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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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忠孝閱世界1

多元社團2 走讀大稻埕1



悠遊

大稻埕

中西經典文學閱讀

大稻埕文創作品賞析

走讀大稻埕的花樣年華

大稻埕導覽相關媒體製作

探究

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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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覽

介紹
走讀大稻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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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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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youtu.be/i_MEf8tonL8


110學年度課程計畫02

本校111學年度課程計畫，於111年8月11日由局端審查通過。
核准文號：111年8月11日北市教中字第111307268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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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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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01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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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線上同步學習

因應可能的「自主健康管理」及「自主防疫」，若孩子需居家線上同步上課，
請家長確認及備妥以下事項：

家中是否有可供孩子使用的電腦(Chrome Book或平板)？

電腦(Chrome Book或平板)是否具鏡頭？麥克風？功能

家中的連網設備？



01 線上同步學習

因應可能的「自主健康管理」及「自主防疫」，若孩子需居家線上同步上課，
請家長確認及備妥以下事項：

家中是否有可供孩子使用的電腦(Chrome Book或平板)？

電腦(Chrome Book或平板)是否具鏡頭？麥克風？功能

家中的連網設備？

溫馨小提醒：
如果因經濟弱勢而無法備妥線上同步
學習設備，可向教務處資訊組申請借
用！

(02)25524890 分機 28



01 線上同步學習

因應可能的「自主健康管理」及「自主防疫」，若孩子需居家線上同步上課，
請家長確認及備妥以下事項：

確認孩子在學校的gmail帳號，並請孩子登入自己的Google Classroom，
點選其中的Meet連結，就可以在線上和班上同學一同上課。

孩子在學校的gmail帳號格式：「學號@stu.chjh.tp.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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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線上同步學習

因應可能的「自主健康管理」及「自主防疫」，若孩子需居家線上同步上課，
請家長確認及備妥以下事項：

確認孩子在學校的gmail帳號，並請孩子登入自己的Google Classroom，
點選其中的Meet連結，就可以在線上和班上同學一同上課。

孩子在學校的gmail帳號格式：「學號@stu.chjh.tp.edu.tw」

溫馨小提醒：
如果有登入或其他相關問題，可直接
電洽教務處！

教務主任 (02)25524890 分機 21
教學組 (02)25524890 分機 22
資訊組 (02)25524890 分機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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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線上同步學習

因應可能的「自主健康管理」及「自主防疫」，若孩子需居家線上同步上課，
請家長確認及備妥以下事項：

孩子的班級

點選 Meet 連結



01 線上同步學習

因應可能的「自主健康管理」及「自主防疫」，若孩子需居家線上同步上課，
請家長確認及備妥以下事項：

叮嚀孩子同步學習期間，務必依任課教師指示開鏡頭。



7年級於9/20（二）開始上課；8、9年級於9/19（一）開始上課
上課時間1600~1700。

7年級：
學科課程加強、特色
多元課程。
（星期二、三、四）

8年級：
學科課程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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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課後學習活動



複習學力檢測03

為確認同學因疫情居家線上學習可能造成的學習落差程度，以

進行實體的補救教學。

依據各科進度，於每日早自習(0745~0820)、第9節(1650~1720)，

提供相關課程素材，讓同學進行自我學力檢測。



複習學力檢測03

為確認同學因疫情居家線上學習可能造成的學習落差程度，以進行實體的
補救教學。
依據各科進度，於每日早自習(0745~0820)、第9節(1650~1720)，提供相關
課程素材，讓同學進行自我學力檢測。

成績不列入平時成績，
而由班級統一登錄並
統計後，發給同學
「自我學習檢核表」。



複習學力檢測03

為確認同學因疫情居家線上學習可能造成的學習落差程度，以進行實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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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素材，讓同學進行自我學力檢測。

成績不列入平時成績，而由班級
統一登錄並統計後，發給同學
「自我學習檢核表」。

希望同學能參與！

不強制同學
一定要參加！



複習學力檢測03

為確認同學因疫情居家線上學習可能造成的學習落差程度，以進行實體的
補救教學。
依據各科進度，於每日早自習(0745~0820)、第9節(1650~1720)，提供相關
課程素材，讓同學進行自我學力檢測。

成績不列入平時成績，而由班級
統一登錄並統計後，發給同學
「自我學習檢核表」。

希望同學能參與！
不強制同學一定要參加！

請家長按照「複習進度表」、「自我學習檢核表」確實督導孩子完成複習進度。
各科老師亦會留意孩子在複習進度的表現，並適時給予建議。



04 留校晚自習

01

02

第一學期：自 10 月 24 日開始。

第二學期：預訂於第2週實施。

學校免費提供自習場所，孩子僅需

負擔晚餐餐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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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感謝忠孝國中家長會，協助訂購參

與師生的晚餐相關事宜。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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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訂於課中、課後時間(第8、9節)開班
上課時間。

透過學習診斷，補救前一學習階段課程。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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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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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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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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鼓勵孩子均衡學習

以下只適用於111學年度入學的7年級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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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年基北區
適性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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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112年基北區適性入學管道



02 臺北市112年優先免試入學流程說明



03 1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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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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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 未來升學宣導安排

111年12月份，將針對9年級同學進行升學宣導，內容如下：

適性入學管道介紹、升學準備經驗分享

教育會考評量方式、計分方式及非選擇題評分方式說明

112年3月份，將針對9年級家長進行適性入學宣導，內容如下：

各適性入學管道報名期程規畫說明

112年6月份，將針對9年級家長及同學進行適性入學宣導，內容如下：

落點分析與志願選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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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校園生活懶人包







































智慧校園生活相關說明

宣傳影片及操作手冊說明連結如下：

https://sites.google.com/view/cooc-app

學校網頁

https://sites.google.com/view/cooc-app


感 謝 聆 聽

針對今日說明的內容，如果家長有疑問，

可直接來電洽詢及交流！

(02)25524890 分機 21   教務處王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