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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市立文山國民中學 109學年度第 1學期 

     家長日手冊 
 

 

  

 

 

 

 

 

 

 

 
 



新北市立文山國民中學 

109學年度第1學期家長日 

109.09.19 



升學資訊 



  ★新店之光，109年優異升學表現★ 

★ 約   3 % 學生錄取科學班、資優班、特色班。 

★ 約   6 % 學生錄取基北區公立高中前三志願。 

★ 約 16 % 學生之會考五科積分達 5A 等級。 

★ 約 70 % 學生之會考五科積分可達公立高中職。 



★109年★ 

高中免試 

比序積分(2-1) 



★109年★高中免試比序積分(2-2) 



學校資訊 



文山國中109學年度教室配置平面圖 



文山國中109學年度導師分機 
 

班級 姓名 分機 班級 姓名 分機 班級 姓名 分機 

701 許郁卿 658、659 801 尹淑芳 660、661 901 高淑玲 653 

702 賴蕙君 658、659 802 蔡慧玲 660、661 902 楊廷信 656、657 

703 廖卿妙 658、659 803 劉佳雯 660、661 903 張莉玟 656、657 

704 蔡玉卿 658、659 804 葉文信 653 904 柯意雯 656、657 

705 錢玉玲 656、657 805 廖瑀曦 660、661 905 莊靖芬 656、657 

706 丁毓秋 658、659 806 羅文俊 660、661 906 王順珍 656、657 

707 劉子晏 658、659 807 陳雅棻 660、661 907 陳麗玲 656、657 

708 鄧貴安 654、655 808 李佳盈 654、655 908 蕭啟仙 660、661 

709 
陳玉燕 644 資源 胡宇涵 644 

909 
邱筑君 644 

陳宥安 644 資優 蘇昭碧 644 張瓊文 644 

資優 周瑞玲 647       資優 黃桂齡 652 

 

學務處請假專線：2913-4300，轉分機621、622、623、624 
 



     ★課輔及重要考試時間★ 

課        輔 
09/14-01/15 七八九年級補救教學(學習扶助) 

09/01-01/19 九年級課輔 

09/02-01/19 九年級晚自習 

英單會考 09/17英單大會考(八年級)(第6節)  

成語會考 
10/29 第一次成語大會考(九年級)(早自習)  

01/07 第二次成語大會考(九年級)(早自習)  

段        考 
10/15-10/16 七、八、九年級第一次段考 

12/02-12/03 七、八、九年級第二次段考 

01/19-01/20 七、八、九年級第三次段考 



     ★九年級重要考試時間★ 

九年級 

第二次複習考 

     12/23 到 12/24 

    範圍：第一冊到第四冊 

九年級會考 
    110/05/15-05/16  

      (剩下約238天) 



 ★國民中學畢業條件★ 

年級 七八年級 九年級 

A學習 

八大學習領域有四大學習領域，
總平均成績60分以上。 

七大學習領域有四大學習領域，
總平均成績60分以上。 

八大領域 

語文、健康與體育、社會、藝術
與人文、數學、自然科學、綜合
活動、科技 

七大領域 

語文、健康與體育、社會、藝
術與人文、數學、自然科學、
綜合活動 

B出席 
學習期間扣除學校核可之公、喪、病假，上課總出席率至少達三
分之二以上。 

C獎懲 經獎懲抵銷後，未滿三大過。 



 ★109學年度課程安排★ 

基礎課程:鞏固學力 

八九年級英語適性分組: 
小組適性教學協助學生擁有英語

基本學力，讓學習更具成效。 

七八九年級補救教學(學習扶助): 
小組適性教學，提高學生國文、

英語、數學基礎學科之學力，確
保學生學習品質。 



 ★109學年度課程安排★ 

九年級課輔: 
目標為協助九年級學生能掌握各科重
點，於會考中有理想的表現。 

九年級晚自習: 
提供學生可安靜自習的教室，在規律
的作息下，讓學生做好時間安排與規
劃，自主複習。 

九年級升學輔導 



★十二年國教109學年度校訂課程★ 

國文科:閱讀大觀園(1) 

英語科:英悅繪(1) 

地理科:認識家園(1) 

文中生活圈(2) 

多元社團(1) 

七年級彈性課程 八年級彈性課程 

國文科:讀寫萬花筒(1) 

英語科:英樂會(1) 

數學科:數學寫作(1) 

歷史科:時光隧道(1) 

文中生活圈(1) 

多元社團(1) 



★體育活動★ 

本學期體育活動： 

◆ 10/19至11月中旬九年級游泳課程 

◆ 10/29七、八年級大隊接力 

◆ 110/1/6-1/8 新北市中小學 

               運動會角力賽 



★訓育活動1★ 

◆服務學習時數說明 

(一)採計7上、7下、8上、8下及9上，共五學期。    

    每學期6小時以上。 

(二)服務學習時數認證 

      1、學校規劃之活動由學校認證。 

      2、非學校規劃之服務學習活動。 

(三)服務學習時數登入 

      1、先以紙本(認證條) 認證時數，期末由導師 

         統一輸入校務行政系統。 

      2、校外服務時數需於一週前至訓育組填寫校外 

         服務時數申請單。 



★訓育活動2★ 

◆ 109/08/20-21新生始業輔導 

◆ 109/11/20新北市學生音樂比賽團體賽 

    (打擊樂團、合唱團) 

◆ 109/10月下旬~11月初八年級2天1夜校外 

    教學(隔宿露營)  

◆ 109/12/28-30九年級3天2夜校外教學 

◆ 110年4月七年級1日校外教學 

◆ 110年3月底校慶活動 

◆ 110年6月畢業典禮 



★生活教育1★ 

◆ 每週頒發守時班獎狀： 

   全班週一至週五7點40分以前到校，頒發獎  

   狀，肯定孩子守時的好習慣。 

◆ 友善校園議題融入課程、宣導及活動： 

(一)、防制學生藥物濫用。 

(二)、防制校園霸凌。 

(三)、杜絕復仇式色情。 

(四)、校園親密關係暴力事件防治及處理宣導。 



◆ 學生請假辦法 

(一)事假：持個人假卡於事前完成請假手續。 

(二)病假：事後七日內完成請假手續。 

(三)其餘參閱學生手冊。 

◆ 行動載具管理：學生攜帶行動載具(含手機) 

   到校均需填報申請單統一保管至放學領取。 

◆ 奬懲辦法：詳見學生手冊。 

依「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準則」規定，學生獎懲抵銷後，
未滿三大過可予以畢業證書。 

★生活教育2★ 



★健康促進活動★ 
  ◆ 本學年度學校健康促進計畫，為增進學  

     生健康，以「健康體位」為主題。 

  ◆ 目前校內過重及過輕比例偏高，為增進 

     健康請家長一起推行「85210」，培養 

     學生「均衡飲食，規律運動」之習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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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措施★ 

門口量額溫 午餐防疫 教室通風 

班級消毒 
肥皂洗手 班級健康管控 

防疫宣導 



提醒大家：若散播不明或未證實之疫情資
訊時，應確認內容是否屬實，切勿遂意散
播或轉傳，以免觸法!!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武漢肺炎專區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傳染病及防疫專題 

疾管家Line ID :  

＠taiwancdc 

有關於「新冠狀病毒」最新消息，可以至下列網站查詢:  

★防疫專區★ 



★學生健康檢查及疫苗注射★ 

◆ 10/12 七年級健康檢查 

◆ 10/21 流感疫苗注射 

◆ 11/18 八年級HPV接種 

         (預防子宮頸癌疫苗) 



多元展能 
文中榮耀 



  ★新店之光，109年優異升學表現★ 

本校109年國中會考各科目表現亮眼 

於新北市 98 所國中評比榮獲 

 

「新北學力UP支持計畫」增A組全市第三名！ 
(五科達精熟學生人數百分比相較近五年平均的進步值為全市第三名) 

 

 

 

 

 

 

 

新店學子在地就學！成為耀眼的文中人！ 



★國文領域：文山小墨客★ 

109年新北市文山分區語文競賽優異 

張世緯 榮獲客語朗讀第一名 

劉恆持 榮獲國語朗讀第二名 

陳彥騰 榮獲閩語朗讀第二名 

徐崇翔 榮獲寫字第一名 

黃瀅心 榮獲國語字音字形第一名 

李佳盈老師 榮獲閩語字音字形第三名 

🏆文山國中榮獲學校團體獎第二名 



★國文領域：文山小墨客★ 

108年新北市文山分區語文競賽優異 

黃子嫣 榮獲國語朗讀第二名 

陳彥騰 榮獲閩南語朗讀第三名 

張宸語 榮獲客語朗讀第一名 

李佩儒 榮獲國語字音字形第二名 

蔡雅婷 榮獲閩南語字音字形第二名 

徐崇翔 榮獲寫字第一名 

李佳盈老師 榮獲國語字音字形第一名 



★英語領域：文山小文青★ 

班詠晴 

新北市108學年度東區英語競賽演說甲等 

游星閱  

新北市108學年度東區英語競賽演說甲等 

郭孝恩  

新北市108學年度東區英語競賽作文甲等 

 



★英語領域：文山小文青★ 

2020新北市專業英文聽力與詞彙能力大賽 

 

廖宣燁 

一般英文單字組金腦獎 

施家瑋 

實用英文聽寫能力組金腦獎 

林冠丞 

實用英文聽寫能力組金腦獎 



★科技領域：文山小創客★ 

張晨煥、陳璿䨤 

2019年教育部技藝能競賽「全國自走車大賽」 

榮獲國高中組迷宮賽全國第二名 

 

張晨煥、陳璿䨤 

2020年第十六屆教育部電腦鼠暨智慧輪型 

機器人比賽 

榮獲線迷宮鼠國中小組全國第二名 



★科學領域：文山小學者★ 

游星閱 

2020 年臺灣國際科展榮獲數學科四等獎  

黃瀅心、廖宣燁、趙寅壯 

2020年全國科展生活與應用科學(二)獲佳作獎 

石昀弘、林昱嘉、葉弘凱 

2020年全國科展地球科學科獲佳作獎 

許崇煒、張齊軒 

2020年全國科展數學科獲第一名 

文山國中榮獲學校團體獎第三名 





★許崇煒、張齊軒獲總統接見★ 



★全人發展★ 

郭孝恩 

新北市108學年度特殊展能市長獎 

教育部2020年總統教育獎奮發向上獎項 



遲敬起 

親子天下 

《神奇柑仔店》 

零食設計師大賽獲

【創意零食獎】 



特色社團 



★角力隊★ 

◆ 108學年度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榮獲2銀3銅， 

   第五名1位，第七名3位；108全國總統盃 

   角力錦標賽，榮獲國中男子組希羅式團 

   體亞軍。 

◆ 升學：安康高中、明德高中、竹圍高中    

         體育班 



★籃球隊★ 

 ◆ 新北市106年中小學暑期籃球分齡賽第五名 

 ◆ 106年全國中學校際籃球賽第六名 

 ◆ 106年全國中正盃校際籃球賽榮獲第二名 

 ◆ 108年全國中正盃大學暨中學校暨籃球賽國男組第二名 

 ◆ 108年新北市基層運動籃球區域對抗賽國男組第二名 

 ◆ 109年新北市暑期籃球齡賽國中男子組第五名 

 ◆ 106及108學年度國中乙級籃球聯賽新北市第三名 

    (晉級全國複賽) 



★羽球隊★ 

 ◆ 108學年度內湖盃羽球錦標賽 

    邱俐禎/彭佳翎   少年女雙季軍 

 ◆ 108學年度華江盃羽球錦標賽  

    金浩哲    國三男子單打 季軍 

    彭佳翎    國二女子單打 季軍 

 ◆ 升學榜單：松山高中、南強工商 

  



★音樂社團★ 

◆ 成立宗旨: 

    「擁抱音樂」是成立主要宗旨！ 

    希望藉由音樂涵養學生心性，培養學習的興趣。 

◆ 招生對象: 

    文山國中及新店國小四~八年級生，並特別鼓勵 

    中低收入戶家庭的孩子優先參加。 

 



★打擊樂團&合唱團★ 



★管樂團★ 
◆ 100學年度新北市音樂比賽獲優等及全國決賽優等 

◆ 101~103學年度新北市音樂比賽優等 

◆ 103學年度新北市音樂比賽銅管五重奏優等及全國決賽 

◆ 104-105學年度新北市音樂比賽優等 



環境改善 



★校舍設施增置整建工程案★ 

◆ 老舊課桌椅及廣播控制機系統更新。 

◆ 綜合大樓體育館地板整建。 

◆ 文碧樓、凌碧樓電源整置改善。 

◆ 敬業樓及七、八年級教室冷氣增置。 
 



★老舊課桌椅及廣播控制機系統更新★ 

廣播系統- 
已完成更新裝置 

老舊課桌椅-已完成採購 
預計109年11月中到貨定位 



     ＊整建後預期效益 (預計109年11月中竣工) 

◆ 建構本校師生優質的學習環境及強化運動技能實力 

◆ 透過良善的訓練環境以提升本校運動選手訓練成效 

◆ 提供舉辦各級比賽優質環境 

★綜合大樓體育館地板整建工程★ 



★文碧樓、凌碧樓電源改善整置工程★ 

 ＊整建後預期效益(預計109年11月底竣工) 
   因應現今學習環境及溫度不斷提升，各項設備設施 
   持續擴充，俾利供應更為安全之用電環境，符應教 
   學設施設備及冷氣增置使用。 



★敬業樓及七八年級教室冷氣增置工程★ 

 ＊整建後預期效益 (預計109年11月中竣工) 

   改善本校教室夏季氣溫室內悶熱情形，透過冷氣 

   增置提升學習成效。 



親師合作 



★學生生涯發展紀錄手冊★ 

➢蒐集學生的性向
、興趣、價值觀，
家人的期待，自己
的學習表現（學習
成就、社團、幹部
、獎懲、職業試探
結果等）可做為升
學選校參考 



★每年5月發回請家長檢視★ 

請家長參閱內容，
請爸媽仔細看完孩
子的各項紀錄，找
時間與孩子聊聊、
寫下給孩子的鼓勵
及建議，並簽名 

P23寫幾句鼓
勵孩子的話，
並簽名 

七年級 

八年級 

九年級 



要幫助孩子選學校、選

科別、真是傷腦筋啊！ 

 

教育部特地編印「國中

生涯發展教育家長手

冊」，提供給新生家長

參考，預計年底會收到，

屆時會讓學生帶回轉交

給家長，內容很不錯，

請家長參考喔！ 

★生涯發展教育家長手冊★ 



★親職教育講座★ 
 

場次 時  間 講    題 

1 
9月19日(六) 

上午10：00-11：30 
     成為兒女的心靈捕手 
     (主講人：丁介陶老師) 

2 
10月30日(五) 

晚上7：00-9：00 
   理解數位世代特質，讓親子更靠近 
     (主講人：馬永年老師) 

3 
11月27日(五) 

晚上7：00-9：00 
      如何在家教養品格 
     (主講人：李玉珍老師) 

4 
12月18日(五) 

晚上7：00-9：00 
      家庭中的性別教育 
     (主講人：林煜捷老師) 



★家庭教育資源★ 

專線名稱 專線號碼 服務時段 

全國保護專線 113 24小時 

家庭教育諮詢 
服務內容：夫妻相處、親子溝通、
子女教養、婚前交往、情緒調適、
家庭資源、生活適應、人際關係
等問題，歡迎撥打諮詢。 

412-8185 
(手機請加 
區碼02) 

週一至週五  
早上 9:00-12:00 
下午2:00-5:00 
晚上6:00-9:00 
週六  
早上 9:00-12:00 
下午 2:00-5:00 

生命線 1995 24小時 

張老師 1980 
週一至週六 09:00-21:00 
週日 09:00-17:00 

內政部男性關懷專線 0800-013-999 09:00-23:00 

新北市新希望關懷中心 

（生活輔助、心理輔導） 
1957 08:30-17:30 

家庭教育中心網址: http://family.ntpc.edu.tw/ 



幸福文中
感謝有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