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立忠孝國民中學104學年度
學校日 校務工作報告



陳澤民校長

忠孝大家長



校長的辦學理念



培養孩子能力與態度
•能力：

–解決問題的能力

–主動學習的能力

–溝通表達的能力

–團隊合作的能力

•態度：

–為他人奉獻服務的態度

–做事情負責認真的態度

–學習中追求進步的態度

–待人接物有禮貌的態度



教務處工作報告



教務工作經營理念

願景

教學正常、專業創新

多元適性、科技校園

任務

教師–提升專長授課比率

教學–領航創新成長專業

學生–建構多元學習內涵

設備–打造科技學習場域

核心價值

尊重、創新、適性、永續



七年級重視課程銜接，生活適應能力之培
養，並建立良好學習習慣。

八年級積極開發學生多元能力，以適性
教學鼓勵多元發展，充實基本能力。

九年級加強國中教育會考相關實力，配合
不同入學管道，提升學習績效，適性入學。

各年級教學活動重點



各年級學習提醒

☆請務必配合教師教學進度學習

雖未來的升學不採計在校成績，但「教育會考」的

成績是會列為免試入學超額比序要項之一。為讓孩

子能在未來順利就讀理想的學校，「教育會考」表

現的好壞，是不容忽視的。

因此配合教師教學進度，課前預習、課中專注、課

後複習，打好良好學習基礎，及建立良好學習態度。

基本功要能紮實，如此才有利於孩子長遠的發展。



各年級學習提醒

☆鼓勵孩子均衡學習

鼓勵孩子積極認真地參與：「藝術人文–視藝、表藝、

音樂」；「綜合–輔導、童軍、家長」；「健體–健

教、體育」等的教學活動，以利孩子未來的成長。

另外，鼓勵孩子多參加校內外所辦理的學藝競賽活

動，雖然未來這些比賽成績的好壞並不影響升學，

但孩子從這些比賽所領悟到各學習領域的多元基本

能力，將會長久地影響及伴隨孩子成長



各年級學習提醒

☆多了解孩子的作業繳交狀況

作業的繳交狀況，將會反應出日後孩子作事的態度。

請家長多多幫忙，當孩子回家後，詢問一下是否有

隔天要繳的作業。

充份和導師合作，留意孩子是否按時完成作業。



各年級學習提醒

☆關心孩子的網路世界

參考教育部資訊倫理與安全健康上網手冊，可以上網本校學
校日專區下載。
網址：http://class.chjh.tp.edu.tw/schoolday/



九年級學習小叮嚀

☆確實跟好導師所安排的複習進度

每日早晚的複習計劃請要求孩子盡量依進度作好複

習，如果因隔天作業太多趕不上進度，請盡量利用

週休補回來，把自己本週應複習的部分好好回到課

本上統整一遍。

另外將自己複習課程學習上會做錯的題目剪下來貼

在筆記本上，複習考前針對自己較弱及常錯的地方

作加強。了解自己才能對症下藥！



九年級學習小叮嚀

☆晚自習請多鼓勵孩子參加（10/26）

本校這幾年來辦理九年級留校晚自習成效良好，對於

孩子的學習與複習有相當大的幫助，另外亦可培養孩

子的竸爭心及上進心。故請多鼓勵孩子們參加本校的

晚自習活動。

若孩子有參與晚自習，還煩請家長能適時撥空來學校

輪值，並關心下孩子。除了解其讀書狀況外，也可以

看看孩子和其他同學的互動。



成績評量

☆國民中小學學生修業期滿，符合下列規定者，為成績及格

由學校發給畢業證書；未達畢業標準者，發給修業證明書：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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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經獎懲抵銷後，未滿

三大過。

二、七大學習領域有四大學習領域以上畢業總平均成

績丙等以上。



105學年度基北區入學管道
宣導說明

臺北市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105年基北區適性入學管道



臺北市105學年優先免試入學計畫說明





105臺北市優先免試辦理學校



105學年免試入學
超額比序方案說明



105免試入學超額比序項目積分對照表（108方案）



超額比序及分發作業流程

增額人數高於5%時，依選填
志願順序錄取







12年國教相關宣導

☆ 來年的升學方式和今年相比會有大幅度的轉變，為讓家

長們在日後面臨孩子升學時，能更了解相關的入學方式。

日後若有相關升學訊息的公布，學校將辦理講座或說明

會，屆時還請家長能撥空出席瞭解。



104 學生事務處工作報告

訓育組長
梁津津

生教組長
黃文煌

體育組長
廖雅惠

衛生組長
林珮君



一、學務工作經營理念

用心經營、嚴管勤教、親師合作、創造特色。

學務工作要能有效遂行，端賴全體親、師、
生的通力合作，歡迎各位家長與學務處保持
緊密聯繫，為孩子創造平安、和諧、美好的
學習生活。

學務處聯絡電話：25524890＃31.32.33



二、學務工作成員介紹

▪ 學務主任：高毓璇（分機31），綜理各項學務處業務。

▪ 訓育組長：梁津津（分機33），規劃暨辦理各項學生
比賽活動及推展學校特色團隊。

▪ 生教組長：黃文煌（分機32），各項生活教育之規範
要求，獎懲及出勤管理。

▪ 體育組長：廖雅惠（分機39），運動代表隊培訓及運
動比賽活動規劃辦理。

▪ 衛生組長：林珮君（分機34），校園環保工作推展與
師生衛生保健管理。



三、持續推動104學年度「友善校園人權環境」
計畫，本學期開學第1週為友善校園週，
生教組已結合各處室做好友善校園系列
相關活動，並發給每位學生學校家長緊
急聯絡卡。

四、每日第2節下課時間為15分鐘，辦理課間
運動（前7分鐘實施護眼操，後8分鐘鼓
勵慢跑或慢走），希望家長一同鼓勵同
學們養成定期運動的習慣，鍛鍊健康體
魄，提升個人免疫力，也有助於學習成
長。



五、營養午餐（桶餐）實施：

每月底左右依行事曆召開午餐委員會議，
定期檢討廠商供餐品質做到飲食均衡，
促進個人身心發展，目前全校訂餐率約
八成以上，少數同學則由家長準備愛心
便當，各班用餐情形良好，未來用餐若
有任何問題歡迎洽詢各班導師、合作社
或學務處衛生組。



六、本校學生體位不良比率(過重及超重)31%，
名列北市國中第9，亦高於全國平均值，
學校除安排學生利用課間從事運動外。請
家長鼓勵學生於課後或假日多從事運動，
並留意飲食熱量控制，減少含糖飲料攝取。



七、改過銷過辦法：

凡受懲罰紀錄之學生，有誠意悔改，且
在考察期間未再違反任何校規，鼓勵學
生積極改過銷過，宜多利用於寒暑假時
間進行改過銷過。



八、重要活動時間

❖104年11月7日（六）為本校45週年校慶活
動日，目前各項活動正緊鑼密鼓地籌畫中，
歡迎家長和校友們屆時踴躍蒞校參與！

❖104年11月26日（四）~ 11月27日（五）8

年級隔宿露營活動；地點：關西萊馥渡假
村。

❖預計104年12月11日（五）辦理7年級校外
教學一日活動。



九、注意流感

近年來一旦天氣轉涼，發現罹患流行性感冒
的學生人數時常增加，希望家長配合注意，
如果發現貴子弟疑似流感症狀，請立即戴上
口罩及測量體溫，必要時至醫院進行篩檢。



十、給家長的建議與叮嚀

❖國中階段的小孩正值青春期，請各位家長
特別注意小孩子的交友情形，多利用假日
陪伴小孩，養成閱讀及運動的好習慣。

❖作息與請假：

1.上學時間為每日早上7：30前到校，並於
7：45前完成掃除工作。

2.貴子弟若臨時無法到校上課，請家長務
必親自告知導師或學務處老師。



❖服儀規定：制服、運動服、紀念T遇有12度
以下寒流來襲，除著校服外可自行加穿保
暖禦寒外套。

❖非上課必需品，如3C產品（手機、mp3、
mp4、psp）帶手機到校，請依程序至學務
處拿申請表，詳閱申請辦法後，再決定是
否提出申請。



❖學校有排定游泳課程，地點：萬華運動中
心，請鼓勵貴子弟認真學習並且於國中畢
業前，皆能通過25公尺認證。

❖依據臺北市立忠孝國中服務學習實施計畫，
增進學生關心自己、關懷生活環境及參與
公共事務的意願與熱忱，每位學生每學期
至少服務6小時。

❖培養學生一生一專長，歡迎貴子弟加入忠
孝國中代表隊：籃球隊、羽球隊、空手道
隊、啦啦舞、直笛隊、弦樂隊。



❖如果有接獲詐騙電話或遇到有急事件找小孩，
歡迎隨時打電話到學校，我們會竭誠為家長
立刻處理，學校電話：（02）2552-4890轉
學務處31~33。請您撥空輸入至手機或電話
簿中。

❖請善用聯絡簿，因為聯絡簿是親師生溝通最
好的橋樑。感謝您的配合!



104 總務處工作報告



一、工程事項說明

學校為建設優質教學環境，每年都會有工程
進行，今年暑假甫完成「104年度活動中心整
修工程」，已報竣工；而位於至真樓東西兩
端之「校園無障礙電梯」二部，也已報竣工，
學校將擁有更完善的無障礙空間。



工程相關事項說明如下:

1. 104年度活動中心整修工程--已於8月14日報竣
工，目前進行缺失改善，不影響學生學習。

2. 無障礙電梯工程—已於9月8日報竣工，目前進
行缺失改善，不影響學生學習。

3. 已於開學利用集會向全校師生宣導工程相關安全
注意事項，並隨時公告工程最新訊息。

4. 體育課、多元社團或其他有關課程，均不影響。



二、學校設施的維護與修繕

❖學校跑道老舊，損壞部分已進行些微整
修。

❖學校並無技工編制，部分技術性修繕作
業需雇商處理，若無法掌握即時性，請多
包涵。



三、教室冷氣使用維護管理要點

為培養學生節約能源與愛惜公物的良好習慣，並達
到妥善維護班級教室冷氣設備，節約能源之目的，
本校特訂定「教室冷氣使用維護管理要點」 (可於忠
孝網頁查詢)，冷氣費用依「使用者付費原則」，於
註冊時統一收取，以儲值卡方式供各班使用，採代
收代付方式辦理，新生入學後，於七年級下學期繳
交400元冷氣使用費，目前規劃國中三年每年繳交
一次，畢業時若有餘額不退還，作為冷氣維修費用。
冷氣總電源由總務處統一管理，每日上午9時至下午
5時送電，各班冷氣使用時機以室溫超過28oC為原
則，得由各班導師依狀況調整之。



四、節能減碳

❖政府已訂定公家機關逐年減少用電2%之
目標，請各班教室冷氣撙節使用，響應節
能減碳、維護地球永續之生態環境。



104 輔導室工作報告





二代校務行政系統 適性輔導



學校網站

二代校務行政



二代校務行政系統(登入畫面)

https://school.tp.edu.tw

母親帳號：M+學生身分證字號(MA123456789)

父親帳號：D +學生身分證字號(DA123456789)

父母親密碼皆是：學生學號



心理測驗
我的免試

入學積分
自我認識

職業與我
我的

學習表現

幹部及

小老師

社團紀錄 獎懲紀錄
體適能

及競賽

輔導及

諮詢紀錄



母親帳號：M+學生身分證字號

父親帳號：D +學生身分證字號

父母親密碼皆是：學生學號

9年級生涯統整面面觀
9年級生涯發展規劃書

當您的孩子進入9年級~~~~



家長的話

家長的話
升學輔導
建議



臺北市立忠孝國中104學年度

數理資賦優異學生鑑定安置流程

（請依104學年度公告之資優甄選簡章為準）



數理資優班學生鑑定安置流程

對象:本校7年級新生、8年級學生

報名時間:104年10月5日--10月23日

初選:數學自然性向測驗

複選:數學自然實作評量

校內複選審查會議

臺北市資優鑑定安置輔導小組鑑定會議

臺北市教育局核備

105年1月8日全市統一公告錄取名單

錄取學生下學期入班



數理資優班學生鑑定安置說明會

104年10月2日星期五
19:00-20:30

本校至善樓3樓多功能教室

歡迎爸爸媽媽帶著孩子一起來!



感謝聆聽
讓我們為孩子的未來一起加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