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忠孝國民中學 110學年度第 2學期家長座談會會議記錄建議事項 

班級 事由 相關處室 處理方式 

703 希望老師能在學期初給建議。 教務處 

每學期導師的班級經營計畫書與教學進度在

學校日前會公告於學校網站首頁 > 行政單

位 > 學務處 > 訓育組 > 學校日專區，讓

家長查看。若家長需要師長針對孩子在各科

目的學習給予適當建議，不妨可以透過聯絡

簿、導師或直接聯絡教務處。學校這邊會盡

速請相關科目的任課教師，提供資料再回覆

給家長。感謝您的建議！ 

703 

居家上課ㄧ定要三天嗎？線上教

學學生上課品質差 根本是放假，

因怕疫情而演練可以接受，但不

需那麼多天吧。選在平日小孩自

行在家就已是麻煩了，還要讓他

自行線上上課ㄧ整天 可想而知是

玩ㄧ整天了。 

教務處 

感謝家長的反應！ 

學校近日會對先前所公布的居家遠距線上教

學演練的日期及方式進行討論，若有更動，

會再作公布。懇請家長多留意相關訊息，以

作合宜的因應。 

703 

請問為什麼第八節要上表藝健體

等課，如果不是為了正課補充，

為何不讓孩子早點放學回家呢 

教務處 

感謝家長的提問！ 

依教育局規定，課後學習(第八節課)課程規

畫內容可涵蓋七大學習領域，即表藝、健體

等課程均可列入課後學習課程。若家長對此

仍有疑慮，可逕自洽詢教務處，我們可以一

同安排孩子課後學習相關事宜。 

704 飲水機熱水可開放嗎? 總務處 

為了安全考量，本校有提供溫水，若學生有

需要熱水可至行政辦公室經教師同意後取

用。 

704 

學校課程活潑良好,若能對同學

在校說髒話的不良習慣稍加管理

會更好,謝謝。 

學務處 

忠孝國中為三好校園實踐學校 

我們希望同學能互相尊重同理，師長們時常

提醒同學們做好事、說好話、存好心。鼓勵

學生力行三好。請班上同學及老師發現相關

情事，請導師協助規範指導。必要時會通報

學務處，學務處將依校規處理。 

705 

建議籃球隊以及游泳隊隊員由於

需要七點晨練，無暇先刷卡，可

否由學務處直接登記為已到校，

並自全班的刷卡率中扣除?不然

孩子擔心沒刷到卡影響班級榮

譽。 

學務處 

謝謝同學在乎班級榮譽，我們希望孩子學會

為自己負責這件事。籃球社或游泳社申請入

社前已規範須先刷卡及量體溫後再做練習，

方便我們掌握學生出席與健康狀況，別人無

法替代。 

班級為一個群體，無法單獨抽離，只要同學

當天補刷，皆不會影響班級刷卡率，假如能

夠按規定刷卡，就能提升班級榮譽。 



705 

家長反映有些同學自我肢體語言

克制方面還是有很大空間可改

進，有時孩子玩鬧衝動下難免有

推擠碰撞，但每次如果都要人家

講，或發生才意識做錯事道歉，

怕總有一天會擦槍走火。老師雖

常提醒，但好像也沒輒，學校這

邊有無更積極的做法可以協助導

正? 

學務處 

依本校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可要求犯

錯學生向被行為者致歉或依校規予以懲處，

假如該生的行為反覆出現，必要時會對學生

召開個案會議，以處理該生狀況。 

 

706 

希望訂於星期一或星期五的數學

補救班(上學期人數不足而未能

開班)，本學期能降低人數促成

開班。 

教務處 

感謝家長的建議！ 

依教育部國中小學習扶助作業注意事項，開

班人數最少不得低於 6人，最多不得超過 12

人。目前學校正透過教育部網站媒合任課教

師，以滿足本學期開班的需求。若有合適的

師資加入，定會即時開班，這部份還請家長

能夠體諒。 

706 希望能成立排球社。 學務處 
目前規劃中，如果可行預計 111 學年度實

施。 

706 

居家線上上課是ㄧ整天嗎？還是

晚上。如是整天可否不要那麼多

天，因在家線上課上課品質差，

學生專心力不足，要小孩自己整

天線上根本是在放假，這樣是否

要家長請假在家監督，可以利用

晚上時間練習線上就好。 

教務處 

感謝家長的反應！ 

學校近日會對先前所公布的居家遠距線上教

學演練的日期及方式進行討論，若有更動，

會再作公布。懇請家長多留意相關訊息，以

作合宜的因應。 

801 學生服務時數未完成怎麼辦? 學務處 

服務學習採計至九年級上學期，八年級同學

110/8/1 至 10/31 間的公服可選登記於 109

第 2 學期或 110 第 1 學期，學生也可把握八

下及九上的時間完成各學期的服務時數。七

上至九上只要有 3個學期完成即可。 

801 
學生學習態度被動的狀況如何改

善? 
教務處 

感謝家長的提醒！ 

首先將會和該班導師討論，請其協助對於該

班學習態度較被動的同學予以叮嚀及提醒，

並了解原因。 

另外，協請該班的所有任課教師，在上課期

間多多留意學生的學習狀況，適時給予引導

及糾正。 

最後，請家長留意孩子家庭作業的完成狀

況，時時督促及提醒。希望藉此能提升孩子

的學習意願，強化學習效果。 

802 
希望九年級畢旅能安排在九月初

第一次模擬考後。 
學務處 

目前已朝著九月開學第一次模擬考後出發優

先規畫，盡可能安排在九月、十月，但因畢

旅需車輛、住宿、康輔人員三條件皆配合方

能成行，故確切時間仍需待招標完成才能確

定。 

802 
希望取消或縮減線上教學練習次

數，因八年級於七年級時已練習
教務處 

感謝家長的反應！ 

學校近日會對先前所公布的居家遠距線上教



很多次了，且線上學習的專心度

很差。 

學演練的日期及方式進行討論，若有更動，

會再作公布。懇請家長多留意相關訊息，以

作合宜的因應。 

802 畢旅能否排在九月份。 學務處 

目前已朝著九月開學第一次模擬考後出發優

先規畫，盡可能安排在九月、十月，但因畢

旅需車輛、住宿、康輔人員三條件皆配合方

能成行，故確切時間仍需待招標完成才能確

定。 

803 
想針對九年級升學事宜多做瞭

解。 

教務處 

輔導室 

1.3/17(四)19:00-20:30 有辦理適性入學宣

導，歡迎家長參加，會更清楚升學管道的方

式。 

2.6/15(三)19:00-21:00 辦理落點分析，會

考成績出來之後可以來了解如何選填志願。 

806 外套不保暖。 學務處 

1.學校外套主要以一般冬天氣溫下穿著為考

量，如果遇到特殊低溫情況，或個人特殊體

溫感受，依現行規定，學生可在外加上保暖

衣物。 

2.相關問題將提至服儀委員會。 

901 

下班時間較晚，來不及上線參加

座談會，但如果想瞭解座談會的

訊息，是否能取得相關資料或下

載影片？ 

學務處 可與導師聯繫，取得相關資料或影片。 

901 
目前不是很清楚小孩會考的相關

事宜。 

教務處 

輔導室 

(1)3/17(四)19:00-20:30 有辦理適性入學

宣導，歡迎家長參加，會更清楚升學管道的

方式。 

(2)6/15(三)19:00-21:00 辦理落點分析，

會考成績出來之後可以來了解如何選填志

願。 

相關資訊也會徵詢講師意願後，公告於校網

與親師生分享。 

903 
希望學校的午餐學校能多監督廠

商，孩子有反應菜色都差不多。 
學務處 

衛生組每月依規定會在校網最新消息之行政

公告,家長可以上網檢視菜單每日菜單並無

重複，校方每日監督供餐情況，並每月召開

午餐供應委員會進行督導。如有疑問也可和

家長會的午餐供應委員會的家長代表反映，

進一步處理。 

903 
請問，這一屆會考有跟往年會考

的重大改變事項嗎？ 
教務處 

感謝家長的提問。 

關於 111 年會考注意事項，目前主責單位並

未行文通知。教務處這邊會持續關注此項內

容，一旦發文公告，則會盡力於最快的時間

作通知。 

903 請問高職如何申請？ 教務處 

感謝家長的詢問！每次各項報名作業前學校

會透過導師發放通知給家長知悉，相關簡章

已於校網首頁 >最新公告 >升學資訊 > 111

年會考暨各升學管道簡章公告。 



目前可透過「專業群科甄選入學」、「技優

甄審入學」、「實用技能學程」、「產業特

殊需求類科」、「優先免試」及「基北區的

免試入學」這些管道申請高職。請家長務必

多和導師、輔導老師以及承辦處室負責人進

行討論，以了解孩子的性向。協助孩子尋找

適合的「管道」申請。 

903 
晚自習希望可以一開學就有，八

年級就有晚自習會更好。 
教務處 

依「臺北市公私立國民中學課後學習輔導實

施要點」第二條第四項留校自習：以國民教

育 9 年級學生為限。故請家長讓孩子在家安

心讀書，一方面增加親子相處時間與機會，

另一方面可以更瞭解孩子的學習狀況。待九

年級需要同儕動力時，必定讓孩子參加晚自

習。 

至於留校自習可否在一開學就辦理？這部份

教務處會參考 9 年級在期初的各項活動、同

學參加的意願以及師資的安排，審慎予以評

估。 

感謝您的建議！ 

904 
建議可提供會考相關資訊以 mail

方式提供，謝謝！ 

教務處 

輔導室 

關於 111年教育會考的評量、計分方式以及

非選擇題的評分，已利用週會時間向 9年級

同學進行宣導，若家長想要了解會考資訊，

請直接洽詢教務處索取。相關升學資訊可以

至校網首頁 >最新公告>升學資訊 查詢。 

感謝您的建議！ 

904 
營養午餐飯菜是否還可以增量?

學生需求量大。 
學務處 

因午餐主菜有營養素調配限制份數有限，持

續跟團膳公司特別告知要加量其它副食菜色

與米飯，再不足可到備餐區取用。 

906 

對於學校學習中後段的學生,如

何給與適當且多元的支持.....

讓他們去探索..... 

教務處 

輔導室 

輔導室於每個學年度都會辦理： 

(1)職群探索活動(全年級或自由報名都有) 

(2)配合北市各職校之寒暑期職業輔導研習

營隊 

(3)九年級有技藝教育學程提供學生選修(依

學校規定期程申請，核定後才能上課) 

會考後也會辦理升學輔導說明會與職群探索

活動，皆會將活動資訊公告於各班公布欄與

校網首頁 >最新公告 >活動競賽。 

906 台北市有不錯的綜合高中嗎？ 輔導室 

臺北市目前設有綜合高中學程的學校共有 4

所：大安高工、松山工農、大理高中、開南

中學。建議家長可以參考簡章、校網資訊，

及實際探訪、感受資源與學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