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立北投國中108學年度
第二學期校務工作說明會 

 
(網路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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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會議紀錄(109年1月17日) 
 

（請參見學校網頁之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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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ptjh.tp.edu.tw/


本次校務會議決議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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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一: 

   案由：請通過「臺北市立北投國民中學生獎懲實施 

         要點」第十二點新增案，及第十二點及第十 

         三點修正案。 

   提案單位：學務處 

   決議：贊成19票，反對0票，本案表決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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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修正後條文 

十二、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予小過： 
（十二）吸菸、飲酒、嚼食檳榔、賭博者情節輕 
        微者。 
（十六）違反前點各款之不良行為，情節較為嚴 
        重者。 
  

十二、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予小過： 
（十二）吸菸(含新興菸品，如電子菸…其他等)、 
        飲酒、嚼食檳榔、賭博者情節輕微者。 
（十六）無照駕駛者。 
 (十七) 涉及網路辱罵、攻擊、及圖文轉發造成校 
        園不安者。 
 (十八) 違反警告各款之不良行為，情節較為嚴重，  
        應予記小過者。 

十三、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予大過： 
(十二)違反前點各款之不良行為，情節較為嚴重 
      者。 

十三、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予大過： 
(十二)違反小過各款之不良行為，情節較為嚴重， 
      應予記大過者。 

臺北市立北投國民中學學生獎懲實施要點 
                                                                         97.1.23校務會議通過 
                                                                                                                                                                               103.06.11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4.08.27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08.22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主席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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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候與叮嚀 

• 疫情來勢洶洶，請大家注意保養，健康第
一。每日必量體溫自主監控，若有超標或
上呼吸道不適，應即就醫、在家休養，不
要拼命拖著身體撐著來校。 

• 學校防疫應急物資均已就緒，足以堅持長
期抗疫，主要是日常大家的配合：如勤洗
手、量體溫、室內空氣流通、少去人擠人。 

• 免疫力也是關鍵，靠的是運動、休息、飲
食正常，中藥的調養也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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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事一、二 

• 市府教育政策與方向 

-節錄市長的話 

• 本校應為、當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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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台拉維夫市Ironi Zain 
School21名學生、3名老師於 
2019年6月14日到6月20日到 
北市學校參訪交流。 

讓世界走進來 

2015年 2016年 

 

擴大辦理國外學生交流 
2020年預計達2萬人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讓臺北走出去 

擴大學校端學生國際交流 

編列1億元讓師生出國見學及教育交流 

109年 
教師及學生 
約9,200人 

國際文憑課程 

雙聯 
學制 

 鼓勵學校建立姊妹校， 
深厚課程連結與城市外交 

與美國、加拿大同 
級學校，課程比對， 
互補與採認，授予 
雙畢業證書。 

採用IB課程，以 
探索、合作、自 
主、表達的跨域 
課程，進行全英 
文授課 

與英國高中及大 
學辦理課程合作， 
抵認英國高四課 
程及大學銜接。 



從愛沙尼亞省思台北智慧教育的發展 



愛沙尼亞的E化過程中，認為「教育是最好 
的投資」，因此把大量的資源挹注在學校， 
這樣的作法與台北市在打造的智慧校園不謀 
而合，我也認為台北市的236個學校，特別 
是高中職，將會是台北市E化的中心。 



「建立網路人權」 保住窮人小孩翻身機會 

行動學習 智慧教學 打造數位學習平臺 

建置智慧未來教室 布建校園智慧網路 
108年 完成全市高國中小236校光纖骨幹，網 
速從1G提升至10G(達100%)，並完成水平佈線 
端點 

109年 完成各校無線網路控制器建置，每班購 
置1臺無線AP以達成班班無線上網，12月底前 
完成智慧網管系統 

108年 新增114校，2,924間智慧未來教室， 
大屏共計1,069 臺 (30%) ； 累計完成137 校 
(62.4%)，3,580間智慧未來教室，1,725臺大 
屏(30%) 

109年 新增73校，1,157間教室，累計完成 
210校(100%)5,737間教室(100%)，大屏共計 
2,425臺(42.3%)(已達標)及校校有VR(100%) 

108年   11月酷課雲升級3.0版，瀏覽人數突破 
1,678萬人次，拍攝108課綱影片120支，線上 
教學影片達1萬1,064部，242部電子書及20個 
線上資料庫 

109年 以酷課雲為基礎建置親師生學習整合平 
臺，提供數位學習網路時代的親師生八大校園 
服務 

108年 236校全面實施行動學習智慧教學，為  
本市小三至小六、國七及高一學生(國中小30%、 
高中100%)及教師租用載具18,579臺，校園載 
具數量累計達46,183臺 
109年 為本市國八30%及高二100%學生及教 
師租用載具25,844 臺， 校園載具數量累計達 
72,027臺，並推動「行動學習學校認證計畫」 
表揚積極推動資訊融入課堂學校 



因應武漢肺炎 以線上教學及自主學習方式辦理 

辦理國中線上寒假輔導課程 
運用酷課雲線上即時互動功能，針 
對全國開放會考複習及寒輔課程。 
 
開學後遠距教學機制 
針對個別學生自主隔離或全班(校)停 
課者，酷課雲提供線上學習管理平 
臺，教師可運用該平臺派發學習素 
材，掌握個別學生學習進度。 
 
臺北市數位教育中心將製作學習管 
理平臺操作影片供全市教師參考。 



臺北要成為智慧城市，無現金交易未來一定 
要進入校園，如學生證綁悠遊卡、電子支付 
繳學費等。目前數位學生證已可與悠遊卡綁 
定，進行無現金交易；電子支付繳學費預計 
於109年5月試辦以電子支付繳交學校代收代 
付費用，預計於109年9月正式上線。 
 
今年9月之後每個學校都會有光纖網路和班 
班有獨立WiFi分享器，小三以上的學生也會 
有平板電腦可用，這些都是邁向智慧城市必 
經之路。 



芳和實驗國中今年三月也將 
成立籌備處並增設高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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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學校型態實驗教育 

芳和實驗國民中學 

• 3學期制，以「探索、跨域、遠征」的實驗教育基地為目標，發展以「探索式學習學校」為典範。 
 
• 重視非認知素養之「學習遠征」課程，建構學生與真實世界連結所需之知識與能力。 

 
• 融入各種戶外及探索體驗教育模式。 

 
民族實驗國民中學 

• 2學期4學季制，以生態教育與國際教育為實驗創新主軸（國際化脈絡下的生態教育）。 
 
• 結合生態學校之校本課程與環境永續議題。 

 
• 未來以臺美生態夥伴學校計畫，並連結國際綠色學校聯盟締結姊妹校為目標，與國際接軌。 



芬蘭教育正往「主題式學習法」 
Phenomenon Method方向改革。 

 
 
學生不再研讀特定學科，反倒是以「探索」 
的方式，研究好奇的事件或現象，透過跨學 
科的學習，激發學生更多面向的興趣。 



技職應教市場上需要的而非老師會教的 



過去曾拜訪前總統李登輝，其表示最遺憾的 
一件事，就是台灣的技職教育……… 

因此，台北市政府把技職教育當作很重要的教育改革項目。 



產官學合作策略聯盟 

• ◆西門子提供900萬元資源，建置自動化訓練中心 

• ◆台灣區冷涷空調工程同業公會提供1,000萬元教學設備，建置節能技術教
學中心 

• ◆順益關係企業提供700萬元，協助開南商工建置產學合作中心，導入工

廠管理 系統。 

• ◆中華民國電器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提供業師到校，並將協助內湖高

工設置 電器修護技術教學中心。 

• ◆光陽公司挹注600萬元教學設備，建置電動車技術教學中心 

• ◆後續尚有toyota、臺北市商業會、臺北市工業會及鑄模公會… 

 
 
 

…………. 



語言政策 

波羅的海三國大力推廣本地語 

言，並同時重視英語學習及雙 
語環境。時至今日，但年輕一 
代已慣用母語和英語溝通，跟 
國際接軌。 



本市雙語教育政策 
 

★109學年度國中教師甄選開缺40%為雙語缺 

(同時具備英文及學科專長) 
雙語實驗課程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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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語實驗課程學校 

• 78%學生覺得自己的英語有進步。 

•有超過5成的學生回家有人幫忙複習學過的英語。 學生 

•100%教師認為學生經過一學年後更能主動開口說 
英語。 

•100%教師認為雙語教學有利於涵養尊重與包容之 
跨文化素養更瞭解。 

教師 

•95%家長認為雙語教學增加學生學習機會與興趣。 

•96%家長贊成持續推動雙語教學。 家長 

108.6 期末問卷施測情形 



我們北投國中 

• 國際教育、雙語教學、技職教育、創新實
驗教育是目前的政策 

市府編了一億鼓勵學校建立姊妹校，深厚課
程連結與城市外交 

 109年新甄選正式教師今年40%具備雙語教
學能力(市長原打算要100%)，學習新加坡，
透過一代人的努力讓英語成為官方正式語言，
順利和國際接軌 

行動學習、智慧教學—議會審查我校預算附
帶提醒109年度學校教學應達到100%。 24 



新年度期許 

• 平安保健 
• 防疫抗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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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運動 
• 免疫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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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動學習 
• 智慧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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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考減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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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諧互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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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升校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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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生 
• 永續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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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處室工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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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 

1. 安心就學申請 
 目前可申請獎助學金身分共五種： 
（1）低收入戶 
（2）中低收入戶 
（3）年戶收入30萬以下 
（4）家庭突遭變故-社會局核可 
（5）家庭突遭變故-經由導師認可 
  

2. 十二年國教免試入學以適性入學為目標，僅超額
才需比序《含志願序、多元學習、會考成績各占
1/3》，本市優先免試管道有兩次。 

 
 



3. 開學後一個月內請老師繳交學生補救教學策略單
(學生學期領域成績不及格)，本學期截止日期為
3/25(三) 。 
 
  
4. 3/6為108學年度第2學期學校日活動，請所有 
   教師將「教學計畫」於3/5前上傳。 
 

 
 



學務處—工作說明 

1. 2/25（二）開學當天流程： 

•7：30-8：30 打掃 

•8：30 開學典禮、服裝儀容檢查(於教室內) 

•第二、三節 辦理註冊工作 

•第四節 正式上課 

2. 2/25-3/6 幹部訓練 

3. 3/5-3/12分組活動選組、3/20分組活動開
始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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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重要行事曆 
 導師部分： 

 3/9 （一）全體導師會議 

 3/30 (一) 七年級導師會議(暫定) 

 5/18 (一) 八年級導師會議 

 5/25 (一) 九年級導師會議 

 6/15 (一) 全體導師會議  

學務處—工作說明 



 學生部分： 

 3/13（五）親山環境教育暨服務學習活動 

 3/17、3/18（二、三）優良學生政見發表會 

 3/19-3/27（四-五）優良學生線上投票  

 4、5月八年級籃球比賽 

 5/27 (三) 八年級參觀天文教育科學館 

 5/29 (五) 社團成果發表會 

 6/5  (五) 八年級直笛比賽 

 6/12 (五) 七、八年級跳繩比賽 

 6/22（一）畢業典禮(暫定) 

 7/13（一）期末大掃除 

學務處—工作說明 



• 一、進出校園人員管制：防疫期間，如非必要，謝絕家長、廠商、志
工與訪客等進出校園；如需進出校園須配合各項防疫措施（量額溫、
使用乾洗手等）並全程配戴口罩。 

• 二、校園洗手台設置適當數量之洗手用品，提供良好洗手環境，杜絕
病菌傳播。 

• 三、教室環境保持清潔通風，使用有效的環境消毒藥品，協助各班正
確泡製 500ppm 漂白水，由導師指導進行室內環境消毒。室外環境則
委外定期消毒。 

• 四、導師及任課老師隨時注意到校學生之健康狀況，當學生有身體不
適時，校方將採適當隔離防護並協助返家就醫；校內積極落實「生病
不上班、不上課」原則，生病的學生及員工應於症狀解除後至少 24 
小時才能返回上班上課。 

• 五、相關應變作業處理依疾管署及教育部建議隨時更新，請隨時注意
校方網頁公告。 

COVID-19防疫宣導事項 



•量測體溫步驟一：開學第一週會採行校門口初篩量測體溫
(額溫or耳溫)，若已在家自行量測的同學不需初篩，直接
到班進行量測體溫，第二週起校門口初篩將視疫情再行調
整。 

•量測體溫步驟二：班級體溫記錄表(含防疫專用板夾)，每
天一到班立即量測（班級副班長或老師指定負責的同學）
，未量測不能入班，班級負責人員須於8:20前將班級體溫
紀錄表交回學務處衛生組，健康中心會製表上傳，以利掌
控全校學生狀況。 

•量測體溫步驟三：各班負責人於中午前至學務處班級櫃領
回體溫紀錄表，每日中午12:00至12:30全班量測一次耳溫
，並在13:15分前將體溫紀錄表交至學務處衛生組。 

學生量測體溫三步驟 



面對來勢洶洶的疫情，防疫視同作戰， 

 

接下來會有許多防疫措施及需要大家幫忙協
助的地方，再煩請大家多多幫忙， 

 

一起同心協力度過這次COVID-19的危機，維
護校園安全，感謝大家~ 

 



1. 3/6為108學年度第2學期學校日活動，煩請導師
將「班級經營計畫」於3/3前上傳。 

2. 本學期持續推行「SH150-運動健康150分鐘」活
動，希望全校師生多運動增強體魄，有健康的身
體才能有健全的生活。 

3. 導師請假煩請依線上差勤作業流程辦理，以利安
排代導師(公假、病假三天以上)。 

4. 加強學生禮貌：每堂課請協助要求學生起立敬禮
動作，感謝老師每一堂課的授課；要求學生進入
辦公室喊｢報告」方允許進入。 

 

學務處—宣導事項 



學務處—宣導事項 
5.學生攜帶手機，依「臺北市立北投國民中
學學生手機使用管理辦法」提出申請。 

     ■每學期開學後第一週統一申請，如學期中另有需求，可新  

       增申請。 

     ■使用時間限於上學進入校門前及放學離開校門後使用，嚴 

       禁在校期間使用。 

     ■手機由學務處或導師於早自習後統一清點保管(手機盒)。 

     ■手機若未依規定交付保管，於上學期間開機使用或發出聲 

       響，經查獲，初犯由學務處保管至下次段考後發還（如時 

       間有爭議由生教組告知保管時間），累犯者依校規處分並 

       由學務處保管至期末發還。考試時間違反規定，另依情節 

       加以違反考場規定論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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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處—宣導事項 

6.北投國中學生請假及出缺勤管理實施要點 
■公假：承辦人提出申請，導師檢核，統一辦理請假。 

■病假：當日9點前請家長電洽導師or學務處，返校3日內持假卡、 

        檢具證明，家長→導師→生教組→(學務主任→校長) 

        →准假 

■事假：請假當日前說明事由，經導師確定無誤，提前辦理請假。 

■喪假：直系親屬逝世，須附訃聞證明。 

■因病須離校：報告導師→聯繫家長帶回or經家長同意自行回家。 

■因事須離校：報告導師敘明理由→連繫家長→填妥臨時請假單 

              →離校→返校後3日內完成請假手續。 

■段考期間請假：到校後持假卡至教務處補考。  

 
 



7.「禁用一次性及美耐皿餐具」及校內資源
回收實施說明。 

  ■一次性餐具：指具有餐飲消費者一次使用且用過即丟之特性。 

    美耐皿餐具：指以三聚氰胺-甲醛樹脂製成。 

  ■本府各機關、學校員工師生，於指定場所召開會議或舉辦活
動時，不得提供杯水及塑膠瓶裝水。 

  ■配合市府政策，校內不再回收一次性餐具。 

  ■每週資源回收時間：週一 14：00-14：10(七年級、體育班) 

                           14：55-15：10(八、九年級) 

    ※逢週一放假將另行調整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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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處—宣導事項 



                 
8.教育局重要宣導事項  
教育部推動校園正向管教工作計畫、學校訂定教師
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學校實施教師輔導
與管教學生辦法須知 
 •基於維護校園安全需實施校園安全檢查時，若涉及檢查學
生私人物品(如書包、手提包等)或專屬學生私人管領之空
間(如抽屜或上鎖之置物櫃等)，得在第三人陪同下進行，
以維護及尊重學生基本人權。其中「第三人」係指學校學
務處及被檢查學生以外之第三人。 

學務處—宣導事項 



•教師採行輔導管教學生措施務請謹慎，應符合比例原則，
即輔導與管教措施之施予應與學生違規行為之情節輕重相
當，並應審酌個別學生情狀，考量身心發展之個別差異，
以確保輔導與管教措施之合理有效。  

•學校或教師處罰學生，應視情況給予學生陳述意見之機會
，如學生或其監護人對於處罰請求詢問，教師應說明處罰
過程及理由；另亦應提供學生對教師輔導與管教措施提出
申訴之救濟途徑，並確保救濟途徑暢通，俾利問題釐清、
處理與增進校園和諧。  

學務處—宣導事項 



學務處—宣導事項 

9.正向管教宣導 
․措施與作為－零體罰 
(1)口頭糾正。 

(2)調整座位。 

(3)要求口頭道歉或書面自省。 

(4)通知監護人，協請處理。 

(5)要求完成未完之工作、作業。 

(6)適當增加作業或工作。 

(7)要求課餘從事可達成管教目的之公共服務。 

    (破壞環境整潔，罰打掃) 

(8)取消參加正式課程以外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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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處—宣導事項 

(9)經監護人同意時，留置學生參加課後輔導或輔導課程。 

(10)要求罰站反省。(每次不超過一堂課，每日不超過2小時) 

(11)在教學場所一角落，暫時讓學生保持適當距離，以2節課
為限。 

(12)依學生獎懲要點之規定予以書面懲處。 

 

註：學生反映經判斷或發現學生身體有不適，應給調整處罰方

式，或暫停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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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 
1. 109年本校工程： 

課桌椅汰換 

82號地整修工程 

校區連接藝術通道整修工程 

能源管理系統第二期工程 

演講廳空調改善及專科教室空調汰換工程 

活動中心新建工程委託設計服務暨發包施工 

2. 本學期防災演練： 

2/27防災演練(預演)、3/5複合式防災正式演練 

3. 持續加強校園安全、節能省電、愛護公物等重點
工作;辦公室長時間無人或中午休息時間，關閉不
必要之基礎照明，下班後請同仁將電燈、電扇等
電源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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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室 
•108學年度第二學期學校日:舉辦日期3/6(五) 

時    間 內    容 主持人 備      註 
16：00 

| 
17：00 

學生打掃 
佈置環境 

學務處及 
各班導師 

第 8 節停課由導師指導學生進行打掃佈置 

17：00 
| 

18：30 
資料準備（晚餐時間） 

18：30 
| 

18：45 

九
年
級 

教學計畫說明 
各科教師 

及家長代表 
教學計畫說明（每班一位教師） 

18：45 
| 

19：30 

班級經營說明及

親師綜合座談 
各班導師 

1.推選班級家長代表兩名及主席、紀錄 
2.導師說明教學計畫及班級經營計畫 

3.填寫並收回「家長回饋問卷表」及 

  「學校日活動紀錄表」 

4.親師溝通及班務討論 

5.班級經營費討論 

18：30 
| 

19：15 
七
、
八
年
級 

教學計畫說明 
各科教師 

及家長代表 

教學計畫說明時段（每位教師 10 分鐘）： 

 時段一 18:30   時段二 18:45 
 時段三 19:00 

19：15 
| 

20：00 

班級經營說明及

親師綜合座談 
各班導師 

1.推選班級家長代表兩名及主席、紀錄 
2.導師說明教學計畫及班級經營計畫 

3.填寫並收回「家長回饋問卷表」及 

  「學校日活動紀錄表」 

4.親師溝通及班務討論 

5.班級經營費討論 

19：30 
| 

20：30 
適性入學宣導 校長 家長及教師自由參加（3 樓演講廳） 

 



•輔導室本學期辦理的小團體課程有: 

  情緒壓力認輔小團體、人際認輔小團體、 

  愛情認輔小團體、天才小廚師班、手作木 

  工多元課程、女巫劇團(2個班)，相關報名 

  資訊請洽輔導組，謝謝! 

輔導室 



輔導室 

九年級適性入學宣導活動一覽表 

 

     講座日期 
3/2（一） 

11：15-12：00 

3/6（五） 

19：30-20：30 

3/11（三） 

07：40-8：20 

3/18（三） 

07：40-8：20 

參加對象 
九年級導師 

及輔導老師 

九年級家長 

地點：本校 3F演講廳 

九年級學生(901-907) 

地點：本校 3F演講廳 

九年級學生(908-914) 

地點：本校 3F演講廳 

 



補校 

1. 補校於3月4日(三)正式開學上課。 
2. 感謝諸位老師協助補校運作。 
3. 本年度於七月份續辦成人教育業務，
請各位同仁協助廣為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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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室 

 

因應2019新型冠狀病毒（武漢 

肺炎）可能發生之人事問題及因 

應作為，本室已將相關資料公告在
校內網站，並同時e-mail給各位同
仁參考，如有疑問請隨時洽人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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