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長指示：
一、請總務處報告二案工程進程。

【列管案件】

案號

來源

列管(決議)事項內榕

主辦單位

列管情形

1100927

行政會議

電力改善工程

總務處

列管

1100927

行政會議

太陽能板裝修工程

總務處

列管

總務處許峻獻主任:
一、 電力改善工程目前因配電盤規格不符暫停施工，只做電槽轉彎處收整，目前進度約 49%，
距 11 月 25 日第一期完成應會落後逾期。
二、 太陽能板裝修工程鐵架已架設好，11/20 左右可完工，進度沒有問題。
三、 校慶邀請公文是寫”得”要邀請外賓須送防疫計畫書，採封閉式舉辦就不用送。

校長:
一、 提醒廠商材料不符規格還是會退件。
二、 校慶卡片及名單要看一下，原則邀請家長會會長、副會長參加或個別連繫重要人士參加。
其他以敬謝為優先。
三、 週三畢業生團照，天氣預報不是很好，要有雨天備案或延期，但不要延太久。

【教務處】
注意事項:
一、各領域已確定 12/14(星期二)實施深耕課程，攝影社學生擇日外拍；其他另擬雨天備案。
二、鼓勵夥伴進行第二專長學分班(薦送-以科技、本土語為主)，便於相關配課。
三、請夥伴依規配合雙語教育初階研習認證(8/31 起至 112 年完成)，相關問題請洽教學組。
四、即日起下課部分時間提供學生疊杯秀練習，感謝虹枚老師協助指導。

交辦事項:
1.彙整領域會議—各科課程教學設計與實施，也請夥伴文本資料於共備資料中分享。

2.有關學生學力檢核，仍有賴夥伴一起努力，暫定期末進行素養教學分享。
3.閱讀活動申請推動，英語日執行活動討論(網站資料更新)。
4.課程領導相關會議一場、自然科東三區公開備、觀、議會議(第一場)。
臨時動議與處室協商:
無

【教學組】:
☆上週工作
◎上周 11/1 開始實施夜讀
◎上周 11/4~5 上午完成九年級第二次模擬考試
◎上周 11/6 周六課輔第二次上課
◎上周完成夜讀座位表確認
◎上周完成十月份兼代課鐘點費憑證
☆本週工作
◎本周 11/13 周六課輔第三次上課
◎本周一~三晚上持續進行夜讀，感謝各位同仁協助
◎本周需完成模擬試卷非選成績回傳
◎本周需完成十月份第八節鐘點費憑證
◎本周須完成在職進修第二專長學分班函報縣府
◎本周需持續推動科技線上網站建置
◎本周需完成 109 學年度英語日教材教具費核銷
◎本周需完成閱讀 2 萬元核銷工作
◎本周需完成科技子二相關核銷事宜

校長裁示：
一、雲端操作有些科目使用率低，請相關老師多加利用。

【學輔處】：
☆上週工作
1.11/1-11/4 總統盃射箭錦標賽
2.11/3(三)技藝學程暫停
3.11/2(二)、11/3(三)上午：友善校園增能研習、服務學習研習
4.例行公事及交辦事項

☆本週工作事項：
1.11/10(三)技藝學程暫停，11/11(四)技藝學科考試。
2.11/11(四)七年級輔導講座、八年級技藝學程遴選作業。
【訓育組/衛生組】:
☆上週工作事項：
1. 65 周年校慶計畫申請鎮公所補助 10,000 元
2. 64 屆畢業冊契約、照相時間確認
3. 九年級校外教學三聯單、家長通知單
4. 11/5 預定服裝換季
5. 110 基層訓練站器材補助成果準備
6. 110 關西鎮運動特色發展計畫成果準備
7. 校慶報名表、介紹詞、音樂準備
8. 11/2 校安聯巡
9. 11/4 交通安全訪視觀摩
☆本週工作
1. 環境教育複評資料準備
2. 11/9 關西國中環境教育複評
3. 11/9 校慶籌備會-第一次
4. 11/10 畢業冊拍照
5. 全縣運動會報名
6. 申請關西鎮運動績優獎勵金
【輔導組/註冊組】:
☆上週
1. 低收入戶學產基金資料送件
2. 確定建輝助學金申請名單
3. 801 轉學生黎生入學手續
轉學生註冊資料接收、建檔、教科書調查事宜
4. 調查學區內六年級人數
石光小 10 位
南和小 6 位(2 位住竹北.1 位關西)
太平小 2 位
坪林小 8 位
☆本週：

1. 製作建輝助學金印領清冊、憑證
2. 好 Young 助學金申請名單
3. 教育儲蓄戶：啟英文教基金會申請名單
4. 轉學生家庭狀況、基本資料調查、學生證製作
5. 九年級興趣測驗資料整理
【專輔教師】
☆上週工作事項：
1.專輔進階研習、公投研習
2.七年級行為困擾測驗完成。
3.八年級性向測驗，仍有 12 人未完成。
4.九年級興趣測驗完成。
5.九年級興趣測驗解說完畢。
6.晤談 2、家長諮詢 1。
☆本週工作：
1.11/8 上午團督
2.11/9 家庭教育研習
3.11/11 七年級輔導講座：網路霸凌
4.例行晤談工作。
【健康中心】：
1.視力複檢回條未完成:701 戴生、801 劉生、901 陳生、楊生，請導師協助收齊後，交回健康
中心。
2.傷病處理。
3.健康監測。
4.七年級學生健檢相關事宜。
5.學生團體保險 801 劉生申請確認。
6.健康中心業務憑證。
7.例行性工作及交辦事項。
校長裁示：
一、總統盃射箭這次成績拿到個人第 3 名成績還不錯，短期有這麼好表現也要感謝教練的努力。
二、學區調查六年級人數少，能爭取還是要爭取留在本學區就讀。
三、啟英文教基金會善款 15,000 元已進公庫，相關單據請宋組長處理。

【總務處】

壹、上週工作事項
一、電力系統工程、冷氣工程、太陽能工程等工程會議。
二、各項工程持續進行。
三、參加縣內介聘草案會議。
四、例行性工作及維修。
貳、本週工作事項
一、11/8 下午 13:30 電力系統工程會議。
二、11/11 10:00 第 16 群工程會議。
三、各項工程持續進行。
四、例行性工作。
處室協調:
一、各項工程進行中無法依學校課程或考試暫時停工，請大家包容。
二、111 年度體育設施改善計畫，暫不提出申請。
校長裁示:
一、週四 10:00 工程會議專注在進度及材料規格不符,讓群組其他校知道。

【人事】:
1.

110 年約聘人員年終考核清冊報送。

2.

藝術深耕教師勞退加退保作業。。

3. 完成填報人事調查表：
(1)A4 調查表：進用原住民、身心障礙人員、請防疫照顧假人數
(2)B2 調查表：技工、工友調查表。
(3)D5：員額調查表
(4)赴大陸地區統計表。
4. 例行工作及交辦事項。
【文書】:
1.例行工作及交辦事項。
【出納】:
1.完成 110 年 10 月份差額解釋表。
2.完成 110 年 10 月份現金結存日報表 。
3.完成 110 年 10 月份自行收納統一收據月報表。

4.110 年 11 月份教職員薪資核撥入帳。
5.110 年 11 月份退休人員月退休金及月撫慰金核撥入帳。
6. 完成繳納事項：
(1)110 年 09 月份：公保、退撫、舊制勞退、優惠存款、代扣薪資所得稅。
(2)110 年 09 月份：健保、勞保、新制勞退、單位健保補充費。
7.例行工作及交辦事項。
【事務】:
1. 例行工作及交辦事項。

【午餐】：
1.瓦斯費動支申請。
2.午餐業務憑證。
3.營養教育:701 班，11 月 4 日第五節，地點:701 教室。
4.協助團膳申請章 Q 補助。
5.教職員陳弈喬 11/4 停餐、黃添進 11/5 停餐，聯繫泳翔衛管人員，由出納協助退費。
6.宣導營養午餐用餐衛生安全，發放用餐安全標示，請導師協助張貼加強督導。
7.轉學生基燃費 187 元轉交出納入庫。
8.例行性業務及交辦事項。
校長裁示：
一、約聘人員年終考核因有丙等 2%限制必須打丙等，但人員表現優良，還是先打甲等送出。

【會計室】
一、例行工作及交辦事項。
無
校長裁示：
一、無
臨時動議：
無
校長裁示：
一、無
散會: 早上 08: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