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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樹林區樹林國民小學教師會新北市樹林區樹林國民小學教師會新北市樹林區樹林國民小學教師會新北市樹林區樹林國民小學教師會第第第第 13131313 屆第屆第屆第屆第五五五五次理事會會議次理事會會議次理事會會議次理事會會議紀錄紀錄紀錄紀錄    

    

一一一一、、、、時間時間時間時間：：：：中華民國 100 年 3 月 09 日中午 12 時 40 分 

二二二二、、、、地點地點地點地點：：：：508508508508 自然教自然教自然教自然教室室室室    

三三三三、、、、出席人員出席人員出席人員出席人員：：：：黃裕隆黃裕隆黃裕隆黃裕隆、、、、丁世芳丁世芳丁世芳丁世芳、、、、王子維王子維王子維王子維、、、、劉恬妏劉恬妏劉恬妏劉恬妏、、、、王芝友王芝友王芝友王芝友、、、、鄭建信鄭建信鄭建信鄭建信、、、、江怡瑩江怡瑩江怡瑩江怡瑩、、、、葉葉葉葉

順生順生順生順生    

四四四四、、、、列列列列席人員席人員席人員席人員：：：：謝宗翰謝宗翰謝宗翰謝宗翰 

五五五五、、、、缺席缺席缺席缺席人員人員人員人員：：：：林烈群林烈群林烈群林烈群    

五五五五、、、、請假人員請假人員請假人員請假人員：：：：張義育張義育張義育張義育、、、、林煜津林煜津林煜津林煜津    

六六六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鄭建信鄭建信鄭建信鄭建信                        紀錄紀錄紀錄紀錄：：：：謝宗翰謝宗翰謝宗翰謝宗翰 

八八八八、、、、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 

  (一一一一)有關教師專業評鑑試辦與否須通過校務會議有關教師專業評鑑試辦與否須通過校務會議有關教師專業評鑑試辦與否須通過校務會議有關教師專業評鑑試辦與否須通過校務會議或或或或課發會同意課發會同意課發會同意課發會同意，，，，煩請提醒各學年課煩請提醒各學年課煩請提醒各學年課煩請提醒各學年課

發會委員及校務會議代表審慎評估發會委員及校務會議代表審慎評估發會委員及校務會議代表審慎評估發會委員及校務會議代表審慎評估。。。。 

  (二二二二)活活活活化課程預算已過化課程預算已過化課程預算已過化課程預算已過，，，，下學年活動課程應會續辦下學年活動課程應會續辦下學年活動課程應會續辦下學年活動課程應會續辦。。。。 

  (三三三三)下學期在不增加編制的情形下學期在不增加編制的情形下學期在不增加編制的情形下學期在不增加編制的情形，，，，仍應該會以超鐘點的方式要求老師們協助上課仍應該會以超鐘點的方式要求老師們協助上課仍應該會以超鐘點的方式要求老師們協助上課仍應該會以超鐘點的方式要求老師們協助上課。。。。 

  (四四四四)歐洲經濟合作組織歐洲經濟合作組織歐洲經濟合作組織歐洲經濟合作組織(OECD)介紹十個介紹十個介紹十個介紹十個 PISA 表現優異的國家表現優異的國家表現優異的國家表現優異的國家，，，，相關網站連結相關網站連結相關網站連結相關網站連結，，，，

已放於教師會網站已放於教師會網站已放於教師會網站已放於教師會網站，，，，歡迎所有理事多加利用歡迎所有理事多加利用歡迎所有理事多加利用歡迎所有理事多加利用。。。。 

 

九九九九、、、、討論提案討論提案討論提案討論提案：：：： 

    (一)案由：討論「101 年旅遊聯誼活動辦理計畫」。 

         提案者：理事長 

         說明： 

1.繼去年聯誼活動獲得會員熱烈迴響，今年的旅遊活動仍麻煩裕隆主

持規畫；感謝裕隆用心規劃，活動規劃案由有二，如說明 2、3。 

2.  

一、 日期 101 年  月  日（日） 

二、 地點 
熊空農場:三峽鎮竹崙里竹崙路 243-2號    0911-915950 

216 莊園咖啡: 三峽鎮竹崙里竹崙路 216 巷 5號   22681105 

    --0830 過辭修高中的 7--11 集合 

0900--1200 熊空農場散步、吸收芬多精 

1230--1430 農場內用簡餐、小火鍋 下山至 216 莊園咖啡用餐 

1430--1600 熊空農場內再走走或看風景 216 莊園咖啡內發呆看風景 

三、 行程 

1600-- 至白雞參拜或至三峽老街一遊 

四、 費用 � 熊空農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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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滿 100 元可得入園券 1張，140CM 以下(含)兒童免券，餐點費用另計 

� 216 莊園咖啡: 

每人低消 100 元，餐點 240—290元(附 120 元飲料 1杯) 

五、 訂位 216 莊園咖啡可訂位 

六、 網址 
熊空農場: http://tw.myblog.yahoo.com/skttc970105   

216 莊園咖啡: http://coffee216.pixnet.net/blog   

七、 報名 請學年欲參加老師填妥下表交回至 408（  月  日前） 

 

3. 

一、 日期 101 年  月  日（日） 

二、 地點 台北市內湖區白石湖 

--0900 內湖碧山巖牌樓廣場集合 

0900--1200 白石湖健行：吊橋、後湖濕地、夫妻樹、龍船岩… 

1230--1430 午餐(碧山野味：一桌 2500 元  8792879287928792----6786678667866786) 

1430--1530 碧山巖參拜、登高望遠 

三、 行程 

1530-- 賦歸 

四、 費用 依大人、小孩人數分攤餐費(大人 1份、小孩 0.5 份) 

五、 報名 請學年欲參加老師填妥下表交回至 408（  月  日前） 

 

4.請議決方案、辦理日期 

 

       決議： 

1. 配合教師文康活動辦理，歡迎本校所有同仁參與。 

2. 辦理日期 4 月 29 日(遇雨延後 5 月 6 日)。 

3. 方案：熊空農場。 

4. 請各學年理事及老師協助登記，截止日期 3 月 23 日。 

5. 修正方案如下： 

101 教師會會員旅遊計畫—熊空農場、216 莊園咖啡之旅 
一、 日期 101 年 4 月 29 日（星期日），若遇大雨特報則順延至 5月 6日(日) 

二、 地點 
熊空農場:三峽鎮竹崙里竹崙路 243-2 號    0911-915950 

216 莊園咖啡:三峽鎮竹崙里竹崙路 216 巷 5號   22681105 

    --0830 過辭修高中的 7--11 集合 

0900--1200 熊空農場散步、吸收芬多精 

A：農場內用簡餐、小火鍋，用完餐農場內喝茶或看風景 
1230--1600 

B：下山至 216莊園咖啡用餐，用完餐園區內發呆看風景 

三、 行程 

1600-- 至白雞參拜或至三峽老街一遊 

四、 費用 � 熊空農場消費滿 100 元可得入園券 1 張，140CM 以下(含)兒童免券，餐點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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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計，簡餐或小火鍋價格約 300元以內。 

� 216 莊園咖啡每人低消 100 元，餐點 240—290 元(附 120元飲料 1杯)，餐點有

Brunch [美式早午餐]、日式豬肉咖哩飯、田園牛腩燴飯、和風胡麻手工麵線佐

鮮蔬。 

五、 網址 
熊空農場: http://tw.myblog.yahoo.com/skttc970105   

216 莊園咖啡: http://coffee216.pixnet.net/blog   

六、 請學年欲參加老師填妥下表交至 4年 8班裕隆或自然科建信（3月 23 日止） 

使用文康活動費用 
編號 班級 姓名 

人數 

（含眷屬） 
交通方式 空位 

不使用 要使用 

1    
□ 自行開車 

□ 請安排車輛 
  

□1200元 

□2400元 

2    
□ 自行開車 

□ 請安排車輛 
  

□1200元 

□2400元 

3    
□ 自行開車 

□ 請安排車輛 
  

□1200元 

□2400元 

4    
□ 自行開車 

□ 請安排車輛 
  

□1200元 

□2400元 

5    
□ 自行開車 

□ 請安排車輛 
  

□1200元 

□2400元 

6    
□ 自行開車 

□ 請安排車輛 
  

□1200元 

□2400元 

7    
□ 自行開車 

□ 請安排車輛 
  

□1200元 

□2400元 

8    
□ 自行開車 

□ 請安排車輛 
  

□1200元 

□2400元 

＊ 交通方式 

1. 走八德街到柑園二橋左轉，過橋直行接環河道路，右轉往三峽方向。 

2. 接台 3線(介壽路)，至橫溪左轉溪東路，過辭修高中右邊有一家 7-11 停車，在此等待車輛到齊。 

3. 溪東路直行接成福路至竹崙，過大成國小後往前不遠有叉路，右轉過成福橋再左轉接竹崙路。 

4. 竹崙路一直走，沒多久左邊經過皇后鎮，再來經過台灣農林公司，接著有三層坪路、牛角坑路

都不要轉，就是看「熊空農場」的指標沿竹崙路走到底，就會到熊空農場了。途中到 216 巷會

看到往 216 莊園咖啡的指標。 

 

 

 

九九九九、、、、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    

十十十十、、、、散會散會散會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