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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立文山國民中學 109學年度第 2學期導師會報 

時間：110年 3 月 10日 08:15-09:00 

地點：文碧樓二樓會議室 

議程： 

壹、 上次導報建議事項執行情形：請參看 110年 1月紀錄資料。 

貳、 慶生活動：二、三月份壽星名單 

魏旭鴻老師、廖卿妙老師、張莉玟老師、陳玉燕老師、劉豫鳳組長、陳宥安老師、張瓊文

老師、蔡偉森老師、高淑玲老師、廖瑀曦老師、黃筱涵老師、張亦妤主任 

參、 回應本次導師建議事項： 

一、 七導： 

1. 建議上學期聯課抽籤選課後，下學期把順序倒過來就好，讓上學期後面的人變成下學期前

面的人，比較公平！  

學務處回應： 
聯課選社皆採用現場抽籤喊號選社的方式進行，除本學期因疫情關係無法集合，才提前由電
腦抽籤排出選設序號。 

2. 建議 4/1的獅頭山淨山活動可否改成碧潭淨堤，路寬、好走、比較不受體力和腳力的影響，

也比較容易撿到垃圾符合服務學習的意義。 

 學務處回應：謝謝建議，與七導會商後地點改為學校周圍地區。 

二、 八導：無。 

三、 九導: 

1. 建議學校能錯開技藝賽比賽和模擬考試的時間，如果技藝班比賽的時間不能動，那就請廠商

移動模擬考的時間(建議可以往後一週)，全新北市的學校應該都有這個問題，所以應該可以

請廠商更改考試的時間。今年九下技藝班比賽和模擬考時間重疊，而且有很多學生要補考(大

概又二三十位，每班都有，聽說還有功課好的同學也去參加技藝班比賽，他們回來都要補考)。

現在網路很發達，如果是有心人士，題目和答案很可能在考試當天晚上就已經流出去了，這

次考試讓人感覺會比較沒有公信力，學生是有繳費用的，而且是很正式的送出去外面讀卡閱

卷和全區域排名。對學生來說，模擬考試一場重要的考試，也可以提供學生一些升學的參考

價值。還有建議學校請在技藝班學生都補考完後，再發給各班學生答案。 

教務處回應： 

國中四次複習考皆為全國統一時程，應試的學生約 15萬人，基北區約 5萬人，實難因為新

北市技藝競賽而更改複習考的日期，請導師理解。複習考的答案卡依規定於考試完隔日中午前

需繳交，因應本次本校補考到週五下午，我們亦自行以快遞寄送至讀卡單位，盡量讓文中學子

能夠得到完整的成績與區排名。另關於發給學生答案的時間，謝謝提醒，教務處會再留意。在

此一併感謝 2月 25日與 26日兩日複習考補考監考的同仁們，大家無鐘點監考與看顧午休，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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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了！ 

輔務處回應： 

新北市國中技藝競賽的時間是由局端排定，學校確認各組比賽時間後會告知參賽選手相關

事宜，與複習考時間有衝突者皆安排學生補考時間。僅少數學生因比賽時間較晚來不及在送答

案卡之前完成補考。有機會會向局端反映，希望可以錯開技藝競賽與複習考的時間。 

2. 今年九下學生要參加技藝班好像比較有爭議，因為有的班學生幾乎都去技藝班，沒有班會課，

也有的班學生要退出技藝班。請學校能在技藝班的規定上註明清楚，是只能再參加不能退出，

或只能退出不能再參加，或能再參加也能退出，或不能再參加也不能退出。例如：如果學校

不希望在 9 年級的時候發生班會課沒有學生的情況，請學校能在技藝班的規定上註明清楚：

9 年級的學生上技藝班一定要參加一整年，而且在 9 年級上下學期的中間學生不能突然說要

再參加技藝班，以免學生都去參加技藝班，而發生班會課沒有學生的情況，會造成教學和行

政上的困擾而措手不及(其實導師們也不想給學校找麻煩)。 

輔導處回應： 

每年技藝班學生的進退班相關規定均會經過技藝教育遴輔會開會決議後，於說明會告知

學生、家長及導師，書面資料也會盡量詳細敘明。 

3. 去年聽說體育班導師本來是要用抽籤的，感覺上體育班的導師應該要有某些特質或能力來代

班可能比較適合(就像資優班的導師，學校也會特別去找比較合適的人選)。因為每年都會遇

到這個問題，建議學校應提早做適當規劃，邀請合適的老師或希望接受挑戰的老師來擔任會

比較恰當。還有因為大家都知道當體育班的導師感覺是比較辛苦的，建議學校應該給體育班

的導師一點補償，或許可以在算導師積分時，給予多一點的積分可能會比較合理。 

學務處回應： 

依據本校導師遴聘辦法規定，導師不分班級每年的積分皆為 3分，若要更改積分則必須另

修訂遴選辦法。體育班導師人選通常會先協調後選出，若無法協調才採用抽籤方式辦理。 

四、資優及特教班:無。 

肆、 各處室報告： 

一、 教務處 

(一)教務主任 

1. 本學期有公開授課之教師請記得上傳公開授課相關資料，紙本請掃描成 PDF 檔 (教務處公

用電腦可以掃描)，檔案上傳位置：「share-109 學年度-109 學年度下學期- 109-2 公開授課」。 

2. 分析上學期三次段考成績，八年級與九年級的英語適性分組 (兩班三組) 效果顯著，其中第三

次段考八年級有超過七成同學段考成績的 PR 值有進步，感謝導師與英語老師們的付出！段

考達進步獎勵標準者將公開頒發獎狀與獎品。 

3. 3 月 6 日(六)及 3 月 20 日(六)九年級增Ａ講座－數學；3 月 13 日(六)及 4 月 2 日(五)九年級增

Ａ講座－國文。 

(二)教學組 

全年級事項 

1.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的補考於 3 月 8 日(一)到 3 月 12 日(五)中午 12：30-13：00 考試，如有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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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假或公假而未能考試的學生，請於到校後立即至教務處補考，依新北市學生成績評量補充

規定，未到者視同放棄補考。 

2. 寒假作業抽查已於 3 月 3 日與 3 月 5 日辦理完畢，如有未抽查通過的學生，須於 3 月 12 日

(五)前至教務處補抽查。 

3. 七年級、八年級、九年級的第八節課後輔導課程、學習扶助課程開班情況如附表，感謝授課

教師們協助開班。其中，七年級英語精進班與七年級學習扶助英語，因報名人數不足而未開

班。 

4. 再次宣導，除九年級課輔班 A1 與 A2 班以外，其他課輔班級學習扶助班級遇段考日，兩日皆

不上課。 

5. 第一次段考前一週，3 月 24 日至 30 日暫停油印。 

七年級與八年級事項 

    3 月 19 日(五)7：50-8：10 進行七、八年級英語單字大會考(紙本通知已公告各班)。 

七年級與八年級事項 

1. 教育部心測中心及新北市教育局抽中本校為國中教育會考各科試題預試之學校。學校考量社

會領域分科僅每週一節，盡量避開大多數班級有社會科的時段，因此與施測單位協商而選定

於 3 月 22 日(一)的早自習至第二節課進行施測，請九年級各班師生包涵體諒！相關流程如

下，其餘詳細事項將於施測前一週通知： 

(1) 抽選預試的學生。從 901 到 907 班抽選 6 班，每班再抽選 13~14 名學生。 

(2) 工作人員將學生帶至指定教室，進行測驗說明。 

(3) 進行測驗，時間約 70~80 分鐘。(國、英、數、社、自隨機抽選一科)。 

2. 3 月 23 日(二)朝會將進行九年級升學許願祈福活動。每位學生都有一片祈福繪馬，開學已請

輔導老師利用課程協助學生製作，同時也提供去年成品(如下圖)作為範本。祈福活動流程於

活動前一週發下各班及導師，祝福每位文中學子金榜題名！ 

 

 (三)課研組 

1. 本學年因疫情之故，教育局決議新北市英語歌曲比賽取消。 

2. 3 月 20 日(六)為新北市東區英語文競賽，感謝英語老師們辛勤培訓指導選手！ 

3. 本學期閱讀心得比賽投稿時間為 3 月 8 日到 12 日，但是辦法和形式稍作修正。感謝國文領

域教師建議，讓此活動更臻完善。閱讀心得比賽更改為【閱讀心得優良作品集】，各班由導

師或國文老師擇優推薦投稿(至多 5 件)，教務處將匯集優良作品於校園展出，不另行評分排

名。獲推薦作品的學生可獲得圖書禮券及獎狀以玆鼓勵。 

4. 依據上學期七年級各班申請圖書館利用教育的意願，本學期將以兩個班為單位安排至新店

圖書館 (大坪林)，日期皆登載於本校行事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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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註冊組 

1. 近期的九年級升學報名時程與事項如下表，感謝九年級導師協助各項報名事務。 

時間 報名項目 地點 

2/22(一)~2/26(五) 高中科學班(特色招生) 各高中 

3/9(一) 新北市特色招生專業群科 瑞芳高工 

3/11(四) 國中教育會考 新北高中 

3/18(四) 臺北市特色招生專業群科 士林高商 

2. 3 月 29 日(一)至 4 月 9 日(五)為九年級第二次志願模擬選填，安排在輔導課實施，註冊組與

資料組均安排行政人員巡堂，同學只可上機使用系統模擬選填及上校網【畢業生專區】了解

升學資訊。 

3. 3 月 3 日(三)協助九年級學生辦理身分證件申請，預計於 3 月 19 日(五)到校發證。請導師協

助宣導學生當天務必到校親自領證。 

(四)資設組 

1. 各辦公室或各班資訊相關設備若需維修，請先於校務行政系統填具維修單，資設組將依登

記時間及維修項目排程處理。 

2. Google Meet App 使用步驟如下，請老師下載，以便爾後參與線上視訊會議。 

步驟一 步驟二 步驟三 

   

 

步驟四 

 

步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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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校 109 學年度科展複審已於 3 月第一週完成評選，感謝自然領域及數學領域老師擔任評

審，感謝兩位指導老師寒假與週末到校指導。推薦市賽的作品共有 5 件，後續時程如下： 

時程 項目 備註 

110 年 3 月 8 日（一） 
校內複審成績公告 公告於本校網頁 

新北市科展報名截止  

110 年 3 月底前 校內得獎作品於朝會公開頒獎  

110 年 4 月 5 日（一） 新北市科展初審公告  

二、學務處 

(一)訓育組 

1. 75 週年校慶訂於 4/10(六)舉行，相關籌備會議業已召開完畢，相關辦理活動項目、內容與時

間將於近日集合班長說明，也請導師轉知學生。另今年校慶將辦理減塑園遊會活動，其他內

容詳參附件。 

2. 九年級學生之畢業紀念冊已於 110/02/26 完成一校作業。3/12(五)進行第二次校對。 

3. 九年級畢冊繳費單已發出，金額為 640 元，尚有部分班級學生未交費，請各班導師通知學生

帶現金繳給出納組。 

4. 109 學年七年級校外教學已招標完畢，出發日期為 4/28，3/12 發放繳費單及家長同意書，3/22

前收齊後繳回訓育組，預計 3/28 完成人數統計，4/6 完成保險及編車作業。 

5. 109 學年第一學期服務時數輸入延長開放至 110/03/12 截止，請各班導師於時間內上網輸入。 

(二)生教組 

1. 開學第一週守時班級達 11 班，感謝導師平時叮嚀。 

2. 教育局來函學生得依個人對天氣冷、熱之感受，選擇穿著長短袖或長短褲校服。天氣寒冷時，

學校應開放學生在校服內及外均可加穿保暖衣物，例如便服外套、帽 T、毛線衣、圍巾、手

套、帽子等。 

3. 近來發現部分廁所馬桶及公共區域遭到破壞，導致使用上的不便，也請導師們協助提醒同學

愛惜公物的重要性，如有破壞之事實，依情節校規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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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衛生組 

1. 老師如想隨時留意空氣品質資訊，強化自身防護，可上空氣品質監測網資訊 (網址：

https://airtw.epa.gov.tw、「愛環境資訊網」http://ienv.epa.gov.tw)查詢最新空氣品質變化，或透

過「環境即時通」手機 APP 設定不同警戒值，以保障自已的健康。 

2. 七年級學生社區服務學習，定於 13 月 18 日、4 月 1 日(四)第六節課，分兩梯次進行，如附

件。 

3. 紙類回收時間原則上是 3 週一次，本月份回收時間訂為 3/18 日(星期四)8:00，請各班導師先

行將回收物品整理完，於表訂時間帶至回收場前廣場。 

4. 七年級女生的 HPV疫苗接種時間，衛生局改為 3-5月間(原預 5-6月)，因衛生局尚未招標完

成，尚無法得知詳細接種時間；待時間確認後會有 HPV疫苗的衛教(預直播方式)、問卷及同

意書，屆時再請導師協助。 

5. CDC 統計目前國內近期腹瀉就診人次上升，群聚事件檢出病原體以諾羅病毒為主，酒精對諾

羅病毒是無效的，最近班上如有出現腹痛、腹瀉等腸胃症狀的學生，請班級加強肥皂洗手及

漂白水環境消毒，另外也提醒使用漂白水的安全性，儘量指定專人負責保管，避免學生因嬉

戲或不當使用導致傷害。 

6. 打掃小叮嚀: 

(1) 感謝!705班在 3/4打掃時間派員，支援 701班下午參訪新店圖書分館的垃圾打掃工作。 

(2) 校園門口、文碧樓梯，同學都有認真打掃乾淨，感謝導師的協助督導。 

(3) 目前發現敬業樓前花圃、綜合大樓前空橋，都有亂丟飲料杯、早餐盒等情況，除麻煩該負

責區域學生協助清理外，除朝會宣導外，也請老師提醒學生養成垃圾不落地的好習慣。 

(4) 每週 3為消毒日，請各班學生打掃時，須注意外掃區的消毒工作，並記錄於環境消毒檢核

表中。 

(四)體育組 

1. 75週校慶暨社區運動會，舉辦學生體育競賽及師生趣味競賽，請導師鼓勵學生報名參加，報

名截止日 3/19日中午前，另外也歡迎導師組隊一起參賽。 

2. 3月份體育校隊相關賽事時間如下: 

(1) 3月 11日至 12日角力隊參加角力菁英選手排名賽。 
(2) 3月 20日至 22日角力隊參加全國原住民運動會。 
部分選手會於上述期間公假，公假單目前已放置相關班級，如有任教該選手的老師或導師，
可提早規畫課程或考試。 

三、輔導處 

(一)輔導組 

1.得勝者課程：本學期全部七年級上課，每班 10 堂課；803進行 8堂課。 

甲、 (1)「情緒管理」課程：701、702、703、704、706、707、708 

乙、 (2)「問題處理」課程：705 

丙、 (3)「原諒練習步」課程：803 

2.高關懷課程：自 3/8至 6/11上課，共 14週。 

3.八年級心理衛生講座：3/18第 6節「我的愛情很戲劇」，由專輔林宜旻老師主講。 

http://ienv.ep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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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學期 4-6月辦理七八年級團體各 1團，黃筱涵老師帶領八年級「提升自信-自我成長小  

  團體」，林宜旻老師帶領七年級團體「日日安好-正念小團體」，請導師推薦學生參加。 

5.脆弱(高風險)家庭學生為法定通報之個案，若學生家庭符合下列指標致家庭功能受損者(學 

  生之食衣住行育醫基本需求未能滿足)，請洽輔導組辦理通報事宜。 

◆主要照顧者非自願性失業或重複失業者。 

◆主要照顧者罹患精神疾病、酒癮、藥癮並未（持續）就醫者。 

◆主要照顧者為自殺風險個案。 

◆因貧困、單親、隔代教養或有其他不利因素。 

◆負擔家計者死亡、出走、重病或入獄服刑。 

◆家庭成員關係紊亂或家庭衝突。 

(二)資料組 

1.110學年度適性入學宣導： 

  學生場、家長場均已辦理完畢，宣導紙本資料提供給各班導師；適性入學手冊九年級導師及學

生每人 1本，學生部分由輔導活動任課老師發給學生。 

2.九年級合作式技藝教育課程： 

  本學期開設六職群，共 139位學生參加。3/4(四)正式開始上課，學生集合後會進行額溫 

  量測及酒精手部消毒，搭乘遊覽車全程皆須戴口罩。 

(1)上課時間：110.3.4-6.3每週四 5~7節（共計上課 11 次），週四遇國定假日、複習 

   考、段考第一天、會考當週暫停課程。  
(2)開設班別： 

班別/職群 
G莊敬 

食品職群 
H耕莘 

醫護職群 

I能仁 
家政職群 

(美容美髮) 

J南強 
藝術職群 

K大誠 
電機電子
職群 

L大誠 
動力機械
職群 

學生人數 21人 26人 21人 22人 25人 24人 

導師 
張佑宇 
老師 

蕭啟仙 
老師 

蘇昭碧 
老師 

武興漢 
老師 

蔡文進 
老師 

蔡偉森 
老師 

集合時間 12：30 12：30 13：00 12：30 12：30 12：30 

交通方式 
出校門口對面下坡， 
至中興路橋下乘車 

出校門口對
面右轉上
坡，直接步
行前往 

出校門口對面下坡，至中興路橋下乘
車 
 
 

集合地點  文碧樓川堂(學務處旁) 

3.109學年度新北市技藝競賽已比賽完畢，感謝各處室、帶隊老師及九年級導師的協助，今 

  年全市約有 1700位選手參賽，本校共 25位選手參賽，12位選手獲獎，成績如下： 

競賽主題 名次 班級座號 姓名 指導學校 

電腦繪圖 
第二名 90404 林怡均 

能仁家商 
佳作 90410 鄭  琇 

機械基礎工作 

(鉗工) 
佳作 90824 林韋辰 

大誠高中 
機械基礎工作 

(車床) 
佳作 90430 陳閩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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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識圖與製圖 佳作 
90840 姚博宸 

90234 謝家揚 

中式麵食加工 佳作 90228 楊富翔 

基本電子應用 佳作 
90429 陳彥騰 

南強工商 
90526 林禹佑 

廚藝製作 佳作 90705 陳宜蓁 

莊敬高職 產品行銷實務 佳作 90706 陳妘萱 

中英文文書處理 佳作 90122 沈書丞 

 

(三)特教組 

1. 上學期末已依規定召開本學期資源班及特教班 IEP會議、資優班 IGP會議，感謝各班導師及

相關人員撥冗參與會議，共同討論學生學習與生活適應議題。 

2. 資源班、資優班、特教班課後照顧專班於開學日同步開課。 

3. 特殊需求學生升學高中職相關資訊： 

(1)新北市身心障礙學生適性輔導安置：2/25報名截止，5/27公告安置結果，學生可同時 

   參加免試入學。 

(2)高中藝才班甄選入學(美術班、音樂班、舞蹈班、戲劇班)：1/6公告簡章，2/22-3/5 

   術科測驗校內報名，4月中術科測驗，6/7-11甄選入學報名，7/9分發及報到。相關 

   訊息已公告於校網最新消息。 

4. 本學期「國小週末科學工作坊」辦理時間為 3/13、4/24、5/8、6/5，共 4場次。 

5. 3/2-3/12進行國小六年級轉銜會議，共計 17場。 

6. 3/20資優鑑定初選試場設置於 906班、907班、801班以及 802班教室，感謝四位導師協助

督導學生教室環境整理事宜。 

四、 總務處 

(一)110年 1月 25 日與相關單位會勘後，交通部公路總局工程處景美公務段業已完成本校綜合

大樓地下室停車場出入口加劃黃網線及補設紅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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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9-2教職員工日間停車場收費 800元(110年 03/1-110年 6/30)通知單已於 110年 2月 21

日發放停車位教師，請儘速至總務處幹事繳交停車費。 

(三)出納組 

1.本校學雜費多元繳費方式除了可利用超商、郵局、銀行、信用卡外，為便利繳費管道另可

進入新北市「新北校園通 APP」之「學雜費繳費」功能繳費；依據 110年 2月 24日新北教

研資字第 1100326194號函知新北市公立國中小自 110年 4月份起於 APP中可利用「Line 

Pay生活繳費」、「QRcode網銀轉帳」、「手機條碼繳費」及「紙本繳費單下載繳費」等管

道，提供家長更多元、方便之繳費方式。(相關訊息已於家長日手冊宣導之) 

2.下圖為家長使用「新北校園通 APP」繳交學雜費方式說明供參 :

 
 

 



10 

 

 

 

(四)事務組 

1.因 110年 2月 7日及 9日連續發生地震，經巡視部分教室內牆壁有裂痕，已向教育局申請災

後復建工程經費補助。 

2.109學年度七年級校外教學採購案業於 3月 2日決標，預計於 4月 28日(星期三)辦理校外教

學活動。 

伍、 各年級級導師報告   

陸、 校長報告： 

柒、 臨時動議： 

捌、 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