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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忠孝國民中學
110學年度第一學期學校日

校長校務報告

報告人：郭姿秀校長



親師生合作成就每個孩子，也成就我們自己

⮚尊重、多元、合作、創新為核心價值



各處室主任介紹

負責課程教學、學籍管
理、實驗研究與教學設備
等業務及其有關事項。

教務處 王曉琪主任

學務處 潘櫻英主任

負責學生活動、生活輔導、
生活教育、衛生保健及體育
活動等業務及其有關事項。



各處室主任介紹

負責校內公物維修管理、
校舍及財產管理、環境綠
美化、公文及檔案管理等
業務及其有關事項。

總務處 蔡帛娟主任

輔導室 虞慧欣主任

負責學生輔導與諮商、學生
輔導資料管理、特教學生輔
導與教學、資優班學生等業
務及其有關事項。



教師會與家長會會長介紹

配合教育行政機關和學校促
進教學正常化，輔導學生適
性發展及增進教師專業發展，
以提升教育品質

教師會

家長會 羅怡君會長

家長會是全體家長共同關心
子女及校園教育共同意見及
共負責任的組織。

理事主席
江長山老師



教師人數 學生人數 普通班 數理資優班
學習資源班

學困班
班級數總計

56人 505人 18班 1班 2班 21班



給獨一無二的您~

忠孝看見學生學習的需要

榮獲110年度臺北市「學生學習」、「資源統整」兩向度

優質學校獎項



亮麗的學生升學表現



謝 謝 聆 聽

敬 請 指 教



臺北市立忠孝國中家長會

家長會長：羅怡君



The Power of PowerPoint - thepopp.com

歡迎七年級學生與家長成為忠孝國中的一員

家長會的任務

• 以正向積極的態度，擔任家長與學校之間的溝通橋樑

• 以協助支持的角色，與學校共同推動教育進步與優化

• 以共好關懷的精神，關心弱勢學生與家長的需要

WELCOME!



The Power of PowerPoint - thepopp.com

家長會經費主要支出項目

1 急難救助金與清寒獎助學金

2 冷氣、風扇等大型設備維修汰換支出

3 學校各項比賽、活動經費支援

4 學生多元學習表現、學業進步獎學金

5 各項節慶與感謝活動相關支出

收入來源：

-家長會費

-社區、校友捐款

-各界捐款



The Power of PowerPoint - thepopp.com

跟著孩子一起感受生活

入學/開學

入學諮詢

惜福制服

教師節/

校慶

感謝活動

校慶募款

冬至

/聖誕節

社區關係

節慶活動

期末

感謝活動

謝師宴

教職員工與
志工感謝

上學期的重要活動

九年級晚自習開始，收心建立新的學習節奏。
各項委員會召開(如：成績、課程發展、午餐等等，家長代表參與。)

暑期

準備

廁所消毒

冷氣風扇清洗

櫥櫃更新

防疫物品



The Power of PowerPoint - thepopp.com

學校與家長會的互動

線上課程的

優化回饋 學生社團的

多元演進

學校空間的
爭取保留

校外資源的引進



The Power of PowerPoint - thepopp.com

校慶團隊合影

分工合作、一個都不能少

快手布置團隊合影



邀請你用最自在的方式

加入家長會，透過班代找

到我們！

謝謝109年度夥伴們一起

共行！



期待見到你！

Thank You! ☺



教師會報告
110學年度教師會會長 江長山





教育

親

師生



自發 互動 共好





教務處工作報告
報告者：王曉琪主任

臺北市忠孝國中110學年度第1學期





01 酷課App & 智慧校園線上繳費

02 教師教學相關

03 學生學習相關

04 學習叮嚀

05 110年基北區適性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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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 課 App

智慧校園線上繳費



酷課雲網頁及酷課 APP
家長端應用教育訓練手冊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2021年08月31日

澔學學習股份有限公司



家長端應用功能與使用情境

酷課APP可以幫助家長..

親
家長

1. 掌握小孩們的校園生活狀態

2. 接收到校及離校的推播通知

3. 線上請假及缺曠查詢

4. 接收校園調查表及回條

5. 線上繳納學雜費

6. 查看校園最新的官網消息

7. 接收來自學校的訊息推播



家長端服務使用的介面
服務/角色 酷課雲網頁 酷課 APP

親子綁定 ★ ★

學生請假 ★ ★

成績查詢 ☆ ★

缺曠查詢 ☆ ★

獎懲查詢
(國中/高中/高職)

☆ ★

到離校紀錄 ★

班級聯絡簿 ★ ★

調查表回條 ★ ★

報名系統 ☆ ☆

掃碼登記 ★

親
家長

☆未來上線



酷課 APP 設計精神

可切換多種身分

家長可查看多個孩子
依照身分判斷使用服務

臺北市 LDAP 帳號整合

親
家長



酷課 APP 安裝

功能介紹與說明

1.



APP下載 親
家長

生
學生1

請至 Google Play 商店搜尋下載「酷課」

APP ，或直接掃描左方QR Code。

請至 App Store 搜尋下載「酷課」APP，

或直接掃描右方QR code。



2.
輸入

「單一身分驗證帳號及密碼」

進入主畫面後，點選

「立即登入」

登入APP2



酷課 APP 應用

帳號

● 帳號設定：更改個人頭像

● 親子綁定：親子關係申請

● 前往酷課雲網站

訊息

● 接收校園訊息

● 接收到離校及其他模組推播

● 管理訊息清單

首頁

● 切換教師/家長角色

● 使用各模組功能

● 前往數位學習資源

● 查看校園官網公告

校園官網

訂閱

掃碼登記



新親子綁定流程

操作介紹與說明

2.



新親子綁定流程

● 酷課 APP 提供家長親子關係綁定申請入口

帳號申請、智慧校園服務，單一平臺一次搞定



親子綁定流程(使用者未登入流程)

●進入到酷課雲首頁及酷課APP，
點選親子綁定的圖示進入服務。



「簡訊/Email」驗證
1.

進行

2. 輸入收到的六位數

驗證碼

●注意：
使用信箱進行驗證時，
驗證碼信件如沒有在收件匣中，
可能會在垃圾郵件中。

親子綁定流程(使用者未登入流程)

1



「親子關係」及「學層」
3.選擇

小孩「身份證號」及選擇學校
4 輸
入

5. 確
認 「綁定學生資料」

親子綁定流程(使用者未登入流程)

2



同意「個資使用聲明」6. 
(第一次申請)

輸入 家長「身份證號」7. 
按驗證

輸入 家長的個人資料

8. 姓名、信箱與聯絡電

話
(第一次申請)

親子綁定流程(使用者未登入流程)
●如有申請過單一身份驗
證之家長，畫面會直接代
入原本申請的資料。

3



9.

查看

「申請進度」 「紙本申請書」給班級導師審核
10. 記得繳

交

親子綁定流程(使用者未登入流程)

●注意！此畫面代表申請資料送
出，但不代表完成綁定。
需要班導師審核通過，才能成功
完成綁定。

4



▲親子綁定流程(使用者已登入流程)

●進入到酷課雲首頁，
請先點選右上角帳號資料的部分，
點選之後會出現新增親子綁定圖示。

●進入到酷課 APP，
請先點選右下角帳號，
點選綁定資料圖示。 5



「親子關係」及「學層」
1.選擇

小孩「身份證號」及選擇學校
2.輸入 3. 確

認 「綁定學生資料」

▲親子綁定流程(使用者已登入流程)

6



同意「個資使用聲明」4. 
(第一次申請)

輸入 家長「身份證號」5. 
按驗證

輸入 家長的個人資料

6. 姓名、信箱與聯絡電

話
(第一次申請)

●如有申請過單一身份驗
證之家長，畫面會直接帶
入原本申請的資料。

▲親子綁定流程(使用者已登入流程)

7



7.

查看

「申請進度」 「紙本申請書」給班級導師審核
8. 記得繳

交

▲親子綁定流程(使用者已登入流程)

●注意！此畫面代表申請資料送
出，但不代表完成綁定。
需要班導師審核通過，才能成功
完成綁定。

8



▲常見問題(2)

●如親子綁定操作流程有問題
請洽詢臺北市立數位學習教育中心(02)2753-5316分機250

●親子綁定審核問題
請洽詢學生的班級導師。

●班導師審核通過後，請至酷課雲登錄畫面，進行系統登入
點選臺北市校園單一身分驗證服務；
輸入帳號(申請時輸入的電子信箱)，
預設密碼為家長身份証字號後六碼，
完成登入後需要進行密碼變更。

9



到離校紀錄

操作介紹與說明

3.



到離校紀錄

● 採用教育局的到離校刷卡系統

● 無須需要額外支付簡訊費用

● 家長登入 APP 即完成註冊

● APP 主動推播機制

● 快速且清晰地瀏覽到離校時間

● 掌握孩子的上下學安全情況

系統主動推播

1. 學生到校 / 離校刷卡，推播致

家長手機，即時掌握到校狀況

家長查詢
查看完整到校 / 離校時間
針對單一日期查找

2.

1.



如何使用

到離校功能?

2.

親
家長

1. 完成親子綁定

2. 下載且登入酷課 APP

3. 學生刷卡，家長即可收到推播！

！到離校記錄查詢維系統批次傳送，與實

際刷卡有10分鐘時間差。若查無您的刷卡

紀錄，請稍後再進行查看。



想要查看

某一天的到離校紀錄?

3.

親
家長

3

1. 點
選 「到離校紀錄」模組

2. 點
選 「日曆」功能

3. 選
擇 「日期區間」



班級聯絡簿

操作介紹與說明

4.



多個小孩如何切換班級聯絡簿？

2. 選
擇 要查看的小孩

1. 點選此

處 進行身分切換

親
家長



家長如何查看聯絡簿？
※本功能情境為「開啟」本班聯絡簿模組

1. 點選閱

覽 「本班聯絡簿」

2. 查
看 班級聯絡簿內容

3. 填
寫 「家長回覆」

親
家長

4. 記得點

選 「簽章」



家長如何查看行事曆？

1. 點選閱

覽 「行事曆」

2. 查看一

週 班級通知事項

3. 查
看 「未完成事項」

親
家長



家長如何設定額外照護者？
※本功能情境為「開啟」本班聯絡簿模組

1. 點選閱

覽 「額外照護者設定」

2. 點
選 「新增」設定Email

親
家長

3. 輸入「姓名」

及「電子郵件信箱」

※ 設定額外照護者接收的電子郵件信箱，
可以收到當日的聯絡簿通知事項，

適用於家長以外需要查看聯絡簿的對象。

※ 每位學生最多可設定兩組接收信箱。

















「酷課APP」智慧校園建置說明事項

宣傳影片及操作手冊說明連結如下：https://sites.google.com/view/cooc-app

https://sites.google.com/view/cooc-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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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師 教 學
相 關



學校課程規畫01

透過『悠遊大稻埕』的在地文化

課程，以學生學習為中心，啟發學

習的動機，從體驗學習的喜悅，增

益自我價值感。

同時鼓勵自主學習、同儕互學與

團隊合作，以深化學習愛護自然、

珍愛生命、惜取資源的關懷心與行

動力，成為積極致力於生態永續、

文化發展等共好理想的地球公民。



悠遊

大稻埕

9年級–中西經典文學閱讀

走讀大稻埕的花樣年華

大稻埕文創作品賞析

探究

實作

7年級–大稻埕的前世與今生

大稻埕的產業

大稻埕的色彩學

大稻埕的歷史文化

了解

體驗

8年級–媒體識讀

大稻埕導覽相關媒體製作

社群網路的認識與應用

導覽

介紹
8年級–忠孝人探世界

单击大稻埕茶葉史課程

大稻埕茶產業與貿易

影響茶飲品質的因素探討
創作

省思

結合社區在地的校本彈性課程

9年級–全球變遷

大稻埕的人文及產業變遷

全球化下大稻埕的未來



110學年度課程計畫02

本校110學年度課程計畫，於109年7月24日由局端審查通過。
核准文號：110年7月19日北市教中字第11030648191號



臺北市110學年度
國民中學學校課程計畫

忠孝國中
評定為優良學校

感謝所有參與編寫課程
計畫的優質教師群

核准文號：110年7月19日北市教中字第11030648193號



重視課程銜接，生活適

應能力之培養，並建立

良好學習習慣。

7年級

01 02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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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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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年級

各年級教學活動重點03



學 生 學 習
相 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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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年級於9/29（三）開始上課；8、9年級於9/27（一）開始上課
上課時間1600~1700。

7年級：
學科課程加強、特色
社團課程。
（星期二、三、四）

8年級：
學科課程加強、特色社團
課程。
（星期一、二、三、四）

9年級：
會考學科課程加強班
（星期一、二、三、四、五）

01 課後學習活動



02 留校晚自習

自10月19日開始，1730~2100。

學校免費提供自習場所，
請鼓勵孩子留校自學與複習課業。

全校教師一同關心孩子的學習。

請家長協助一同參與。

01

02



03 英、數分組精進能力成長班

每班人數3~6人。

透過降低上課人數，讓每位學生獲得老師更
充份的關注，促進學習動機與興趣。

小班制教學，以落實照顧課堂上每一位學生
，提升學習成效。

由學校遴聘專業的英語與數學老師進行授課
，授課時間、課程內容及進度均和原班同步。

01

02



04 學習扶助

篩選前一學習階段國、英、數低成就同學

7、8、9年級同學，視參加人數開班。

小班制教學，提升學習成效，確保學力。

由學校遴聘具教育部認定之補救教學專
業的國、英、數老師進行授課。

01

02

以課後時間(第8、9節)為上課時間。

透過學習診斷，補救前一學習階段課程。



05 臺北市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補充規定

定期評量成績（40％）與平時評量成績（60％）。

五等第與分數之轉換：
優等（90 分以上）、甲等（80〜90 分）、乙等（70〜80 分）
丙等（60〜70 分）、丁等（未滿 60 分）

學校辦理學生定期評量時，對於准假缺考者，應於銷假後立即補行

評量，並於學期成績結算前完成。

無故缺考者，不得補行評量，其成績以零分計算。

補行評量成績以實得分數計算為原則。



05 臺北市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補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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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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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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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
PART

學 習 叮 嚀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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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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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鼓勵孩子均衡學習

鼓勵孩子積極認真地參與：「科技領域–資科、生活科技」；

「藝術人文–視藝、表藝、音樂」；「綜合–輔導、童軍、家政」；

「健體–健教、體育」等的教學活動，以利孩子未來的成長。

鼓勵孩子多參加校內外所辦理的學藝競賽活動，把握在學期間每個

能表現自己的機會。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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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年基北區
適性入學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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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111年基北區適性入學管

道



02 臺北市110學年優先免試入學流程說明



03 111年免試入學超額比序方案說

明

健體、藝術、綜合、科技四領域任三領域
前五學期平均成績及格者。

待111學年度基北區免試入學服務學習時
數認證及轉換採計原則公告後再行確認。



9年級升學輔導說明會
01 10月06日晚上0700~0900，線上Google Meet會議模

式02 會議主題

各科複習進度安排

9年級留校晚自習聯合模擬考進度安排

複習評量學力檢測

9年級寒假學藝活動 第二學期假日留校自習

升學輔導叮嚀及準備經驗分享

請9年級家長撥空參與



忠孝國中110學年度第1學期
學校日

學務處工作報告

學務主任 潘櫻英
1100901



品德第一、時間管理

活動中體驗生活之美

競賽中欣賞彼此不同

一、學務工作核心



防疫新生活

、時間管理

台美生態學校

多元社團

二、學務工作重點

三好校園實踐學校

健康運動150+



防疫新生活 0

1

戴口罩、勤洗手、自我健康管理 落實安心用餐

我們好不容易可以回到校園生活，為了讓師生有更安全的學習環境，

請大家一定要繼續遵守防疫相關規定喔！

https://www.facebook.com/TPEgovEDU/vide

os/370464357887886/

https://www.facebook.com/TPEgovEDU/photos/a.366281226839379/2361757250625090/?__cft__%5b0%5d=AZVnXPFB1phCgWwzHFg3fB_u0AzW0BVMAG5aWTGxw3IWPlN786i6SnWnHeEvDGjBtu9_JCBVdwJ7h8pqiOvn8z6AEroQH8p5oaJqX7KIGGEv0mviAD0PwOMSlEQjOtPCcK7uJq0NKugkVAOfxR0Ae0ua&__tn__=EH-R
https://www.facebook.com/TPEgovEDU/videos/370464357887886/


防疫新生活 02

110/10/06(三)下午,由北市聯醫中興院區
疫苗接種團隊入校接種，地點為活動中心.
請學生及家長協助配合下列事項：

BNT接種注意事項

完成校園疫苗接種作業，維護健康校園生活！

相關事項：
1. 10/05(二)早點上床睡覺，勿熬夜。
2. 10/06(三)勿空腹接種，疫苗接種前、後要多喝水。
3.務必帶健保卡至接種現場讀卡,沒帶的無法接種.
4.接種後14日內，請勿劇烈活動
5.若有意願接種更改為無意願接種，請家長寫在聯絡簿。
6.接種後如有不適，可申請3天疫苗假。
7.此次疫苗接種服務不具強迫性，視個人需求及意願，自
由選擇是否接種。

https://www.facebook.com/TPEgovEDU/photos/pcb.2364808000320015/2364876506979831/?__cft__%5b0%5d=AZVsvZ9J0Sp2xlrhJVLiv1bsTxUYMSlA6RlawSlfu6HZ8X3lkZ8JJCV1RUNqpglAb8qiN8GrPk4G1g94cqfJH20Eu71QKoNlDevlAioBDXezJbbdDtvEP9-IzQQW1nrj8vDZ4gaqln63es8IgAiaGR4H&__tn__=*bH-R


三好校園實踐學校

做好事、說好話、存好心

落實品德教育



台美生態學校

做好事、說好話、存好心



多元社團 做好事、說好話、存好心

多元展能培養興趣

1.每週五下午實施，110學年度開設21
個社團提供選擇，

2.另規劃晨間、課後社團，目前有弦樂、
游泳、籃球等，歡迎對該項目有興趣的
孩子皆可報名參加，須酌收鐘點費用。
另視情況組隊參賽或展演。

3.期末成果展預計111/1/7(五)辦理，將
視疫情狀況決定是否開放家長入校觀賞
演出。

編號 社團名稱 任課老師 上課地點

01 籃球社 許仁安 晴:籃球場 雨:801

02 手作刻章社 羅于茜 803

03 創意摺學社 劉彥伸 806

04 隨手拍生活攝影社 劉星倫 705

05 悅讀社 廖瀅璇 圖書館

06 服務者聯盟社 宋秀珠 703

07 思辨與表達社 陳思寰 702

08 紙雕社 邱莉雯 701

09 自助旅行社 曾子晏 805

10 烏克麗麗暨音樂欣賞社 詹惠晴 至美樓4樓音樂教室

11 羽球社 邱坤龍 活動中心一樓

12 禪繞畫社 歐陽寧 至真樓2樓地科教室

13 戲劇社 張景怡 至善樓4樓表演藝術教室

14 空手道社 張德勝 至真樓地下室

15 舞龍舞獅社 方鑫鴻
晴：籃球場旁跑道
雨：至善樓走廊

16 傳統藝術社 朱秀雲 802

17 熱舞社 林雍筌 活動中心三樓

18 綠野騎跡社 郭姿秀
川堂集合

雨: 至真樓4樓交安教室

19 生活美學社
廖若馨 鄧佩

菁
至善樓4樓烹飪教室

20 小田園社 蔡帛娟 至真樓4樓E化教室（一）

21 智慧創客社 范鈞程 至善樓3樓電腦教室



健康運動150+ (SH150+)
做好事、說好話、存好心

養成運動好習慣
1.第2節下課是課間運動時間
2.畢業前要完成25公尺游泳檢測



三、共同陪伴與關心孩子



十二年國教將服務學習納入免試入學計分

七上 七下 八上 八下 九上

1.每學期時數滿6小時，則採計5分，未滿6小時，則為0分！
2.於五學期中取三學期採計，上限為15分。
3.校外服務學習申請流程

1.填寫申請書

繳交訓育組

2.參加

校外服務學習

3.完成後

交回時數證明

至訓育組登記

**須事先提出申請

4. 109學年度第2學期因疫情原故認證時間
延至110年10月31日



1.到學校網頁下方
點選「二代校務行政」

查詢時數

2.帳號：學號
密碼：身分證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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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0後到校者登記遲到。當日下午3:50放學，開學後若有輔導課為
下午4:45。詳如作息時間表。

2. 學生請假者，須由家長來校辦理或先以電話請假(通知導師或學務
處)，並於3日內補辦請假手續。請假專線25524890分機38，39

3. 為避免一次性餐具所衍伸之環境問題，請家長盡量提醒孩子使用保
鮮盒或環保杯裝盛早餐，平日中午送餐亦以環保杯或保鮮盒裝盛。

4. 鼓勵孩子訂學校午餐或自帶便當，吃得安心，不開放訂外食。若要
訂購學校營養午餐請自備餐具(不可使用一次性餐具)，取餐排隊應
佩戴口罩、維持適當距離，以個人套餐並使用學校已準備隔板入座
或維持社交距離用餐，且不得併桌共餐，用餐時間不交談。

5. 學生服裝以制服、運動服與紀T均可搭配穿著。依個人對天氣冷、
熱之感受，彈性選擇穿著長短袖或長短褲校服。天氣寒冷時，可加
穿保暖衣物。

6. 非上課必需品，如3C產品（手機、mp3、mp4、I-watch）應避免攜
帶到校。如果確實有需要讓小孩帶手機到校，請依程序至學務處拿



交通安全注意事項

1.過馬路走斑馬線、遵守導護老師(志工)指揮

2.提前下車（大門口禁止上下車）、請記得謝

謝爸媽

3.乘坐機車戴安全帽

❖違規者生活教育輔導

100

做個傑出的忠孝人



交通注意事項

2021/9/22101



❖如果有接獲詐騙電話或遇到有緊急事件
歡迎隨時打電話到學校，我們會立刻為您處理。

學校電話：（02）2552-4890轉31~39。
請您輸入至手機或電話簿中。

❖請善用聯絡簿，與導師保持聯繫。
因為聯絡簿是親師生溝通最好的橋樑。

學務處 竭誠為您服務



感謝聆聽
讓我們為孩子的未來一起加油!



忠孝國中110學年度第一學期學校日

總務處工作報告
報告人 總務主任 蔡帛娟



暑假期間進行教室照明、環保節能扇及櫥櫃工程，
已在開學前完成。

工程相關



學校設施的維護與修繕
感謝工友潘先生與吳先生會簡易維修及除草工作，

另外非常感謝志工爸爸-葉爸爸及翊如女士到校協助
美化綠化與修繕工作，也感謝詹先生，至學校來協助
修繕，十分感謝他的幫忙。



節能減碳

近年氣候變遷及夏季氣溫逐年攀升，
大家一起關心地球，冷氣撙節使用，響應
節能減碳、維護地球永續之生態環境。



防災宣導

http://mars.yucsh.tp.edu.tw/ischool/resources/WID_5_2_ae945176a42cc20806

48ebd7d89f0dd304c6294d/NEWS_5_2_21f13b8fb46535febe45e27a182b1b09

46442122/attached/%E8%87%BA%E5%8C%97%E5%B8%82%E8%A1%8C

%E5%8B%95%E9%98%B2%E7%81%BDApp%E5%8B%95%E7%95%AB120

%E7%A7%92(%E5%9C%8B).mp4

本市行動防災App提供停班停課、颱風動態、
CCTV即時影像、地震速報、避難疏散等重要災
害資訊，另有《臺北防災立即go》電子書等功能，
可即時查閱各種防災應變常識、提供生活及防災
教育相關資訊。

http://mars.yucsh.tp.edu.tw/ischool/resources/WID_5_2_ae945176a42cc2080648ebd7d89f0dd304c6294d/NEWS_5_2_21f13b8fb46535febe45e27a182b1b0946442122/attached/%E8%87%BA%E5%8C%97%E5%B8%82%E8%A1%8C%E5%8B%95%E9%98%B2%E7%81%BDApp%E5%8B%95%E7%95%AB120%E7%A7%92(%E5%9C%8B).mp4








臺北市校園繳費系統
110學年度第1學期四聯單收費,為配合臺北市政府教育

局全面推廣學雜費繳款服務系統之無紙化繳費方式，本校將

採與紙本雙軌併行作業 (紙本繳費單預計9月16日發放，但請

家長勿重複繳費)。目前可利用之繳費管道：
(一)、使用悠遊付APP確認學生資料後系統將主動推播繳費訊息，於生活繳

費->學雜費，確認繳費單內容及金額後進行繳費。

(二)、使用Pay.Taipei及其相關支付業者APP(悠遊付、街口支付、停車大聲公、

橘子支行動支付、Pi拍錢包、歐付寶、ezPay簡單付、台北富邦銀行、嗶嗶

繳、車麻吉、FriDay理財+、LINE Pay、元大銀行等；詳情請上Pay.Taipei網

站查詢)掃描QR code 繳費：點選「學雜費」→掃描QR code，確認帳單內容

及金額後，線上繳費。

(三)、使用Pay.Taipei智慧繳款，繳費者免負擔手續費；繳款成功後請擷取交

易成功畫面自行留存，或於所使用之各家電子支付業者查詢交易明細。



(四)、台北富邦銀行存戶請使用富邦行動銀行APP之「LuckyPAY」功能，其

它銀行客戶可使用各家行動銀行APP掃描本繳費單「行動銀行QR Code」線

上繳費(其他適用銀行：臺銀、土銀、合庫、一銀、華南、彰銀、上海商銀、

兆豐、王道、臺企銀、三信商銀、新光、中華郵政、遠銀、台新、日盛、中

信、陽信、高雄銀行、農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玉山銀行、台中二信、淡水

一信、京城、元大、永豐)。使用富邦行動銀行APP之「LuckyPAY」功能轉

帳繳費免收手續費，其餘轉帳費用與繳費限額依各家銀行規定辦理。使用行

動銀行掃描QR Code繳款者，繳款成功後請擷取交易成功畫面自行留存，或

於所使用之各家網路銀行或行動銀行查詢帳戶/存款交易明細。

(五)、持收費四聯單紙本至臺北市內各銀行（不含郵局）、信用合作社、農

會及台北富邦銀行各縣市分行。 超商門市【7-11、全家、萊爾富、OK】；

至超商繳費者，免繳納手續費。

繳款日期：110年9月16日起至110年10月4日止。







忠孝國中110學年度第一學期學校日

輔導室工作報告
報告人 輔導主任 虞慧欣



生涯
發展

親師
合作

數理
資優



親師
合作

數理
資優

生涯
發展



參與孩子的生涯發展

~ 臺北市第二代校務行政系統



忠孝國中首頁

→學生家長專區→ 「二代校務行政」



點選「家長」→輸入家長帳號 .密碼



⬤家長帳號：

P+學生學號

⬤家長密碼：

學生身份證字號



家長填寫：

選「我的填寫查看區」→「我要填寫」

家長的話
升學輔導建議

3.

2.

1.



學
生

自我

認識 幹 部

小老師

體適
能

競賽

免試
入學
積分

學習

表現獎懲

輔導

諮詢

心理

測驗

職業

與我

社團

紀錄



家長查看9年級孩子的：

生涯統整面面觀 、生涯發展規劃書



生涯
發展

親師
合作

數理
資優



加廣

加速

加深



英文發表 TA營隊

獨立研究 充實講座



國際教育交流活動



日本 法國

泰國 韓國



忠孝國中110學年度

數理資優班學生鑑定安置



數理資優班學生鑑定安置

對 象
本校7年級(繳交報名表及觀察推薦表）、
8年級學生(有資格限制，輔導室另行通知）

報名
時間 校內報名 110/10/4-10/22

初 選 110/11/3 （三）下午 數學、自然性向測驗

複 選
110/12/７（二）下午 自然實作評量
110/12/８（三）上午 數學實作評量

111/1/7(五) 全市統一公告錄取名單

(以下為暫定日期，
正確日期依10/4網路公告資料為主)



學校日親師座談會

特教組及資優班召集人至
七年級各班

說明數理資優班

招生 考試 鑑定 課程



生涯
發展

親師
合作

數理
資優



親職講座

場 次 主 題 時 間

1
3C成癮議題，及如何
和青少年談心、談性
講師:相關議題資深講師李麗慧

110/10/22(五)
19:00-21:00

2
親子議題融於

和諧粉彩之藝術饗宴
講師:蘇貞心理師

110/11/19(五)
19:00-21:00



攜手幫助孩子們成功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