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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景興國民中學102學年度第2學期學校日各處室報告 

教
務
處 

一、上學期重點執行工作報告 

(一) 完成校內推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政策適性入學之家長、教師與學生相關宣導事宜，

各領域持續進行有效教學及教師專業成長研習活動。 

(二) 本校藝文領域教師持續進行「國民中學學生成就評量」推廣暨試辦計畫。 

(三) 806-810教室單槍投影機、投影布幕及黑板已於 102/12/28、12/29汰舊更新為超短焦

投影機、電子白板及開閉室黑板；801-805預計寒假施工。103/1/13、1/14辦理「互

動式電子白板使用說明暨教育訓練」，預計 102學年度第 2學期辦理相關進階課程。 

(四) 學校努力爭取相關經費更新 98年全部及 99年部分筆記型電腦共 50部，款式更新為超

輕薄系列筆記型電腦，便於教師進行教學活動。 

(五) 103年學校計畫將平板電腦引進教學使用，有意願參與之教師請向教務處提出申請計

畫。 

二、下學期擬辦理重點執行工作報告 

(一) 持續推動教師精進課堂教學相關工作。 

(二) 針對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政策之推動，規畫校內相關工作推動及宣導。因應升學制度

變動及調整，適時進行全校性宣導，即時提供最正確資訊予師生及家長知悉，並指導

九年級學生參加 103年度全國教育會考(5/17、5/18)之準備工作。學生畢業後仍依各

項升學報名時程，進行相關資訊之提供與諮詢。 

(三) 續辦夜自習、七八九年級課後輔導活動(七年級每週二天，八年級每週三天，九年級每

週五天)及七年級補救教學攜手扶助計畫。 

(四) 其他教務處行事活動請參考 102學年度第 2學期學校行事曆（附件一） 

訓
導
處 

一、訓導處重點工作 

  (一)加強學生品德教育。 

  (二)持續推展學生服務學習。 

  (三)加強生活教育管理。 

  (四)落實校園霸凌三級預防。 

  (五)提升學生體適能、游泳能力。 

  (六)落實環境教育之實施。 

二、訓導處工作行事曆 

月

份 
訓育組 生教組 體育組 衛生組 

2 

月 

2/7~2/16 臺北花燈

節，花燈社參展 

1.友善校園週 

2.服裝儀容檢查 

 

田徑隊、游泳隊參加

102 學年度臺北市

中等學校運動會

（2/18~2/21） 

1.環保志工甄訓 

2.二手制服、書籍、 

 學用品回收再利 

 用。 

3 

月 

1.優良學生發表 

（03/11~03/13） 

2.優良學生選舉

（03/14） 

法治教育宣導月  低收入戶學生午餐

補助 
 



 
2 

4 

月 

七年級校外教學 

（04/08） 

 

交通安全宣導月 

服裝儀容檢查 

菸害防治宣導月 

七年級菸害防制宣

導（04/22） 

八年級班際籃球 

比賽（3/5~3/16） 

1.預防登革熱宣導 

2.推動健康促進方案 

 

5 

月 

1.八年級童軍露營 

 體驗活動 

（05/01~05/02） 

2.九年級包高中活 

 動(05/06) 

3.感恩音樂會  

 (05/23) 

防災宣導月 

複合式防災演練
(05/08) 

服裝儀容檢查 

法治教育宣導月 

八年及藥物濫用宣

導（05/18） 

1.七年級游泳比賽 

 （05/22~05/23） 

2.九年級排球比賽  

  (05/26~06/06) 

1.預防腸病毒宣導 

2.環境教育宣導 

 

6 

月 

1.102 學年度畢業 

 典禮（6/16） 

2.結業式（6/30） 

防颱宣導 防溺宣導 

九年級排球比賽 

(05/26~06/06) 

1.廢電池回收 

2.期末大掃除（6/27） 

三、服務學習計畫詳見第 4 頁。 

總
務
處 

一、 總務工作重點為加強校園各項設施安全及環境整修，本學期已於開學前完成下列各項工

作 : 

(一) 開學前進行校園環境檢查及整理。 

(二) 定期進行飲水機查及更換濾心。 

(三) 水塔及蓄水池清洗。 

(四) 各式機電設備檢查。 

二、 預定於暑假進行之校園營繕工程: 

(一) 校舍高壓變電站改善工程，已於 103年 1月向教育局申請統籌款，該項經費待教育局

核准後，預定於暑假期間施工汰換高壓變電站。 

(二)103年度獲編整修工程預算說明如下： 

1.活動中心屋頂防漏改善工程。 

2.專科教室整修改善工程 （家政、美術教室 4間）。 

三、 本年度八、九年級學生教室及專科教室冷氣於 5月初及 8月底委由廠商進行濾網清洗清

潔，以確保冷氣使用清潔及提高冷房效率，所需費用由本校家長會冷氣基金支付。 

輔
導
室 

一、 本學期持續推動各項輔導方案： 

(一) 落實生命教育課程融入各領域教學活動及輔導活動課程實施。 

(二) 技藝教育學程：參加學生固定每週二下午時間至高職參加九年級技藝教育學程課程。 

(三) 辦理性別平等教育及性侵害性騷擾防治宣導，融入教學及系列宣導活動，並結合生涯

發展教育計畫與國語文競賽，進行相關宣導活動。 

(四) 加強高關懷學生輔導工作，並邀請家長認輔志工及本校教師協助輔導高關懷學生。 

(五) 協助特教學生各項學習之生活輔導、學習適應及階段轉銜等工作，並針對個別行為提

供策略方案，運用各樣資源提供適切的服務。 

(六) 為協助學生探索自己的性向、興趣及價值觀，建立個人生涯檔案，以構築良好的生涯

起步，本年度將持續透過各種活動，包含鄰近高職參訪等活動，協助學生進行生涯探

索與覺察，並認識不同行職業，作為生涯規劃之預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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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因應 103 年度 12年國教入學方式的改變，期許讓國中學生適才、適性、

了解自我優勢、性向、興趣及能力，選擇適合的學校就讀，特規劃： 

(一) 高中職網路博覽會，網址：http://expo.tp.edu.tw 提供查詢各公私立高中職特色介

紹。 

(二) 於 2月 23日(六)上午 09:00~下午 15:30在成功高中辦理一場高中高職博覽會，活動

內容包活動內容：靜態展示及互動體驗展示、動態表演及闖關摸彩、升學輔導講座，

相關說明已交由 9年級學生攜回通知家長，請踴躍參加。7、8年級有興趣參與之家長

亦可上網查詢活動訊息，前往參加。 

三、 因應 12 國教免試入學方案，高中、職入學全面採網路選填志願，為讓九年級同學熟悉 103

年免試入學志願選填程序，並學習檢視、調整志願，以及提供家長、學校輔導參考，配

合教育部規劃辦理 3次志願選填試探，由 9年級輔導教師帶領學生利用電腦教室進行志

願選填，期間分別為： 

(一) 第一階段：試探期 102年 10月 17日至 102年 10月 30日(已完成)  

(二) 第二階段：深化期 102年 12月 19日至 103年 01月 02日(已完成) 

(三) 第三階段：收斂期 103年 03月 06日至 103年 03月 19日 

  為使 9年級家長更能共同參與學生志願選填試探，目前已印製學生第 2次志願選填試

探結果，於輔導活動課時間向學生說明，並發給通知說明，以能讓家長能協助孩子完成適

性之志願選填，敬請家長能於第三階段志願選填試探期間，陪伴孩子共同完成。 

四、 輔導人力資源：歡迎家長依學生的適應狀況與個別需求，隨時與各班輔導諮詢老師聯繫討

論。各班的輔導諮詢教師名單如下： 

班級 導 師 
輔導 

老師 

輔導諮詢 

教師 
班級 導 師 

輔導 

老師 

輔導諮詢 

教師 
班級 導 師 

輔導 

老師 

輔導諮詢 

教師 

901 蔡仲寧 陳曉郁 陳曉郁 801 呂彥達 呂彥達 李進春 701 朱仲謀  林敏蓉 陳曉郁 

902 陳琼輝 賴姿君 賴姿君 802 張家慈 謝昀謙 謝昀謙 702 邱友君  馬祖平 馬祖平 

903 鄺潔瑩 陳曉郁 陳曉郁 803 蕭千金 李進春 李進春 703 高國川  馬祖平 馬祖平 

904 謝月蓮 陳曉郁 陳曉郁 804 謝宛燕 李進春 李進春 704 蔡淑嬋  馬祖平 馬祖平 

905 涂真真 陳曉郁 陳曉郁 805 黃佳雯 謝昀謙 謝昀謙 705 李希揚  馬祖平 馬祖平 

906 吳麗玲 賴姿君 賴姿君 806 李思賢 李進春 李進春 706 張美玲  馬祖平 馬祖平 

907 林伯峰 賴姿君 賴姿君 807 劉羽航 李進春 李進春 707 連游梅  謝佳珍 馬祖平 

908 林秀美 陳曉郁 陳曉郁 808 傅承珊 李進春 李進春 708 梁虹瑩  馬祖平 馬祖平 

909 方晴樺 陳曉郁 陳曉郁 809 方培松 李進春 李進春 709 黃麗璉  馬祖平 馬祖平 

910 周芊伶 賴姿君 賴姿君 810 劉欣瑜 劉欣瑜 謝昀謙 710  廖 合  林敏蓉 馬祖平 

911 蔡麗蓉 陳曉郁 陳曉郁 811 陳淑雲 呂彥達 李進春 711 林海龍  馬祖平 馬祖平 

912 孫美文 陳曉郁 陳曉郁 812 梁慈婷 李進春 李進春 712 陳祥齡  謝佳珍 馬祖平 

913 黃世勛 陳曉郁 陳曉郁 813 陳萱蔓 李進春 李進春 713 張君怡  謝佳珍 陳曉郁 

914 林麗霞 賴姿君 賴姿君 814 方瑞芝 李進春 李進春 714 林秀鈴  林敏蓉 陳曉郁 

915 張靜怡 陳曉郁 陳曉郁 815 蘇原霆 李進春 李進春 715 林佳臻  林敏蓉 謝昀謙 

916 羅世賢 陳曉郁 陳曉郁 816 趙瑋婷 李進春 李進春 716 孫璧雲  馬祖平 馬祖平 

917 林美玲 陳曉郁 陳曉郁 817 王美玲 李進春 李進春 717 李宜珍  馬祖平 馬祖平 

918 曾憲薇 賴姿君 賴姿君 818 簡炳輝 呂彥達 李進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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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景興國民中學 102學年度第二學期校內服務學習活動規劃 
壹、依據： 

    一、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北市教中字第 10140376300號函頒「基北區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免 

        試入學超額比序『服務學習』採記規定」辦理。 

    二、臺北市立景興國民中學推展服務學習實施計畫(101.08.23校務會議通過)及 102學年度景興

國中服務學習實施辦法(101.08.26簽核通過)。 

貳、校內服務活動內容 

    一、日期: 103.02.01 – 103.07.31 

    二、 活動項目及詳細辦法:         

         (一) 平日「學校環境維護認養者」： 

              (1) 時間:第 2週 ~第 20週，每週一早自習(07:50-08:20)。 

              (2) 對象:全校學生，以班為單位，向副訓育組長黃瓊誼老師登記。 

              (3) 活動地點及內容: 整理操場、排球場和籃球場環境。 

              (4) 核發時數: 每次活動完成則可核發 0.5小時。  

         (二) 「維護社區環境整潔」： 

              (1) 時間: 利用自習課、班會課及第八節。 

              (2) 對象: 七年級學生，以班為單位。 

              (3) 活動內容: 針對學校週圍社區環境重點區域打掃。 

              (4) 核發時數: 每次活動完成則可核發 1小時。 

         (三) 「訓導處服務志工」: 

              (1) 時間:第 13週 ~第 20週，每週一 ~ 五的 16:00-17:00。 

              (2) 對象: 全校學生，自行線上登記(生涯領航儀表板)。。 

              (3) 活動內容:協助各處室辦理全校性事務。  

              (4) 核發時數:每次活動完成則可核發 1小時。 

         (四) 「各處室服務志工」: 

              (1) 時間:第 2週 ~第 20週，每週一 ~ 五的 12:35-13:05。 

              (2) 對象: 八年級學生。 

              (3) 活動內容:協助各處室辦理全校性事務。  

              (4) 核發時數:活動完成則可核發 0.5小時。 

         (五) 103年七月份暑假返校打掃，核時數 2小時。 

         (六)「暑假訓導處服務志工」: 

              (1) 時間:103.07.01~31，每週一 ~ 五 13:00-16:00。 

                       103.07.24~25，每週一 ~ 五 09:00-12:00。 

              (2) 對象:全校學生，自行線上登記(生涯領航儀表板)。 

              (3) 活動地點及內容: 協助各處室辦理全校性事務。 

              (4) 核發時數: 依照活動時數核發。   

         (七) 「新生編班輔導班長」: 

              (1) 時間:103.07.04，07:30-12:30。 

              (2) 對象:八年級學生每班兩名。 

              (3) 活動內容:協助註冊組辦理新生編班事宜。  

              (4) 核發時數: 依照活動時數核發。 

         (八)「創世基金會募發票活動」: 

               協助創世基金會收集有效的發票 60張，繳交至訓育組，則核發時數一小時，120張 

               發票則核發二小時，依此類推。     

         (九) 協助學校辦理感恩音樂會及畢業典禮，將由各主辦業務單位依照活動時數核發。 

 叁、本活動內容經陳  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