要放暑假了，還是要不厭其煩的請老師們在次

叮嚀小朋友，提倡正當的休閒活動，勿涉及不良場所，也千萬不要到危險的場

域遊玩，提醒孩子出門在外也必須要懂得保護自己。 

二、 生活常規事訓導工作的一部分。我相信大部份萬豐國小小朋友在校內外有規

矩、守秩序，贏得外界讚賞，是各位老師們努力教導的成果，希望萬豐的孩子

們繼續保持良好榜樣，把好的行為傳承下去。 

三、 暑假期間訓導工作還是會持續進行，因為還有一些成果要做，若有暑假活動在

麻煩大家多多拍照，以利做一些成果的資料蒐集。 

四、 這學期因牆外的交通安全標誌已不堪使用，有在四甲靠近桂花巷的牆面重新製

作常見的安全標誌，希望可以提升學生安全認知。 

五、 這學期有發生畢業學生性平事件，目前正積極處理中，未來若還有機會擔任此

重要職務，會再加強性平宣導工作。 

六、 最近有發現學生使用網路會觀看及模仿網路影片，針對網路使用會再加強宣

導。 

【體育】 

一、 5/17第三級防疫前賽事成績： 

（一）3/6縣運資格賽-第二名。 

（二）3/20全國原住民運動會小學男籃-第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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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5/7全國布農運小學籃球賽-第一名。 

（四）全國聯賽預賽三戰皆敗，繼續加油。 

二、 運動團隊： 

這學期還是秉持著寫完作業及不違規才能練球的規則，這一學期觀察下

來，孩子在校練習狀況普遍良好，善須加強的則是在如何養成孩子自主訓練的

習慣。 

三、導師： 

這一學年接任導師後學習到如何班級經營、生活常規的規範、建立師生關

係及親師間溝通等，對我來說這些都是新的學習，我也會持續的精進自己，讓

自己將來在帶班上更有系統及方法。 

【輔導/特教】 

一、 本學期完成二次親職講座、例行的宣導活動、慶生會。 

二、 六甲兩位特教生業已完成跨階段轉銜流程。 

三、 本學期特教通報鑒定結果，四年級新增一位學障生，目前本校計兩名學障生。 

四、 已為 2位特教生申請下學期巡迴輔導服務。 

五、 目前在編寫特教課程計畫，七月初時配合一般課程計畫上傳。 

六、 再次提醒各導師各生需登錄至少一筆輔導紀錄。 

七、 因為發生學生拍攝裸露影片一事，下學期會優先再次宣導性剝削防治。 

【教務】 

一、 感謝大家本學期的協助，使得教務很多工作得以圓滿達成。 

二、 本學期在本土語縣賽上表現傑出，感謝協助指導的老師們；一頁書的比賽成績



109-2期末校務會議-書面報告，第4頁，共 10頁 

 

也很亮眼。 

三、 由於新冠病毒嚴峻 5/19停課不停學開始展開，5月份學習扶助之篩選測驗皆

未完成，等候上級公文指示再進行。 

四、 暑假學習扶助原則上每班申請節數為 20節，暫定於暑假最後一周實施。 

五、 因目前停課不停學，故期末習作檢閱暫停。 

六、 暑假作業已發至各班；下學期補充教材已完成訂購。 

七、 校務行政系統，本學期該完成的事項(學生成績、基本資料…)，請於暑假前完

成，以便教務做升級。 

八、 寒假及本學期之學習扶助鐘點費，放假前會匯入老師們的存簿。 

【資訊】 

一、 教育部年度資通安全填報已完成。 

二、 本學期共有 4起電腦被駭客入侵都已解決並通報完成。 

三、 感謝昌明主任在資訊方面的協助。 

【圖書/閱讀】 

一、 圖書館管理 

(一)本學期圖書新增：120本 

(二)本學期圖書館開放入館人次/借閱冊數：83人/136本。 

(三)圖書館志工-四名(四甲-余 0安、許 0貞、全 0、吳 0家)。 

(四)防疫期間，定期消毒之外，進入圖書館皆要洗手。 

(五)感謝主任轉介資源捐贈圖書館閱讀墊數個。 

      (六)疫情嚴峻，停課期間，配合防疫政策圖書館未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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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熊愛閱讀—閱讀護照 

(一) 閱讀護照「達標」之同學可獲「閱讀普獎」(本獎由 18度 C文化基 

金會提供獎品)：低年級：60冊以上、中年級：60冊以上、高年級：40

冊以上。 

(二)本學期因停課緣故，改變學生閱讀作法，施行線上閱讀認證，故學生以

線上閱讀為主，熊愛閱讀中年級二人獲得普獎。 

三、愛的書庫—閱讀書箱 

    本學期因停課緣故，僅於二月、四月施行兩次借閱。 

四、感恩、期許 

    謝謝這學期共同努力推動閱讀的夥伴，因為有您們，讓萬豐更加美好。 

【文書】 

一、 請同仁將公文傳送歸檔。 

二、 暑假值班人員務必到文書電腦收文，分文可在自己電腦操作。 

三、 **新的公文電子交換服務系統電子收發文每天只有 8小時,所以每天都必須重

新登入才會收到新的公文** 

步驟： 

一、 到文書電腦的 google/右上方書籤/公文電子交換服務系統/收發憑證登入

49320521。 

二、 在 google新開網頁/右上方書籤/公文整合資訊系統 t02119  tt02119/分文 

三、 文書讀卡機容易接觸不良，所盡量不要將卡片拔除，當登入公文電子交換服務

系統時發現無法連線，需檢查卡片和連接線是否在正確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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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助學基金】 

一、 學產基金、清寒助學金都已發放完成也已上網填報。 

二、 兒福暑假物資宅配會直接送至小朋友家。 

                          謝謝大家，祝假期愉快~ 

【出納】 

一、 這學期的家長會費，因疫情關係尚未收齊，請尚未繳交的班級看是否能從學生

存款提交，以利期末將家長會費轉交至家長會。 

二、 各班學用品費結餘款已貼至辦公室黑板，將隨班繼續沿用。 

三、 因應往後給廠商的款項有些可能會用網銀匯款，所以請各承辦人跟所屬廠商要

他們有往來的金融機構的帳戶資料，方便日後付款，謝謝！ 

【護理師】 

☆考量本年暑假活動仍可能受疫情影響，學校得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最新發布

消息之相關規定及教育部相關規定，完備相關防疫措施。 

☆ 請班導協助叮嚀～ 

一、 本學期末有關傳染病相關公文指示：新冠肺炎 → 落實在假期注重手部衛生習

慣，勤洗手。 

頭蝨 → 叮嚀學生身體清潔衛生的保護，家庭環境衛生的保持乾淨，避免非疾

病傳染的發生。 

腸胃道疾病 → 勿吃生食﹐注意飲食衛生得攝取。 

二、 口腔衛生 

放假期間繼續保持口腔潔牙習慣，尤其睡前刷牙要更重視，避免開學口腔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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齲齒率提升而直接引響學生身體營養得吸收。造成健康體位不良。 

三、身體疾病、傷害 

注意遊戲安全，避免身體傷口或其他意外發生。 

三、 感謝各位老師及主任這學期衛生健康中心行政業務，該學期應完成的業務都如

期順利完成。再次謝謝大家，祝暑假快樂，身體健康，家庭美滿。 

【午餐秘書】 

一、 針對本學期午餐方面需要改進的地方，因疫情緣故，午餐滿意度調查無法進

行，疫情前的食材狀況與新鮮度，以及餐點味道等，都有即時向廠商或廚工提

出，這些都是午餐工作改進的依據，謝謝各位老師平時對午餐的關心與指導，

也謝謝午餐服務隊班級的辛苦服務。 

二、 餐廳及廚房會利用 7/2(星期五)進行大掃除，並清洗、更換桌巾。 

三、 暑假貧困學生午餐費補助(低收 13名；中低收 11名；導師認定 26名)已申申

請完畢，全校 68位小朋友，有 5位小朋友因家庭經濟尚可未申請（共申請 5

天）。 

四、 暑假學校活動有供應午餐，以外訂團膳餐盒處理，幼兒園由幼兒園廚工協助烹

煮。 

五、 本學期營養品補助李曜州已轉專戶，不含在午餐經費中。 

六、 本學期因為疫情關係，停訪午餐食材供應工廠。 

七、 110年 5月 31日止午餐經費結餘為 1,186,404元整。 

【幼兒園】 

一、 下學期招生額滿，招生人數共 15人，目前保留一個特教名額至 7/30(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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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因應新冠肺炎停課，幼兒園創立 LINE群組，每日讓家長填寫 GOOGLE回報表

單，確實掌握停課期間幼兒在家生活及身心健康狀況。 

三、 目前疫情停課至 7/2，因未收到教育處辦理暑期課後留園公文，還無法確定是

否會照常辦理。 

四、 今年畢結業典禮停辦，請結業生家長抽空到校拿證書、畢業紀念冊及禮物。 

【總務】 

一、 感恩 

    感謝同仁對總務處的協助與支持，祝福大家在新的一年身體健康、平安順利 

二、 宣導事項： 

    1. 防災宣導人人有責，請保持防災意識與警覺，如發現校內公  

       務有損毀情況請通知總務處修繕。 

    2. 出席各種會議及研習活動請自備環保杯，並將節約能源與資 

       源再利用的好習慣落實於日常生活及校園之中。 

    3. 物品及財產若有搬動，請知會總務。 

    4. 暑假期間請各班記得將教室所有電源關閉，宿舍也一樣。 

三、109學年度第二學期預計採購案如下： 

    1. 幼兒園遊戲區改善。（600000元） 

    2. 跑道 PU重鋪及國小遊戲區改善。（2000000元） 

四、防災教育宣導、防護團動員等校園安全下學期希望更落實。  

五、設備及器材檢修和維護、補強。蓄水池清洗、飲用水維護、花草  

    樹木剪修、電梯等保養都有按計畫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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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全校日常其他機動性採購及設備維護檢修。     

結語：還是謝謝大家的協助。 

【教導】 

一、 感謝各位老師這一年的配合與協助，疫情的影響，讓我們下學期受到很大的影

響，不過大家在應變能力上非常即時，讓校務都能夠順利推展，孩子的學習也

不中斷，計畫總會趕不上變化，仍需要有未雨綢繆的準備。 

二、 ｢對事不對人｣、「公私分明｣，「和諧中庸｣，這一直都是我們萬豐團隊的優良傳

統，期望來年能夠延續這樣的精神，繼續讓這份幸福感傳遞下去。 

三、 今年暑假的活動因為疫情關係，全部取消，待寒冬過後，來年能夠再次給孩子

更多元有趣的營隊活動，拓展學生學習領域與生活經驗。 

四、 再次提醒暑假期間，公文公告辦理的事項也不能中斷，尤其是有期限的請盡早

辦理，不要造成在校值班同仁的困擾，教育處承辦人打電話過來催促口氣都不

是很好，大家互相合作先從做好份內之事做起，以一個教育同業的角度來說，

我們真的要珍惜這樣還有寒暑假可以休息的工作。 

五、 如果沒有疫情的影響之下，110學年度開學日是在：8/30（一），屆時會於前

一週辦理教師備課的工作，請同仁務必排除萬難。 

六、 開學當天有開學典禮，友善校園週宣導活動，暑假作業優良名單選拔、行事曆

編排等活動，請同仁勢必做好先期準備工作。 

七、 代理老師因為七八月不支薪水，所以暑假公文業務調整如下： 

訓導+體育業務 → 由教導主任暫代。 

文書業務      → 各值班同仁。 



109-2期末校務會議-書面報告，第10頁，共 10頁 

 

資訊業務      → 由總務主任暫代。 

圖書業務      → 由教務組長暫代。 

註 1：八月份待人事確定以後，再行公告調整。 

註 2：8月 20日代理老師起薪以後，業務就回歸到各自承辦老師。 

八、 再次感謝各位同仁，對於教導處辦理各項活動的配合，三年的磨合也讓彼此都

能合作無間，新的一年，期望老師能繼續給予建議與敞開心胸，一起來為萬豐

部落的教育付出一份心力。 

祝大家：暑假愉快，也願世界早日脫離疫情苦海，讓生活回歸正常。 

【討論事項】 

1. 推展籃球特色經費會計科目移除，將經費回歸校務捐款，提請討論。 

說明：過去學校為發展籃球特色課程教學，設立了推展籃球特色課程經費的會

計科目，讓籃球訓練課程得以專款專用，並且經費運用上較為有效率，因未來

有一些人事更替，是否解除籃球專戶，讓經費回歸到校務捐款科目。 

決議：將籃球專戶經費回歸到校務捐款帳戶。 

【臨時動議】 

1.本學期課程推動討論與回饋，研擬下學年課程實施方針。 

2.本學期教育優先區計畫推動討論與回饋，提出下學期計畫實施的改善方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