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竹市北區西門國小 109 學年度第一學期期初校務會議記錄
開會時間：民國 109 年 9 月 9 日星期三下午 1 時 30 分
開會地點：本校挹爽樓一樓視聽教室
主

席：陳進豐校長

紀錄：魏紫玲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承辦單位：教務處
壹、主席報告:
開學至今已經 2 個星期，各項已逐步定位，從這周開始 9/12 班親會、9/23 早上 10 點廣達游
於藝開幕、11/21 校慶。今年是 69 周年校慶，明年是 70 周年校慶，今年下半年度會開始籌備校慶。
從民國 41 年至今，所剩校舍最老的是禮堂，已做耐震係數評估。新大樓目前停工中，因為變更設
計還在審核中，原申請教育部的款項只有 13 間，後來更改為 15 間教室，再加上地質不穩，要再增
加費用，也藉這個機會變更很多的項目，像教室裡的設備螢幕、飲水機等，希望能一步到位。也因
為新大樓尚未完工，中棟教室的班級也未能吹冷氣但不收冷氣費用，而未來新大樓完工就可以使用
新教室。目前還有 150 萬款項，可以整修視聽教室，遊戲器材修整也有近 200 萬預算，接著進行相
關招標。幼兒園遊具也會報廢進行改善。
進行各項硬體整修，讓孩子有舒適的學習環境，西門的團隊越來越多，新加入女籃隊。能給
孩子成功經驗，讓弱勢能力有所增長，增加孩子們的自信心，對於國小階段成長是有幫助的。
這六年來增加了 14 班左右，今年所有教室都已經飽和了，明年度沒有教室可以再增班了，會考
慮申請總量管制。從預估班級人數表上，大概 112 學年度開始，學齡人口會急遽下降。西門名聲非
常棒，是大家一起努力的結果，感謝大家。
貳、副會長致詞:
陳會長有事無法前來。誠如校長所言 6 年增加 14 班是給我們學校的一大肯定。這一年來一直處
於防疫期間，也感謝老師們多費心叮嚀孩子，以及在防疫工作上的用心。新學年開始，家長會即將
改選，首先這星期班親會推選班級代表，請老師們幫忙多宣導鼓勵家長們當班級代表，謝謝!
叁、各處室報告：
一、教務處：
(一)近期活動:
1.廣達游於藝-「擁抱梵谷，探索生命的調色盤」:展期 9/23-10/9，開幕時間 9/23 上午 10 點。
2.10/30 萬聖節，12/21-25 一到六年級聖誕節活動周，學生在感受節慶氛圍的同時，也學習節慶相
關的文化。
3.ICRT 五和六年級閱聽小高手，配合班級共同聆聽和每周閱讀單，來增加學童英語的學習內容。
4.校內及全市語文競賽—九月。
5.校內及全市美術競賽—十一月。
6.資訊組協同政男老師招募選手參加新竹市貓咪盃 SCRACH 競賽於 10~11 月舉辦。

(二)閱讀書展活動:
9 月-「主題書展：走進梵谷的世界」:09/14-10/09，4-6 年級參加(圖書館闖關活動)
10 月-「 10/22(四)好書推薦單抽獎活動」2-6 年級。
11 月-「主題書展：我的家庭真可愛」1-3 年級。
12 月-「好書推薦單活動，語文類閱讀心得比賽」2-6 年級。
1 月-「愛閱心視界總檢核—頒發獎品」。
二、學務處：
1.開學防疫措施（量體溫）、缺席人數調查、盤點防疫物資例行工作。
2.上、放學的人員管制。
3.環境衛生整理，利用開學年二天進行大掃除。
4.安排健康檢查、流感疫苗注射。
5.社團活動課間、課後選課。
6.11/21 校慶，1-3 年級大會舞、4-6 年級園遊會擺攤。
三、總務處:
1.目前校園更工程:
a.歌薰樓工程，目前進行變更設計中，經費還是審核中，工程部分先行暫停，目前進度約 90%。
b.暑期進行全校 LED 燈光更換，目前進度開學前會完成教室內部安裝，走廊部分會利用假日施
工。
c.幼兒園有三項工程:廚房搬遷、教室搬遷及櫥櫃、遊戲陽台工程，目前工程都完工，進行驗收
中。
2.申請經費:遊戲區 190 萬、視聽教室 150 萬，目前皆請廠商協助規劃。
3.109 學年度上學期家長會在 9/12 日進行。
4.今年度要協助市府辦理 109 學年度全市家長會授證典禮。
四、輔導處:
(一)學生輔導推行業務:
1.各項輔導主題宣導活動
(1) 性別平等教育宣導
a 10/23(五)性平教育宣導(中年級)
b 11/30(五)性平教育宣導(高年級)
c 健康上網故事宣導(媒合中)
2. 各項輔導主題課程
(1)家暴及性侵害防治宣導
a 各級中小學每學年應至少有四小時以上之性侵害防治教育課程(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 7 條)。
b 各級中小學每學年應至少有四小時以上之家暴侵害防治教育課程(家暴防治法第 60 條)。
c 彈性課程(學校行事)6 節課
(2)性別平等教育重大議題

a 國民中小學除應將性別平等教育融入課程外，每學期應實施性別平等教育相關課程或活動至
少四小時(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17 條)。
b 融入各領域課程
3.教師輔導知能研習
(1) 9 月 30 日(三)13:30~14:30 趨勢科技校園網安走唱團
網路成癮防治研習
(2) 10 月 14 日(三)13:30~15:30

藍瑞萍心理師

親愛的，你最近好嗎? 探索身心密碼
(3) 11 月 18 日(三)13:30~16:30 王嘉琪心理師
如何與孩子談性說愛
4. 持續推動三級輔導工作
(1)輔導人力:行政人員、ㄧ專二兼、增聘一名駐校社工師、有意願的認輔教師。
(2)向全校教師說明轉介流程 9 月 15 日(二)
(3)召開輔導工作委員會:9 月 9 日(三)、1 月 13 日(三)
(4)召開認輔個案會議:9/18(五)、1/15(五)
(5)預計開六年級人際/情緒成長小團體課程
10/15(一)起，共 8 次課。
(二)家庭教育工作業務
1.教育宣導及實體研習-8 月 27 日(四)
2.班親會召開-8 月 29 日(六)、9 月 12 日(六)
3.祖父母節教育宣導-9 月 10 日(四)
4.家庭教育主題融入語文競賽活動-(12 月份)
規畫家庭教育課程(彈性課程實施)
5.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每學年應在正式課程外實施四小時以上家庭教育課程及活動(家庭教育法 1
條)
6.辦理親職刊物-校慶徵稿及發行
7.感恩惜福跳蚤市場:1/18(ㄧ)
8.辦理親職講座
(1) 9 月 12 日(六)10:00 趙介亭 執行長
如何心平氣和面對孩子的挑戰?
(2)10 月 17 日(六)13:30 王意中 臨床心理師
和老師成為好夥伴-一起走入孩子的情緒世界
(3)11 月 18 日(三)13:30 王嘉琪 心理師
如何和孩子談性說愛?
(4)12 月 2 日(三)13:30 漢慈基金會
親子理財講座
9.其它活動
(1)親職效能讀書會 9/29~1/5(二)9:00~11:00

P.E.T.父母效能訓練

(2)親住民親子優勢探索營 10 月 31 日(六)
(3)親子共學母語手作工作坊 10/24、11/7、11/14、11/28、12/2 之周六早上
(三)其他交辦事項
1.學習扶助參加意願調查相關開班事項
2.夜光天使相關開班事項
3.承辦全市特教育樂營 10/13(二)
五、幼兒園:
1.辦理各項學齡前幼兒補助。
＊5 歲幼兒免學費補助 61 人
＊5 歲經濟弱勢幼兒加額補助 32 人
＊4 歲幼兒免學費補助 37 人
＊低收、中低收補助 5 人
＊第一學期課後留園弱勢幼兒補助 9 人
＊身障幼兒交通費補助 3 人
＊原民補助 4 人
2.大五實習教師---5 位實習老師。
3.大四教保實習教師---4 位(上學期入園 6 次、下學期集中實習 1 個月)
4.配合北區衛生所保育工作---10/26 施打流感疫苗、11 月份幼兒牙齒塗氟。
5.幼兒園本學期的重大活動如下：
＊迎新會--9/16 日
＊辦理全市幼兒園教師課綱評量研習--11/7、11/28 日
＊親子歲末聯歡會--12/25 日
6.幼兒園的行政、保育、經費核結等，感恩各處室繼續給予我們協助。
肆、討論提案:
提案 1: 新竹市北區西門國民小學學生成績評量辦法修訂一案。
討論：依據教育部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準則第六條辦理，學生因故不能參加定期評
量，經學校核准給假者，得補行評量；其成績以實得分數計算為原則。
決議:通過
提案 2: 新竹市北區西門國民小學校外人士協助教學或活動要點增訂一案。
討論：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屬 109/7/9 臺教國署學字第 1090078479 號及新竹市政府 109/8/4
府教學字第 1090106175 號辦理。學校進用或運用校外人士協助教學或活動前，應訂定相關規
定。
決議:通過
提案 3: 審核「新竹市北區西門國民小學學生服裝儀容規定」一案。

討論：依市府來文(字號：臺教授國部字第 1090072127 號)要求，學校應設設置服裝儀容委員會，
負責服裝儀容相關事宜之審議及規定，並經校務會議通過。
決議：不通過
提案 4: 修正新竹市北區西門國民小學校園開放與租借管理要點。
討論：因應學校安裝冷氣機，修正各項場地租借費用。
決議：通過
伍、臨時動議：無
陸、散會：下午 2 時 45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