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新北市立文山國民中學 110學年度第 2學期 3月份導師會報資料 

壹、一至三月壽星名單： 

一月壽星名單：林怡如、邱思敏、許麗莉、陳美慧、陳純慧、蔡文進、賴

敬惠、謝東霖。 

二月壽星名單：張莉玟、張瓊文、陳玉燕、陳宥安、楊文琪、廖卿妙、劉

豫鳳、魏旭鴻。 

三月壽星名單：張亦妤、黃筱涵、廖瑀曦、蔡偉森。 

貳、導師建議事項及回應： 

建議事項：麻煩學務處管理學生在校服外套上塗鴉的狀況。 

學務處回應：感謝導師建議，學務處會於集會加強宣導，請學生勿於校服外套

上塗鴉，並提醒學生處理外套塗鴉。 

貳、業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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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上傳位置：「share-110 學年度-110 學年度上學期- 110-1 公開

授課」以及「share-110 學年度-110 學年度下學期- 110-2 公開授課」。 

2. 教務處溫馨提醒：若同仁請假並牽涉課務安排時，勞煩請提前告知教務處。

學校有許多分組或抽離課程，同領域老師的課常常都會卡住，課務安排或調

整需要一些時間。尤其學科考量有段考評量進度，為了學生學習權益，希望

安排同科目老師代課。因此麻煩大家提前通知教學組並填寫調代課單。 

註：個人假卡送出後，會先到代理人處簽核，當代理人簽核後才會送到教學

組，因此並非個人送出假卡後，教務處就會立刻知道請假訊息。 

3. 針對九年級開設【增 A 講座】與【減 C 講座】共十四場資訊如下，謝謝授

課老師、到場參與老師，以及行政輪值人員。 

#讓我們一起陪孩子走一段有溫度的升學路！ 

#期待我們可以連續三年獲得新北市學力ＵＰ計畫獎勵！ 

時間 講座 學生人數 授課老師 行政輪值人員 

01/22 09:10-11:00 增 A 國文 36 蕭千金 蕭偉智 

02/19 09:10-11:00 增 A 國文 36 蕭千金 蕭偉智 

03/05 09:10-11:00 增 A 數學 24 蕭偉智 ── 

03/19 09:10-11:00 增 A 數學 24 蕭偉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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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19 13:10-15:00 減 C 數學 9 蘇昭碧 蕭偉智 

03/26 09:10-11:00 增 A 地科 28 王子旭 詹其穎 

03/26 13:10-15:00 減 C 英語 5 劉佳雯 陳曉珍 

04/09 09:10-11:00 增 A 生物 29 邱思敏 ── 

04/09 13:10-15:00 減 C 數學 9 蘇昭碧 蕭偉智 

04/16 09:10-11:00 增 A 生物 29 邱思敏 ── 

04/16 13:10-15:00 減 C 英語 5 劉佳雯 邱思敏 

04/23 09:10-11:00 增 A 數學 24 蕭偉智 ── 

04/30 09:10-11:00 增 A 地科 28 王子旭 高楷鈞 

04/30 13:10-15:00 減 C 英語 5 劉佳雯 李松瀚 

4. 本校舉辦【在地敘事 SUPER 少年魅力口說營】，對象為七年級與八年級學

生 26 至 30 名，免費。時間為週六上午 03 月 12 日、03 月 19 日、04 月 16

日、04 月 30 日。新北市共有 20 所學校參與此計畫，文山國中是新店區唯

一參與此計畫的國中。請導師鼓勵同學踴躍報名唷！營隊資訊與報名表已於

2 月 23 日發至各班與公告校網。 

5. 本校兩項專案課程計畫的課程第一學期評鑑結果如下，謝謝所有老師的付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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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因應非營利幼兒園搬遷案，綜合大樓與敬業樓施工，特教班、資源班、資優

班更換教室上課，與敬業樓的英數分組、幸福學堂，凌碧樓的 9A1 教室共

同使用空間，相關課表調整請參考各教室彙整表 (由特教組提供)，其餘調

整如下：  

（1） 3 月份音樂教室無法使用，各班在原教室內進行音樂課程。  

（2） 3 月份、4 月份「圖書館」、「家長會辦公室」暫停借用，作為前述特

教類各分組使用。開會可借用文碧樓二樓會議室、藝享館、工家大樓的

生科教室、家政教室等。 

（3） 3 月份、4 月份化學實驗室做為八年級資優上課教室、生物實驗室做

為七年級資優上課教室，無課務時間仍維持各班可借用作實驗。  

（4） 3 月、4 月份綜合大樓電腦教室、情境教室、實驗室可正常使用，但

因為對側的廁所與視聽教室內有施工，請師生留意。 

(二)教學組 

全年級事項 

1. 第八節課後輔導（4 個班）及學習扶助（14 個班）等課程開班情況如下，感

謝所有授課老師的付出： 

班別 地點  
課程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9A1 分組 8 

科目 英文 社會 數學 自然 國文 

授課

教師 
劉佳雯 

蕭啟仙 

柯意雯 
蕭偉智 

尹淑芳 

王子旭 
李佳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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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雅棻 

9A2 901 班 

科目 國文 社會 英文 數學 自然 

授課

教師 
程翊雯 

蕭啟仙 

柯意雯 

陳雅棻 

劉佳雯 蘇昭碧 王子旭 

8A1 分組 2 

科目 地理 理化 英文 數學 國文 

授課

教師 
王薏晶 錢玉玲 廖卿妙 蕭偉智 鄧美蘭 

8A2 分組 1 

科目 數學 英文 地理 國文 理化 

授課

教師 
蕭偉智 廖卿妙 王薏晶 程翊雯 錢玉玲 

9 

學習

扶助 

分組 5 

科目 數學 A 英語 ── 數學 B 國文 

授課

教師 
劉芳妤 劉佳雯 ── 劉芳妤 王勇智 

8 

學習

扶助 

分組 4 

科目 ── ── 數學 A 數學 B 英語 

授課

教師 
── ── 郭欣穎 郭欣穎 李紫毓 

7 

學習

扶助 

分組 3 

科目 數學 A 英語 A 英語 B 數學 D 國文 

授課

教師 
莊詠晴 李紫毓 李紫毓 莊詠晴 李松瀚 

分組 4 

703 班 

科目 數學 B ── ── 數學 C ── 

授課

教師 
李家碩 ── ── 莊靖芬 ── 

※上課時間提醒： 

⚫ 8A1、8A2 及全年級學習扶助班，上課日期：03 月 01 日(二)至 06 月 24 日

(五)，校外教學、04 月 01 日校慶、段考日皆不上課。 

⚫ 9A1、9A2 上課日期：02 月 11 日(五)至 05 月 19 日(四)，04 月 01 日校慶不

上課。 

2. 110 學年度第 1 學學期補考於 03 月 07 日(一)至 03 月 14 日(一)午休考試，詳

見各班補考考程表，如有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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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到者視同放棄。 

3. 03 月 29 日(二)、03 月 30 日(三)為第一次段考，前一週 23 日起將暫停油

印。 

九年級事項 

寒假作業抽查已於 02 月 22 日辦理，03 月 02 日為最後補抽查期限，未完成作

業者將記警告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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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八年級事項 

七、八年級英語單字大會考為 03 月 18 日(五)早自習 7 點 50 分到 8 點 10 分，

請導師們協助監考。 

(三)課研組 

校內競賽 

1. 02 月 22 日(二)、02 月 25 日(五)已完成校內科學展覽會複審，有三件作品薦

送市賽。 

2. 04 月 12 日(二)、04 月 26 日(二)辦理校內國語文競賽，請七、八年級導師協

助鼓勵同學參賽，九年級為自由參加。 

⚫ 不得重複報名同一天的競賽項目，可報名不同天的項目。 

⚫ 03 月 25 日(五)放學前將競賽名單交至課研組。 

⚫ 04 月 6 日(三)12 時 25 分，至文碧 2 樓會議室進行序號抽籤。 

⚫ 各競賽項目及時間如下 

日期 04 月 12 日(二)※實際競賽時間依報名狀況調整 

項目 國語演說 
客語朗讀、情境式演說 

(自由參加) 

閩語朗讀、情境式演說 

(自由參加) 

集合

時間 
12：30 13：00 接續客語朗讀、演說之後 

比賽

時間 
13：00-15：50 13：10-15：50 

 

日期 04 月 26 日(二)※實際競賽時間依報名狀況調整 

項目 
國語字音

字形 

閩、客語字音字形 

(自由參加) 
作文 寫字 國語朗讀 

集合 

時間 
13：00 13：00 13：00 14：00 13：00 

比賽 

時間 

13：10 

至 13：20 

13：10 

至 13：25 

13：10 

至 14：40 

14：10 

至 15：00 

13：10 

至 15：50 

校外競賽 

1. 03 月 07 日(一)新北市科展初審報名截止，本校共 3 件作品推薦市賽。 

2. 03 月 12 日(六)新北市東區英語文競賽，參賽學生演說項目為 701 班何昱

璇、802 班李丰萬；作文項目為 802 班吳思台、802 班洪碩廷。 

3. 03 月 13 日(日)中天電視台節目錄製，本校將由 801 班詹紫瑀、802 班張永

晴、803 班龐芯曼、805 班曹鎮宇參與第一輪節目錄製，感謝歷史、地理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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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協助推薦與導師支持。 

4. 04 月 01 日(五)前繳交新北市英語歌曲演唱競賽影片檔，本校由 806 班代表

參賽。 

閱讀推動 

1. 「圖書資訊利用教育─參訪新店圖書館」時間安排，活動由課研組或閱讀推

動教師帶隊，請導師隨班協助秩序管理。 

⚫ 701 班、702 班：02 月 24 日（四）14：00～16：00。 

⚫ 807 班、808 班：03 月 10 日（四）14：00～16：00。 

⚫ 708 班：03 月 31 日（四）14：00～16：00。 

⚫ 703 班、704 班：04 月 21 日（四）14：00～16：00。 

⚫ 705 班、706 班：05 月 19 日（四）14：00～16：00。 

⚫ 707 班：06 月 02 日（星期四）14：00～16：00。 

2. 本學期延續閱讀推廣活動，請繼續協助鼓勵學生參與。 

活動辦法 活動期程 獎勵辦法 

閱讀書籍、報章雜誌後寫下「閱讀

心得學習單」交到圖書館，即可換

取抽獎券。 

每學期摸彩兩次。 
至教務處課研組領取

精美小禮物乙份。 

個人借閱冊數每 2 個月達 10 本以

上，並對其中 2 本書進行 10-30 字

之推薦或介紹，繳交至圖書館。 

每 2 個月統計 1

次。 

一學期累積達兩次，可

於期末獲領自選新書

一本（書本須經審核） 

3. 七、八年級晨讀活動紀錄 

  

(四)註冊組 

1. 九年級近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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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21(一)~03/04(五) 高中科學班(特色招生) 各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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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15(二) 新北市特色招生專業群科 新北高工 

03/11(五) 國中教育會考 線上報名 

03/17(四) 臺北市特色招生專業群科 士林高商 

2. 03 月 28(一)至 04 月 12 日(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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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資訊都在本校校網【生涯

升學輔導專區】。 

3. 家長日手冊內教務處有特地整理提供 108 年至 110 年本校學生升高中、高職

與五專的優免與免試入學的會考錄取參考分數，請導師、輔導老師、家長及

學生多加利用。 

(五)資設組 

04 月 01 日(五)舉辦七十六週年校慶「課程靜態成果展」，學生的參展作品的主

題(科目)不限，但種類以海報、研究成果、手工製作或繪製的成品為主，由資

設組收件，03 月 25 日(五)放學前截止收件，詳細通知已發放至各班班級櫃，參

展學生將獲得參展證書以及嘉獎乙支，請導師與任課老師多多鼓勵學生參展。

以下提供去年參展作品做參考。 

 

生活科技作品 

 

生活科技作品 

 

校訂課程：閱讀作品 

 

數理獨立研究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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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務處 

(一)訓育組 

1. 七年級社區服務學習活動安排 

(1)3月 24日(星期四)參與班級為 701至 704。 

(2)4月 7日(星期四)參與班級為 705至 708。 

2. 3月 31日至 4月 8日辦理校園小藝人活動，請導師鼓勵同學踴躍報名。 

3. 校慶活動 

(1)預演時間：3月 31日(星期四)下午第 6、7節，參與人員為彩排人員。 

(2)正式活動：4月 1日(星期五)，參與人員為全校師生。 

4. 請各班導師推薦學生參加新北市「111 年全國孝行獎選拔」。 

選拔標準：被推薦人尊重父母、尊親長，克盡孝道，受到鄰里肯定，經證

明屬實，足堪他人 表率者，得選為孝行楷模，並依其作為，分類如下： 

(1)長期陪護組：長期盡力照顧父母、尊親屬，不畏辛勞。 

(2)善用資源組：運用長照或其他社會資源照顧失能父母、尊親屬，鼓勵

或積極幫助其恢復重建、恢復或維持自理能力。 

(3)扶助實現組：照顧父母、尊親屬維持其身體健康，體貼其心意，使其

歡喜，進而鼓勵並協助其自我實現。 

(4)同心協力組：家人間共同照顧父母、尊親屬，並凝聚、團結彼此間情

感，家庭和樂。 

(5)顯親傳孝組：傳揚父母之優良事蹟，彰顯其對社會之貢獻；或將自身

關懷父母、尊親屬之具體作為，推廣至里鄰社區，並熱心提供協助，

供大眾效法。 

(二)生教組 

1. 七、八年級反霸凌、反詐騙宣導活動業於 2月 24日辦理完畢，感謝導師協

助配合。 

2. 取消原定 3月 1-4日及 5月 30日至 6月 2日反毒入班宣導週活動。 

3. 請導師協助提醒學生以下事項： 

(1)下課時間勿在走廊奔跑以免危險；並降低音量尊重想休息的同學跟老師 

(2)勿邊走邊吃、亂丟垃圾於合作社、樓梯間；帶到體育館的外套、口罩等

個人物品記得帶走。 

(3)學生請假為 app及紙本並行，若家長已使用 app請假，學生亦須補紙本

假卡，確保家長知悉學生請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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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體育組 

1. 3月份體育賽事： 

(1)校內班際比賽：七年級大隊接力及特教融合教育接力於 111年 3月 7日

第一節辦理，感謝 706班、707班願意陪同特教學生，也感謝 706、707

導師大力支持。 

(2)全市比賽：804班、806班將於 111年 3月 18日代表本校參加「2022 新

北市運動樂活系列活動中小學大隊接力決賽」，比賽地點為板橋第一運動

場 

2. 體育班校隊 3月份賽事： 

(1) 3月 10-11日角力隊參加 111年度全國角力錦標賽暨 2022年亞洲青

年、青少年國家代表隊選拔賽。 

(2) 3月 17-19日羽球隊參加 111年新北市青年盃羽球錦標賽。 

(四)衛生組 

1. 倘各處室有大量資源物需回收、教室搬遷回收物或垃圾須立即處理時，請知

會衛生組協助處理。 

2. 衛生局委託世界和平婦女會進行菸檳防治入班宣導，地點為各班教室，請各

班資訊股長開啟電腦及投影機，入班宣導時間及班級如下： 

日期 時間 班級 

2月 21日(星期一) 早自習 701-708 

3月 10日(星期四) 第六節 801-806 

3月 24日(星期四) 第六節 807-808 

3. 目前防疫規定仍為二級警戒，發現部分班級午餐用餐時，許多學生未使用隔

板，甚至聚集用餐並於教室內四處走動，故請各班導師宣導以下規定： 

(1)午餐用餐維持固定打菜人員，使用隔板、不併桌、不交談、不共用餐具、

不分享食物。 

(2)教室維持通風、每日環境消毒。 

三、總務處 

1. 本校 111學年度新設非營利幼兒園工程案，建築師刻正進行細部設計圖說及

經費概算編列;另非營利幼兒園未來營運團隊部分，經教育局召開甄選審議

通過為財團法人三之三生命教育基金會，營運時間為民國 111年 8月 1日至

115年 7月 31日。 

2. 本校搬遷教學環境整修工程於 3、4月進行敬業 4樓教室、凌碧樓 5樓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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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室、綜合大樓各資源教室、音樂教室、視聽教室整修及相關搬遷作業，聲

響較大之打除工程已安排假日施作，上課期間以施作低度噪音或無聲響工

項。 

3. 凌碧樓 2、3樓樓梯口因天氣冷熱溫差導致部分瓷磚剝落，已請廠商盡快安

排時間到校修復，請暫時不要靠近該區域，並提醒同學勿在該區域逗留。 

4. 本處於寒假期間進行凌碧樓雨遮清掃時，發現諸多飲料瓶罐等垃圾，請導師

協助提醒同學勿將垃圾丟至雨遮，避免影響排水系統正常運作。 

5. 近期因工家大樓屋頂漏水，經修繕發現屋頂破損原因為學生將文碧樓露臺地

磚拋砸所導致，請導師協助提醒同學要愛惜公物，不得恣意破壞。 

四、輔導處 

(一)輔導組 

1. 110學年度第一學期家庭訪問調查 Google表單已全數調查完畢並完成校務

行政系統填報，感謝導師的填報。 

2. 發放新北市慈善會 111年 1-3月清寒助學金，學生共計 20名。 

3. 全家物資補助已全數通知家長完成領取。 

4. 得榮少年基金會參加學生：807陳姮妤、許雅淋，902許雅惠，802張家鳳

共計 4位同學已完成 8小時生命教育課程且榮獲基金會推薦為得榮少年候選

人。 

5. 幸福文中學堂 3/1開課，課程內容: 理財致富、藝術創作與我、服務學習、

體驗玩很大、茶藝文化、我是鼓手、品格籃球、用創意來玩繪本、詠春拳

社，共 9門課。 

6. 3/10(四)第 7節八年級心理衛生宣講：「我的愛情很戲劇」。 

7. 3/14(一)第 1節七年級心理衛生宣講：「珍愛每一天」。 

8. 感謝教務處提供經費邀請荒野保護協會到校辦理 7年級生命教育宣導。 

9. 3/24(四)第 6-7節荒野協會生命教育宣導，705-707班。 

10.110-2學期親職講座訊息如下: 

時間 講題/活動 主講人  對象 地點 

111.3.4(五) 

19:00-21:00 
適性入學宣導 楊憶湘校長 家長 

文碧 2樓 

會議室 

111.3.25 (五) 

19:00-21:00 
薩提爾的親子對話練習 楊東蓉老師 家長 

文碧 2樓 

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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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4.21(四) 

19:00-21:00 

永結同「新」新住民 

婚姻教育講座 

外聘講師 

(家教中心安排) 
家長 

文碧 2樓 

會議室 

111.6.1(三) 

19:00-21:00 

認識青少年情緒 

及處理方法 
陳忠寅心理師 家長 

文碧 2樓 

會議室 

(二)資料組 

1. 因應疫情本學期家長日改以提供書面資料方式辦理，預計 3/2(三)發給各班

學生帶回，家長如對學校辦學有所建議或提問，歡迎於 3/11前掃描手冊 p.4 

QR-Code填寫「家長建議與回饋表單」，輔導處彙整各班提問後會將各處室回

覆公告周知。 

2. 111學年度畢業生適性入學宣導：2/24(四)已辦理完成學生、教師場次，宣導

資料將公告校網，供學生、老師、家長參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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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合作式技藝教育課程：本學期開設五職群，共 114位學生參加。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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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3(四)-6.2(四)每週四 5~7 節（共計上課 13 次），週四遇

國定假日、複習考、段考第一天暫停課程。  

(2) 開設班別： 

班別 

職群 

G莊敬 

食品職群 

I能仁 

家政職群 

(美容美髮) 

J南強 

電機電子職群 

K大誠 

餐旅職群 

L大誠 

動力機械職群 

學生 

人數 
23人 28人 21人 22人 20人 

導師 林怡如老師 黃桂齡老師 柯意雯老師 武興漢老師 蕭啟仙老師 

集合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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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3/1(二)-3/7(一)新北市技藝競賽，本校九年級共 20位學生參加，參賽日程

表已發給九年級導師。選手賽前請公假進行最後培訓，非常感謝九年級導師

的支持與鼓勵，讓選手們可以順利完成訓練。 

5. 3/16(三)第 1節辦理技藝教育遴輔會，進行甄選說明及各職群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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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3/26(六)新北市教育博覽會，在新北市政府廣場舉辦，目前 12名學生參

加，當天學校會租一輛遊覽車載學生參加，還有空位，歡迎學生、家長踴躍

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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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教班課後照顧專班於 2/14(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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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報名截止，6/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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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公告簡章，

2/21-3/4術科測驗校內報名，4/9術科測驗，6/10-16甄選入學報名，7/12

分發，7/13報到。 

4. 2/17(四)-3/8(二)國小六年級轉銜會議，共計 26場。 

5. 3/5(六)資優鑑定初選試場設置於 701班、702班、703班以及 704班教室，

非常感謝 4位導師協助督導學生教室環境整理事宜。 

6. 九年級共 9名學生申請會考應考服務，10名學生申請特殊情形得免會考。 

7. 本學期「國小週末科學工作坊」辦理時間為 3/19、4/09、5/14、6/11，共 4

場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