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9學年度家長會代表大會
校務工作報告

時間：109年9月18日下午7:30

地點：演藝廳

主席：李會長夏蘭

出席：全體家長會代表

列席：鐘啟哲校長、各處室主任

記錄：郭慧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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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育部新課綱-武漢READY

七年級彈性特色課程

1. 圖書館利用教育

2. 英文FUN單字

3. 潭水藝文

4. 武漢樂學家

八年級彈性特色課程

1. 英文LIVEABC

2. 數學閱讀

3. 水中捉閱

4. 武漢樂學家



健康快樂、敦品勵學、卓越創新

2.營造英語學習環境

1) 1.英語單字檢測:配合國際化潮流，加強學生英文能力，舉辦
英語單字檢測活動，每次段考前一週週三舉辦，做好紮根工
作，提升英語實力。

2) 2.午餐時間進行ICRT英語廣播頻道播放，News Lunch Box。

3) 4.本學期段考時間:請家長督促孩子認真準備。

段 考 第 一 次 第 二 次 第 三 次

日 期
10/15(二)
10/16(三)

12/03(二)
12/04(三)

1/16(四)
1/17(五)
1/20(一)

九年級全市試模擬1-4冊測驗於12月中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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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適性輔導-拔尖扶弱

1) 1.九年級學術社團上課時間：平日~5:30PM、週六上午。

2) 2.鼓勵學生參與各項校內外競賽增廣學生視野 :

A. 全市英語讀者劇場競賽(108學年度全市英劇比賽第三名)

B. 國語文、閩語、客語、原住民、新住民語競賽

C. 自然科科展競賽(龍潭區第一名、全市第二名)

D. 資訊教育相關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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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適性輔導-拔尖扶弱

3) 學習扶助本學期開辦四個班，分別為

A. 七英：開課教師：詹嘉玉教師，上課時間：第九節。

B. 七數：開課教師：張君怡教師，上課時間：第九節。

C. 八數：開課教師：廖翎雯教師，上課時間：第九節。

D. 八數：開課教師：陳嘉駒教師，上課時間：第九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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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專業精進成長/新版網頁

※本年度各項計畫與社群

1.積極辦理與參與各項新課綱研習、

2.潭水藝文學習社群、

3.提升國中小英語能力學習計畫。

※108學年度啟用武漢國中新網頁，新增「學生家長專區」

http://www.whjhs.tyc.edu.tw/ 。歡迎各位學生家長多加瀏覽

點閱與查詢許多升學相關等資訊。

http://www.whjhs.ty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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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智慧教室、科技翻轉

1) 每班設置觸控式電子白板、IRS即時回饋互動系統。

2) 智慧教室、智慧課堂、科技融入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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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處



生活教育輔導
• 服裝儀容：請家長能與學校配合共同督促同學遵守生活常規與服裝儀容
規範，鼓勵親子共讀學生手冊瞭解相關校規與辦法。

• 請假流程：學生當天早上因故不能到校上課，請家長於07：20～07： 40 
打電話至學校代為請假（學務處：4806468 分機310-316），學生返校
上課三日內，需至學務處領取請假單填寫，並請家長、導師簽名繳交假
單。

• 逃生防災：請家長協助孩子填寫聯絡簿之家庭防災卡，以備不時之需。
• 交友與課後安全：請留意子女交友狀況與課後、假日外出地點，及逗留
網咖、撞球場、釣蝦場等複雜場所，減少交友複雜問題。

• 菸檳宣導：請勸導子女勿吸煙、飲酒、嚼食檳榔。
• 水域宣導：請家長陪同並提醒切勿到危險或沒有救生人員的水域玩水
• 詐騙宣導：家長如接獲類似詐騙電話，請先向學務處或警衛室查證。
• 手機使用宣導：手機申請需經過家長與導師同意後，才可攜入校園並遵

守使用規定，進入校園至下午放學離開校園前不得開機。健康快樂、敦品勵學、卓越創新



交通安全教育

• 勿騎乘摩托車或電動摩托車。

• 騎乘自行車上、放學請戴安全帽，車身裝設反光片。

• 家長開車接送者，請勿於校(側)門口正前方上、下車，且勿

併排停車與逆向停車接送孩子，家長可多多利用校門左右

兩側的家長接送區，以維護安全及交通順暢。

• 行經336巷請務必提醒孩子們靠邊走，不要併行與奔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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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上學)

教職員(上班)

學生(放學)

教職員(下班)

地下室
停車場

校內上放學交通動線-人車分道(同進同出)



學生獎懲辦法

• 學生若有犯錯，老師會給予孩子機會說明犯錯原因，之後加以

輔導，讓孩子在錯誤中學習。若孩子表現良好，老師會給予正

向鼓勵及嘉獎，若孩子不斷犯錯，屢勸不聽則會依武漢國中學

生獎懲辦法來懲處。(懲處之前也會充分與家長溝通並告知)

• 學生銷過原則以該學期記的過要在該學期銷掉，若被記過的學

生可在觀察期滿後，經導師同意以愛校服務或愛班服務銷過。

若未銷過將會影響升學成績。

健康快樂、敦品勵學、卓越創新



服務學習
• 服務學習時數重點說明：

• 服務時間：以假日、課餘之適當時間進行服務，利用課堂時間所
進行之服務不列入志願服務學習認證(除特殊狀況經學務處認可)。

• 服務範圍：

1. 校內：由學校各處室提供或由教師指導下之校內服務性活動。

2. 校外：政府立案之公家機關(警察局、圖書館、消防局..等)、
法人團體機關(構)、地方發展協會辦理之服務學習活動。參加
校外服務學習時，於服務前至學務處訓育組確認服務單位是
否符合規定？完成服務學習後，需將申請書及服務時數證明
文件，交回學務處協行老師認證與登錄。

3. 教育局核可單位：可參考桃園市教育局學府校安科網頁或武
漢國中學校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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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學習

• 注意事項：

1. 每位學生高中升學至少需要服務時數 34 小時。五專升學至少

需要服務時數 60 小時。 (未擔任幹部之情形)

2. 依據「桃連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超額比序項目積分對照

表」項目中「服務學習」部分：

1) 擔任班級內幹部、自治市幹部及社團幹部任滿1學期，經

考核表現優良者得2分。

2) 志願服務學習時數，每1小時0.3分。

3. 擔任班級或學生幹部上限為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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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教育
◆健康檢查矯治獎勵

為提升學生對自我健康狀況的瞭解與重視，學校目前提供以下獎勵辦法，
請家長協助配合：
1.孩子健康檢查結果若正常或無異狀者，請家長簽收健檢結果通知書，
並繳回回條，學校將給予孩子獎勵卡以玆鼓勵。
2.孩子健康檢查結果若有異常者，經學校通知需矯治後，煩請家長陪同
孩子於一個月內前往醫療單位複查或診治，相關回條經醫療單位蓋章、
繳回健康中心後，學校將給予孩子獎勵卡以玆鼓勵。

◆餐後口腔潔牙活動
校內實施午餐後潔牙活動，請家長睡前也請督促孩子刷牙，一旦發現齲
齒務必至牙科矯治。

◆健康的體位推廣
為增進健康且建立學生正確之飲食營養知識，減少肥胖、心血管疾病等
罹患率的發生，學校積極推廣體重控制應為重要之衛生政策並成立相關
學生社團。希望藉此協助BMI超標的學生養成良好習慣、正確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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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學期重要活動

➢9月28日(一)教師節慶祝活動

➢10月初開始各年級校慶運動會預賽

➢10月5-6日(一、二)辦理八年級戶外教育

➢10月20日(二) 全校流感疫苗施打

➢11/7(六)辦理16週年校慶運動會

➢11/9(一)補假。

➢11月18-20日(三、四、五) 辦理九年級戶外教育

➢11月27日(五)七年級新生健康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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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社團‧健康優質(七、八年級)

七年級社團 指導老師

日文欣賞社 盧中和

玩埤社 吳聲昱

美術社 傅旋

越南文化社 阮明月

體適能社 羅培文

籃球社 蔡和霖

圍棋社 楊榮華

直排輪社 陳德峻

八年級社團 指導老師

日文欣賞社 盧中和

玩埤社 吳聲昱

美術社 傅旋

越南文化社 阮明月

羽球社 黃瑪瑙

籃球社 蔡和霖

西式划船社 黃金源

圍棋社 陸珈楷

直排輪社 陳德峻

社團名稱 指導老師

族
語
課
程

阿美族語社 洪裎寓

泰雅族語社 方瑞玉

排灣族語社 周娟如

太魯閣族語社 梁宋玉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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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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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養午餐供應

•協助經濟弱勢學生午餐全額補助共83人，佔用餐學
生比16.90%。

•合約供應廠商：津味、裕民田等二家供應廠商。

•學校網頁家長專區午餐網頁可以查詢每月菜單、學
生用餐情形、午餐相關連結網站。

•規劃上下學期無預期抽驗廠商辦理情形並進行全校
滿意度調查，掌握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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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接送區

•為了學生上下學交通安全，學校重新

規劃管理家長接送區，以利家長安全

接送學生。

•基於敦親睦鄰，已規劃將學校門口

兩側後半段區域，規劃平時給社區

停車使用，逢學校大型活動期間將

會暫停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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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中心暨圖書館外擴工程
•為了學生有良好的閱讀空間，學校建
置環境非常舒適溫馨的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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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七八年級班級教室冷氣設備

•本學年度向市府申請七八年級教室冷氣補助建

置，核定補助 89萬元整，以利提供學生升學

更優質的學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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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學年度建置非營利幼兒園

•地點規畫：後門的大草原

•預計於111學年度起招收2歲2班、3~5歲4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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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室



輔導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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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關懷校內上學期課程班：

•生涯探索班：

聘請：方曙商工餐飲科教師專業指導。

上課時間：每週五的社團時間。

•美容美髮班：

聘請：新生醫校美髮造型科教師專業指導。

上課時間：每週四的第5-6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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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高關懷校外教學活動：
• 與資料組合辦七、八、九年級生涯發展教育校外教學活動。
• 校外教學時間：11/9(一)運動會補假
• 校外教學地點：新竹市六福莊
• 校外頑皮玩埤鐵馬行：
• 目的：結合校內彈性水資源課程與訓練學生的體能與毅力，以騎
單車方式體驗生活環境中埤塘之自然與人文特色，希望藉由桃園
千塘鄉之特色，帶領孩子於大自然中學習生活素養，提升學習動
機，並符合108課綱之精神。

• 上課時間：暑假
• ★以上活動皆會發放家長同意書，並於學校首頁公告研習資訊，
同時協助學生辦理活動過程期間之平安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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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弱勢家庭的愛心照顧：

• 提供愛心早餐之服務：贊助協會：瑪潮協會

• 領取時間：上課日的早上7:40 (目前全校有15位孩子受惠)。

• 提供每月免費物資包：贊助協會：安德烈協會

• 領取時間：每月月底，由輔導組發放領取通知單 (目前全校有3
位孩子受惠)。

• 提供每月800元的助學金贊助協會：有愛基金會

• 領取時間：每3個月領取1次，由輔導組發放領取通知單 (目前
全校有6位孩子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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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學期親師生研習講座：

➢本學期預定辦兩場親職講座，目前講師與時間未定，屆

時將發放家長同意書，並於學校首頁公告研習資訊。

➢辦理時間: 星期五晚上7:0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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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生涯發展教育活動：

1) 11/9(一)運動會補假~七、八、九年級生涯發展教育校外教學
活動，地點：新竹市六福莊屆時請各班導師推薦班級表現優異
學生。

2) 11/11(三)七年級生涯發展教育宣導。

3) 12/16(三)八年級職群體驗入班活動。

2. 心理測驗施測：

1) 第4週七年級智力測驗施測。

2) 第8、9週八年級師大職涯性向測驗施測。

3) 第8週九年級師大職涯興趣量表施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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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生涯輔導手冊：

請家長陪同孩子藉由手冊內之各類測驗結果、學期成績、老師意見，
共同討論孩子未來生涯規劃。

4. 九年級技藝教育課程：

(1)9/15(二)九年級自習課召開【技藝教育課程說明會】

(2)9/17(四)開始上課

(3)開班狀況:

109學年度第1學期~永平-餐旅職群，方曙-餐旅職群，育達-商管職群。

109學年度第2學期~永平-動力機械職群，方曙-家政職群，育達-設計
職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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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本學期各項適性輔導宣講： 11/27(五) 晚上~九年級適性
入學宣導家長場，地點:會議室(待文，暫訂)

6. 學習中心：

(1)本學年導師：羅盛昱老師。

(2)開課日：在9/2(一)正式開課。

(3)每次段考皆設立特殊考場服務。



治療團隊入校
本學期特殊教育專業團隊諮詢服務，預計42小時。
(一)心理治療：23小時
(二)物理治療： 4小時
(三)職能治療： 8小時
(四)語言治療： 7小時

申請身心障礙學生教科書補助：4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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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109年9月18日下午8: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