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級
701

科目

問題欄

一般事務 第八節課

701

數學

理解力的導引請老師加強

701

國文

請問老師對文字、文章內容、學習態度的期許

701

英文

教學模式（請老師說明）

701

電腦

1.會要求打字速度及背鍵盤？2.會需要用電腦製作作業？

701
701
701

其他
數學
生物

冬季制服什麼時候會開始購買
是否有輔導課程
是否有實驗課程

701

地理

是否有補充教材

701

歷史

是否有補充教材

701
701

一般事務 中午午休時間（自由或規定）
一般事務 是否有輔導課程

701

國文

是否增加課外閱讀本

701
701

英文
公民

是否有課外補充教材
是否有補充教材

701

一般事務 每天小孩有多少運動時間

701
702
702
702
702

一般事務
英文
數學
英文
一般事務

703

生物

建議合作社能否提供健康營養的食物給學生購買
英文很差
數學較差
請問教學的主要項目
繡制服，能夏冬一起繡嗎
有實驗性的作業嗎

703
703

一般事務 108課綱的說明
一般事務 學生證是否有結合悠遊卡

703

一般事務

703

一般事務 制服尺寸過大，不知何時可更換

703

704
704
704
704

1.到校簡訊通知如何申請
2.學校班級手機管制方式為何

學校日家長
健教全英文上課，孩子聽不懂，怎麼辦？
會議紀錄

數學

提升數學能力

國文
提升國文能力
一般事務 制服何時可購買
特教
想請教何時會有機會和資源班個管老師討論

704

數學

評分標準，是否需要講義

704

歷史

學習狀況，作業

704

生物

評分標準，作業內容

704

地理

學習狀況，作業

704
705

英文
其他

如何提升學英文的動機
學生證何時可發

705
705

一般事務 是否需要購買冬季外套
其他

可否申請子女出勤通知家長的服務

回覆欄
七年級已於10/5開辦自主學習課程與學習扶助課程。
學生若對於學習內容有不理解之處，可於課堂中主動發問，老師會再詳細解
說。或可於課餘時間詢問老師，較能夠個別加強。
國文課除了教孩子文本的知識，還會教孩子閱讀理解策略與讀書方法，希望
孩子能將閱讀理解策略內化，並運用此策略來理解文本、推測文意、分析架
構，甚至有能力評鑑文本內容、作者觀點等等。上課時，老師會不斷的搭鷹
架、大量提問，希望孩子能踴躍投入、回答、提問。課餘時，希望能閱讀課
外讀物。
每課先閱讀主題單字和做文法句型的講解練習，再帶入對話及閱讀篇章。
1.每週上課皆有中文打字練習。
2.資訊科技有作業，但會請學生盡量在上課期間完成。
合作社備有制服供學生購買，可以請學生於下課時至合作社購買。
輔導課程的開設，依照學校相關規定辦理，細節可詢問教務處。
會進行分組操作的實驗活動。
地理科會發下：1.預讀單(每單元)；2.學習單(自行設計題目取代習作)，以
上為書面補充教材，其餘補充教材為課堂上討論內容。
開學第一天發下的「如何使用這本學習講義」就是補充教材的第一頁，其中
有要求同學要準備一個歷史專用的L型夾依次放入本學期陸續發的補充及整
理的內容，至期末即可裝訂成一本，未來每學期均如此，除此，上課會補充
可參考的相關學習網頁，也會依課程發放補充閱讀資料，增進閱讀能力。
12:35~13:05、各班學生於教室安靜休息。
七年級已於10/5開辦自主學習課程與學習扶助課程。
學校段考除了課本內容，全年級還會納入課外閱讀課本；學校亦有推動班級
閱讀(班書)；十月份班上也會申請讀報運動。
A+空中美語雜誌及英語文法GoGoGo講義。
有學習單整理重點，和補充段考選擇題。
除了每周2節體育課，7、8年級隔週的周四朝會有20分鐘健康操，另外每天
第2節下課15分鐘播放健康操音樂，鼓勵學生運動。
合作社販售的食物均為合於教育局規範的校園食品。
鼓勵孩子多練習。
回家要自己花時間計算。
聽說讀寫。
夏冬制服可以一起繡字。(本學年繡字服務已結束)
有的，實驗在校進行，實驗紀錄本中的問題與討論會成為回家作業，學生也
可以將課堂中有興趣的主題紀錄，延伸為在家實驗或進行科展。
請參閱108課綱資訊網https://12basic.edu.tw/12about-3-1.php
學生證有結合悠遊卡功能。
1.到離校簡訊通知請參閱學校網頁
(http://www.chhs.tp.edu.tw/nss/p/170)。
2.手機管理方式請參閱孩子的"新生始業輔導手冊"或學校網頁
(http://www.chhs.tp.edu.tw/uploads/1577449578079vMmOSGLy.pdf)。
學生可利用下課時間至合作社更換。
在第一節課講課堂規範時，確實有用全英測試孩子的英語能力，但後續幾週
均已調整為中英各半，而課堂上也有分組活動，特定深入的解說都可配合貴
子弟目前狀況，以中文/圖片/小組討論來釐清問題。
雙語課程著重在學科學習，因此若學生有聽不懂學科內容，請學生務必跟教
師反應。
勤加練習，尤其課本及習作為重點，其餘講義及平時評量可以加深加廣。確
實訂正，若有不懂之處則提出詢問，將疑問弄懂。
上課專心聽講，課後複習，多閱讀。
合作社備有制服供學生購買，可以請學生於下課時至合作社購買。
若有討論需要，可來電02-2932-3794分機148與老師討論。
段考佔40%；平時成績佔60%。平時成績包含作業(包含訂正及習作)、學習態
度(作業繳交及上課表現)以及小考。
每課皆有預讀單和學習講義，做為課前預習和課堂深入學習的基本作業，每
一課學習講義都會在每課課程結束後收回批閱，做為平時作業成績，占平時
成績的30%，另有每課結束後的紙筆測驗，占平時成績的40%，最後是學習態
度，包含上課表現和作業繳交狀況等綜合評估，占平時成績30%。
1.評分標準:平時60%:實驗成績占30%、小考成績40%、作業成績25%與平時提
問與回答的表現5%+三次段考成績40%。
2.作業內容:(1)預習作業、(2)生物白色講義、(3)實驗活動紀錄本、(4)學
習單、(5)生物白色講義心智圖與提問。
目前無異狀，如有特殊狀況，再連絡導師與家長!一次段考有兩課，1~2張學
習單，預習單。
製造英語環境，讓英文融入日常生活。
學校於9/10收到學生證，已發放給學生。
學校服裝有2種形式的冬季外套，請依穿著習慣選購。其他形式的保暖衣物
請著於學校服裝之內。
到離校簡訊通知請參閱學校網頁
(http://www.chhs.tp.edu.tw/nss/p/170)。

1

班級

科目

705

英文

請問教學中聽和說的比例為何

705

國文

請問作文如何評分，如何教學

706

數學

706
706
706
707
707

707

707
707
707
707
707
707
707
707
707
707
708
708
708
708
709
709
709
710
710
710
710

710

710

711
711

問題欄

回覆欄
聽、說、讀、寫，各約佔25%，若要加強聽與說，可多接觸英語，耳聽口追
，天天聽空中英語也是不錯的方式。
以六級計，以課文為範本邊授課邊講解結構、用詞、破題、收尾，學期四至
五篇練習作文(範圍太大，無法三言兩語說清楚，請家長連絡任課老師，電
話2932-3794分機173)。
上課聽懂，回家要確實計算。

孩子是否能跟上進度？
新生購買制服的流程不是很方便，容易缺貨。是否有更為方便的
一般事務
購買制服可當場試穿，如需特殊尺寸，可請廠商訂製。
方式？也可以避免買不到制服的家長與校方人員造成衝突
到離校簡訊通知請參閱學校網頁
一般事務 是否有學生到校和離校通知
(http://www.chhs.tp.edu.tw/nss/p/170)。
學校社團是屬彈性課程，考量學生多元學習而開設的課程。雖與會考無直接
一般事務 三年後的國中會考，請問學校大力推廣社團活動對會考有何幫助 關聯，卻能豐富學生學科以外的學習。透過多元學習，在未來適性入學管道
，學生會更了解自己，選擇更適合的學校。
小考若因故請假，是否需要補考，會影響評分？
各科小考，可由學生請教各科教師。段考因故請假，可有補考機會，依補考
各科
段考若因故不得已請假，是否有補考機制，會影響評分？
考試成績，實質登錄。
1.學校服裝有2種形式的冬季外套，請依穿著習慣選購。其他形式的保暖衣
請問服裝儀容規定可否穿學生個人的背心或薄外套？
一般事務
物請著於學校服裝之內。
襪子黑灰白可否容許有部分條紋或品牌圖案數字
2.最新通過的服儀規定已刪除襪子顏色及形式的規定。
家長您好，輔導活動、家政、童軍三科屬於綜合活動領域，輔導活動課這學
期會設計相見歡、時間管理、學習計畫、自我認識、拒絕性騷擾等課程，進
行方式會以講述、問答、討論、活動等方式進行，也會設計相關學習單，協
輔導
請問課程內容？
助孩子適應國中生活、增進自我認識與悅納、學習生活管理、促進與他人能
相處合宜。另，輔導活動課教師(透過課程促進心理健康)與輔導老師(以對
話方式關懷孩子的心理狀態)責任分工不同，若孩子有任何心理狀態需討論
，每班都有責任輔導老師，可與輔導室的輔導老師討論。
一般事務 請問學校合作社是否常態性販售學校制服？沒有期限？
合作社備有制服供學生購買，可以請學生於下課時至合作社購買。
英文
評分標準
作業+平時考+段考。
數學
評分標準
分為段考及平常成績，包含：學習態度、作業及小考。
音樂
請問老師本學期狀況
目前狀況良好，若有需要可來電2932-3794分機156。
生物
請問老師本學期狀況
詳如學校日當日說明，若有需要可來電2932-3794分機119。
英文
請問老師本學期狀況
若有需要可來電2932-3794分機153。
國文
請問老師本學期狀況
國文課認真上課，作業確實。
因未於提問單上敘明提問，若有疑問可直接與任課教師聯繫。請電洽2932視覺藝術 請問老師本學期狀況
3794分機153，謝謝您。
數學
請問老師本學期狀況
加強基本運算能力，有不會或不懂的要學會弄懂，才能打下好的數學基礎。
關於社團參與的相關問題，請洽詢學務處訓育組張組長(2932-3794分機
一般事務 社團參與
121)。
一般事務 如何挑選適當的參考書籍
有相關參考書籍需求，可請學生洽詢各科教師討論。
1.國文課時，會不斷地教導孩子分析文本，理解文本架構安排的用意，並做
短句練習。
國文
是否有作文的訓練，如何？
2.每次段考會有短文訓練。
3.日後，會與導師討論，善用聯絡簿札記培養作文基礎。
一般事務 社團是否為必選科目
社團屬彈性課程，是必選科目。
一般事務 學習護照
學習上有相關問題，可洽科任教師、導師或各相關處室洽詢。
一般事務 冬季制服開放購買時是否能再提供繡學號服務
每季開放購買時均提供繡學號服務。
數學
考試範圍是到哪
可參考學校網頁公告之考試日程範圍表。
各科
各科目如果有任何問題，請問如何聯絡科目老師
依各科問題，可來電洽詢各科授課教師。
到離校簡訊通知請參閱學校網頁
一般事務 請問有到離校的通知嗎（用line）
(http://www.chhs.tp.edu.tw/nss/p/170)。
關於服務學習時數，請參閱孩子的「新生始業輔導手冊」，學校在7上、7下
一般事務 請問需要自行處理服務時數嗎？
及8上各規劃6小時(符合免試入學要求)，若無法參加學校安排活動或需要更
多時數，才需自行處理。
一般事務 制服購買
合作社備有制服供學生購買，可以請學生於下課時至合作社購買。
除了本校統一選用的教科書之外，另外參考學生的學習表現與時間，補充課
數學
請問老師是否額外補充講義與練習卷
程相關內容與練習。建議學生可以主動與任課老師討論個人的學習情況，有
助於提供學生更適切的練習。
謝謝家長的提問。主要目標是將閱讀融入於國文中，教會學生能夠理解文
章、文句的背後涵義，並能從中擷取訊息且能統整、省思。主要策略為詞彙
教學、預測、提問、答問及推論，以達閱讀理解。利用提問單教學、搭配閱
國文
請問老師有關閱讀與寫作之教學策略
讀講義，啟發式的引導學生理解句子段落及全文，並有層次的提問，讓學生
能推論全篇文章涵義進而統整。寫作會配合主題課程為重點:1.從閱讀教材
中選取訓練重點。2.從短寫作能力訓練，將平時在課堂所學轉為能力。3.推
至綜合性文章寫作。
上課內容請依照課本。上課會用提問式、對話練習、寫習題、小組合作等方
英文
教學方式與內容
式進行，亦會照內容需求作修正。
1.課本、習作為主要部份。
2.透過10分小考，加強基本概念，輔以講義及平時評量加深加廣。
數學
教學方式
3.著重確實訂正，將疑問題弄懂。
4.鼓勵學生上台演練及提問。
理化
教學方式
對話式教學+實驗引導操作+多元討論及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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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

科目

問題欄

711

生物

國一少女心身轉換

711

歷史

多元文化方向

711

地理

多元文化方向

711

公民

多元文化方向

711

英文

單字及聽力

711

一般事務

711

國文

711

一般事務

711

電腦

程式設計課

711

各科

學期進度內容、評量

711

英文

作文或寫作課程．聽力課程

手機及群組使用方向
上學鞋款規定：皮鞋或球鞋等其他
作文教學及說話語彙表達
校內外美術比賽參加
成績不及格補救教學

711

一般事務 社團參加及規定

711

一般事務 校外教學

711

一般事務 制服加購方式

711

國文

作文或寫作課程

711

英文

如何提升學生對英文抗拒之學習

712

數學

如何提升對這科的興趣，幫助他學習更有活力

712

英文

須加強哪方面，讓英文說不恐懼

712
712
712
712
713
713

713

一般事務 開學後，如何購買制服
國文

作文方面

各科
集中加強輔導班的標準
學校日家長
三福街：學生上學無人行道，有些危險
會議紀錄
英文

英文與英文fun文化之區別為何

記憶社區 請問此科目學習重點為何

輔導

請問教學方式會如何進行

回覆欄
適應:
1.國小進入國中的身分適應。
2.課程多樣化。
3.內容多加深加廣。
建議可多與孩子討論，並引導孩子提出想法，亦可和教師多溝通。
歷史學科近年來就一直是以多元文化方向教學，要同學以不同立場去看過去
的人及事。
尊重並包容多元族群和文化。
配合108課綱和課本教材內容在七下課程進行，議題融入部分則不定期，視
教材內容調整。如想進一步了解，可以來電2932-3794分機158聯繫，謝謝。
習作每課都有全課聽力練習題(在課堂完成)，段考前也會有3次A+雜誌聽力
練習考，單字部分會加入字根字首造字觀念，月考前會有單字複習考。
1.手機管理方式請參閱孩子的"新生始業輔導手冊"或學校網頁
(http://www.chhs.tp.edu.tw/uploads/1577449578079vMmOSGLy.pdf)。
2.依據學校服儀規定，鞋子穿著以具運動機能之運動鞋為主，顏色不拘。
以六級計，以課文為範本邊授課邊講解結構、用詞、破題、收尾，學期四至
五篇練習作文(範圍太大，無法三言兩語說清楚，請家長連絡任課老師，電
話2932-3794分機173)。
1.校內比賽9/14收件截止。
2.學期成績不及格，可於次學期初進行補救教學與成績再評定。
不知貴家長詢問「程式設計課」的哪一部分，若是課程內容，請參閱本校網
頁教務處下之課程計畫，謝謝！
1.各科學習進度如學校日資料公告內容，亦可參閱本校網站教務處公告。
2.各科評量為定期評量40%、平時評量60%，評量內容請洽詢各任課教師。
七上主要以每課閱讀的文章，讓孩子找出關鍵字做書寫練習，也會讓孩子做
翻譯句的書寫，熟悉英文語法結構，另外聽力課程會融入在一週三節的英文
課內。
因未於提問單上敘明提問，若有疑問可直接與學務處訓育組聯繫。 請電洽
02-2932-3794分機121，謝謝您。
因未於提問單上敘明提問，若有疑問可直接與學務處訓育組聯繫。 請電洽
02-2932-3794分機121，謝謝您。
合作社備有制服供學生購買，可以請學生於下課時至合作社購買。
以六級計，以課文為範本邊授課邊講解結構、用詞、破題、收尾，學期四至
五篇練習作文(範圍太大，無法三言兩語說清楚，請家長連絡任課老師，電
話2932-3794分機173)。
多鼓勵孩子記單字，朗讀課文，告知孩子語言學習是累積的。和自己比，一
天比一天，就會有成功的一天。有時給孩子適當的獎勵與誇讚也能推動孩子
對外語學習的動力。
(1) 選擇適當高低的學習目標:
每一個人都是獨特的個體，每個人的能力、程度、興趣等各不相同，因此每
個人設定的目標也應該有所不同。避免要求過高的目標，難以實現目標的挫
敗感會打擊學生的信心，導致學生心灰意冷甚至放棄學習。適當高低的學習
目標能讓學生累積成功經驗，懷抱信心，保持學習的興趣。
(2) 培養數感:
鼓勵學生多嘗試，不要害怕算錯，錯誤嘗試亦能有其價值。引導學生多思考
，以不同的方法來解決同一個問題，不僅有助於驗算，更能增加思考的廣度
與深度。與學生討論解題的邏輯與策略，有助於學生梳理自己的邏輯思維，
也讓學生有機會評估與批判其他的解題方法。透過日常生活中的情境模擬，
幫助學生應用生活估算與評估決策。
(3) 閱讀有趣的數學科普書籍:
學習有很多種方式，知識並不局限於教科書中，鼓勵學生選擇有趣的數學科
普書籍來閱讀，從不同的面向認識數學，或許可以激發學生對於數學的多元
想像，引發學習興趣。
不敢說英文，有時是個性害羞，或怕說錯，需耐心引導，家長可在家中多與
她練習，課堂上同學多，反而壓力更大。
合作社備有制服供學生購買，可以請學生於下課時至合作社購買。
寫作會配合主題課程為重點:1.從閱讀教材中選取訓練重點。2.從短寫作能
力訓練，將平時在課堂所學轉為能力。3.推至綜合性文章寫作。
本校無集中加強輔導班制度。
感謝家長意見，三福街交通安全議題，學校利用多種管道，經常提醒學生注
意行進安全；除向教育局反映，亦多次與里長溝通，將持續努力。
「英語」是語言的教學；「英文fun文化」是以英文為工具，認識各國文
化。
可參考學校網頁首頁->行政單位->教務處->課程計畫「記憶社區」，如有不
清楚之處，請洽2932-3794分機154與老師聯繫。
家長您好，輔導活動、家政、童軍三科屬於綜合活動領域，輔導活動課這學
期會設計相見歡、時間管理、學習計畫、自我認識、拒絕性騷擾等課程，進
行方式會以講述、問答、討論、活動等方式進行，也會設計相關學習單，協
助孩子適應國中生活、增進自我認識與悅納、學習生活管理、促進與他人能
相處合宜。另，輔導活動課教師(透過課程促進心理健康)與輔導老師(以對
話方式關懷孩子的心理狀態)責任分工不同，若孩子有任何心理狀態需討論
，每班都有責任輔導老師，可與輔導室的輔導老師討論。

3

班級
713
713
713
713

科目

問題欄

國文
語文能力不佳，學校會提供何種指導與練習
班上排了兩節體育課，分別為第四節與第五節，但一日之中最炎
學校日家長
熱、最不合適運動的時間為11:00-14:00，若體育課整學期均為
會議紀錄
室外課，請思量是否合適。
學校日家長
希望能減少考試，因每日功課多。
會議紀錄
學校日家長
有問題學生希望能夠控制，再次動手腳，不可原諒。
會議紀錄

國文
英文
國文

請問老師作文評分佔比，評分標準，等相關問題
會背課文嗎
會背課文嗎

714

其他

想了解升學的方式，與在校成績或活動有合併計算的相關事宜

714

一般事務 校服的購買時間

714

一般事務 108課綱如何面對與配合

804
805
805
806
807

807
808
809
809
809

809
809
810
810
812
813
813
813
814
814
814

814

一般事務 社團參與部分
理化

教學方式

導師
班會：請問評分標準？
學校日家長
班上英語課師生衝突不斷，討論如何改善
會議紀錄
英文
英文雜誌可否提供有須購買CD的家長購買？
知道學科排課的不容易，但如果可以體育課請盡量不要排在第五
一般事務 節（原因：1.太陽太大、2.午餐後沒有足夠時間讓胃休息即跑步
，胃不適外，學生午餐不敢吃多，一下又餓了。
體育館三樓室內球場面對舞台左手邊的飲水機只有熱水跟很燙的
一般事務 溫水，能否把冰水出水修好？謝謝您！（這樣大家都方便，也可
減少瓶罐）
一般事務 學校游泳池因鼓勵學生運動，能否對本校的學生有優惠票價。
地理
平時評量標準
國文
平時評量標準
歷史

平時評量標準

一般事務 態度、團體生活
學校日家長
會議紀錄
一般事務
一般事務
英文
地理

感謝家長意見，將加強管理。

謝謝家長建議。

714
714
714

804

您好,考試是了解學習成效的方式之一,不知道是哪一科的考試讓您覺得太多
了？歡迎您來電與導師分享與討論(2932-3794分機152)！

建議數學段考出題能有鑑別度

請問老師英文作文何時開始，如何教學

803

謝謝家長建議，學校課務在總體規劃下，會儘量考量。

孩子對英文沒有興趣，該如何協助？
沒有特別想問的，只期許自己的孩子態度認真，學業進步
作文的練習是否延續七下時週末回家作業？

英文

英文
其他
國文
學校日家長
會議紀錄

主要先以課本內容、字詞，再從中補充相關資料。

七年級為築基時期，會先從句子構造開始加強，並請孩子多背單字，多擴充
閱讀及雜誌，為之後作文學習打基礎。
作文在平時成績占30%，段考不佔比。標準會以會考評分方式。
會。1.小組背課文。2.考課文填充小卷。
會。1.第二課及第五課；2.每課注釋。
1.請詳閱學校日資料
2.請參閱臺北市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資訊網https://12basic.tp.edu.tw/
合作社備有制服供學生購買，可以請學生於下課時至合作社購買。
1.請詳閱學校日資料
2.請參閱臺北市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資訊網https://12basic.tp.edu.tw/
3.請參閱108課綱資訊網https://12basic.edu.tw/12about-3-1.php
會讓孩子把跟家長溝通的事情書面帶回。
本學期學業進步很多。
會於課程中帶入寫作練習。

714

801
803
803

回覆欄

希望導師能穩定，減少更換次數

因未於提問單上敘明提問，若有疑問可直接與學務處訓育組聯繫。請電洽
02-2932-3794分機121，謝謝您。
因未於提問單上敘明提問，若有疑問可直接與任課教師聯繫。請電洽022932-3794分機151，謝謝您。
班務參與程度、是否有意願為班服務、學習單。
班代、導師、英文老師，已溝通了解班上學習狀況；學生學習狀況會越來越
好。
請家長掃描英語雜誌文本QR碼，即可連結語音檔，學校不另提供CD。
謝謝家長建議，學校體育教師也會考量課程時間與學生狀況調整上課方式。

已換新的飲水機。
目前依教育局規定學生票價為45元。
每單元均有學習單，填讀單和小考卷，學期計算總平均。
習作、練習卷、測驗卷、課堂表現。
每課皆有預讀單和學習講義，做為課前預習和課堂深入學習的基本作業，每
一課學習講義都會在每課課程結束後收回批閱，做為平時作業成績，占平時
成績的30%，另有每課結束後的紙筆測驗，占平時成績的40%，最後是學習態
度，包含上課表現和作業繳交狀況等綜合評估，占平時成績30%。
個性開朗樂觀，很快就融入班上的活動，常為班上帶來笑聲!在學習上有些
大而化之，輕率，會再多花點時間提醒他。
感謝家長意見，學校努力改進。

須依據班級服務學習活動內容而定。
謝謝家長鼓勵與支持。
平時成績以小考成績，作業分數，作業繳交狀況及上課學習狀況作為依據。
請參閱學校官網上的課程計畫與教學進度表。
因配合108課綱，歷史課程皆安排一週一堂。故，老師會依照課綱計畫授課
歷史
課程只有一堂課，進度與教學是否完整
，並將教師自編教材預讀單給學生學習任務，督促孩子確實完成預習和複
習。確保在有限的課程時間，完成既定課程進度和內容。
國文
如何才能提升孩子國文成績，有無建議？
先落實日積月累的字音字形基礎。
何時可購買體育服？穿一年都臭了，要買新的，孩子說福利社離 鼓勵孩子運用下課時間至合作社購買，若不方便於下課時間購買，家長可以
一般事務
教室很遠，下課時間不夠，沒法去買體育服
換證於8:30-15:15至合作社購買。
一般事務 教室環境改善
設備如有損壞可隨時至總務處報修。
1.寒假要上輔導課嗎？2.八年級何時需上輔導課（下午四點以 1.八年級無寒假輔導。
一般事務
後）
2.9/14第八節輔導課開始。

其他

請問八年級會去探訪「創世基金會」嗎？謝謝
感謝一年來學校與老師們的教導
請問英文學期中／平時考標準，因為上學期「丙」實在太意外了
課程只有一堂課，進度與教學是否完整

未來升學或職業探索的建議需八年級就開始嗎？

108課綱的願景是成就每個孩子與適性發展，「生涯發展教育議題」的核心
精神，在兼顧自我覺察、生涯覺察、生涯探索與進路選擇三大面向，引領學
生開始探索工作世界、也對自己下一階段的進路作出適宜的抉擇。對於要升
高中還是走技職體系，是國中階段必須面對第一次重要的生涯抉擇，因此從
七年級（而不是八年級）開始，就必須落實生涯探索教育、循序漸進的提供
學生認識自我、了解性向、協助學生透過各種學習活動探索自己的本質(興
趣、性向、價值觀、特質等)，並揭開工作世界的面紗，引領學生開始思考
自己的本質與工作世界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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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
814
814
814

814

814

901

908

909

910

910
910

910

910
910
910
910
915
915
915

科目

問題欄

回覆欄

平時課堂上教的閱讀策略要自己練習、落實，國文除了多讀多看多記，沒有
其他方法。
學校日家長 親子帳戶綁定系統，家長帳密若忘記，重新申請部分，希望能於 目前請電洽教務處註冊組(2932-3794分機112)處理；亦同時將建議反應給系
會議紀錄 網站上便利重新申請。
統廠商。
時下社會家庭組成多元，相對孩子接觸與思緒上較為複雜，希望 各班級安排責任輔導教師，除了每學期至少入班一次進行班級輔導之外，亦
學校日家長
輔導室能多主動協助班級導師，疏導孩子各層面的壓力、負面思 與班級導師合作，共同協助與輔導適應困難之學生，並視學生或家長之需求
會議紀錄
緒，讓孩子有多一些抒發與溝通的管道。
，提供個別諮詢、輔導或轉介其他相關資源。
關於下課不能管教學生部分，實為相當不適教育與教導。師者，
傳道、授業、解惑；學校與教師對於學生的教導，並不是單就於
課堂上的學業，下課或課外生活的管教，在人格、生活態度，行
學校日家長
感謝家長關心學生輔導管教議題，關於政府頒布之法令，教育局已發文說明
為舉止，規矩互動......等多方面，實亦為重。近年校園暴力、
會議紀錄
，教師對學生在校的學業及行為輔導，會視實際狀況衡量實施。
幫派、毒品(笑氣)......等不良影響嚴重、氾濫，然此部分不良
層面之滲透，對學生的傷害更為嚴重。難道這些不良行為，教師
僅能於課堂上管教，下課時間就無權教導、禁止、導正嗎？
學校日家長 家長反映教室牆面斑駁，較不美觀，宜即刻改善。(學生恐有剝
申請經費重新規劃，進行改善。
會議紀錄 落粉塵、黴菌等接觸、污染的考量)
(1) 家長可以與孩子一同討論並訂定學習目標。例: 每日聽Let's Talk(大
家說英語)線上廣播半小時、每個月讀一本英文小說(推薦Oxford Bookworms
英文
如何協助孩子加強英文
的系列書籍)等等。
(2) 家長英文能力好，也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多運用英文跟孩子做對話，潛移
默化影響孩子、增進口說能力及字彙量。
身分證何時一起辦?而身分證照如果不滿意的話，自備的身分證 身分證將依戶政單位通知後統一辦理(10月開始辦理)。如有相關問題請洽本
其他
照又要於何時之前繳交?
校註冊組。
不論是英聽或閱讀，考題重點都是在於強調「可運用」的英文。內容大量與
生活中所運用的情境有關，例如網站、地圖辨識、或是價位計算等等。英聽
的題型非常生活化，在「基本問答」題型當中，考生可以看見所有的答案選
項，因此在題目播放出來之前，大致能夠先猜測出題的方向。例如下面這題
國中會考的答案選項，就可以確定（A）是問時間，（B）問電話號碼，（
英文
往年英聽會考重點
C）則是日期。
所以看到選項時，我們就可以預測問題可能會聽到「What time」、「What
is your number」，以及「What day」這3種不同的提問。
例：英聽題目答案選項(A) It’s 12:30.(B) It’s 2345-6789.(C) It’s
May 26, 1998.
在學生8下的導師會議已討論過此議題，由於會考後各處室安排班級體育競
賽、戲劇表演、升學輔導、興光晚會及畢業典禮預備工作，活動多樣且緊湊
學校日家長
是否能於九年級學生會考後補辦隔宿露營？
，隔宿露營並非單純活動，學生事前必須有所準備，包括班旗製作、營火晚
會議紀錄
會節目表演等，會考前難以進行，且屆時天氣炎熱，亦不利學生進行長時間
戶外活動，因此決議不在會考後補辦隔宿露營。
英文
9年級會考的範圍及需要注意重點方向?
全部都要準備並且細心作答。
a.生物上下兩冊。
生物
9年級會考的範圍及需要注意重點方向?
b.在課堂多注意，生物老師會將歷年會考考題分單元講解延伸，並讓學生多
練習。
1.理化1~4冊(除了上屆因冠狀病毒疫情少考第4冊第2章磁的部分)
2.應配合老師於第8節複習，並在上課前寫好規定複習範圍，額外會發一份
練習卷，如此寫完兩部分練習題後再練習復習考練習卷，老師並於隔日檢討
理化
9年級會考的範圍及需要注意重點方向?
，所以三重復習下就能將理化科復習完整。家長需要注意的，可配合檢查同
學是否完成規定作業，成績是否理想，不懂之處是否釐清，理化要學好不外
就是練習再練習。
地理
9年級會考的範圍及需要注意重點方向?
國中課本第一冊到第六冊，可以運用複習講義掌握重點方向。
數學
9年級會考的範圍及需要注意重點方向?
7年級至9年級；推理.閱讀.邏輯，三能力的建立、課本習作熟練。
會考範圍一~六冊，重點部分平常上課皆有提醒，也可參考複習講義和寫會
公民
9年級會考的範圍及需要注意重點方向?
考歷屆試題掌握重點，謝謝。
學校日家長 體育課若在操場進行，若陽光太大、溫度高時，煩請體育老師提
體育老師會視當時的天氣情況提醒學生喝水、休息。
會議紀錄 醒同學勿曬太久而中暑。
多練習題本，確實做好訂正的工作，遇有難題可與同學或老師做討論以釐清
國文
如何加強"閱讀測驗"的實力?
觀念。
自上學期末至今，本班已由不同的"代導"輪流代理，尤其在九年 代導師是請班級任課老師協助，若導師因生產或其他因素請長假，則請託任
一般事務 級這重要階段，這樣的狀況恐不利於班務推展與讀書風氣的建立 課老師延長代理天數，盡可能減少變動，暑輔4週及開學第2週由理化老師代
，請問學校是否可安排一位"固定"的代理導師呢?
理，其餘由歷史(1周)、公民(1周)及健教老師(1周半)代理。
學校日家長
建議代導師的輪替勿過度頻繁
感謝家長意見，學校努力改進。
會議紀錄
國文

請問老師如何加強國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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