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班級 科目 問題欄 回覆欄 

701 英文 語言是否融入生活實用 

課本的內容，主要以考試文法精熟、閱讀能力培養

為導向，學校有訂英文雜誌，以較活潑的內容結合

生活層面文化介紹，也是一項能加廣學習的教材，

孩子若有不懂之處，都可以詢問任課老師。 

701 國文 老師的授業方式與要求 

授業方式以分組合作學習方式為主，教師講述或

說明學習任務，接著藉由學生配對或小組討論來

達成共識，然後教師檢核與講解，最後進行檢

測，確認此概念學生的學習成效。 

701 數學 參與加強班的需求與成效 上課較投入，會互動，小班制專注力較高。 

701 
一般事

務部分 

班上同學於課堂上(各科)的秩序管控，

可否請老師提醒各科老師留意，才不致

影響課程學習 

導師會協助各科老師做秩序管理，並且在班上加強

重申「舉手發言」、「輕聲細語」的必要性。 

701 
一般事

務部分 

功課量請盡量均衡，書寫量少可多出時

間準備考試 

會與各科老師討論書寫功課類別、性質與完成時

程，錯開同一時間各科派功課的情形，也會儘量

以自主學習的方式引導同學預習與複習。 

701 
一般事

務部分 
如何加購帽 T 可以到合作社購買。 

701 
一般事

務部分 

學生反應：701打掃的廁所常常因某人

大號而堵住，按沖水只會水位加高，只

能用馬通疏通器按壓，學校叫學生在大

便漂溢的水槽按壓一百次才行，這似乎

不合理，再來，聽說一疏通，隔天又會

再發生。學校不能有解決方案嗎？ 

總務處已經處理好了，如又出現阻塞情形，請通

報總務處處理。 

702 國文 如何準備大考 

段考前將 100字、課本、習作與悅讀大哥大讀

熟，再將考卷、講義搞懂，最後有評量或自修的

話，可再進行加強。 

702 英文 如何準備考試之建議 上課認真聽講，課後複習，並多閱讀文章、雜誌。 

702 自然 番薯種不起來無法生根，是故意的嗎？ 無法生根，可能要看溫度，水澆得是否足夠。 

703 國文 作文如何加強？ 

1.一定要有大量閱讀，閱讀完後可請學生進行短

文心得練習； 

2.若平時有寫短文的習慣更好，有規律的寫作、

可自行訂定主題，練習將自己的想法有「架構」

式的闡述； 

3.在練習時要將所學的修辭帶入，不要有過多的

冗言贅句； 

4.循序漸進的加強，一定能有所進步。 

703 
一般事

務部分 
校外的服務時數 ex.紅十字會.可否？ 紅十字會的服務可列入服務學習時數。 



 

班級 科目 問題欄 回覆欄 

703 
一般事

務部分 
關於"學習歷程檔案" 

配合新課綱施行，國教署建置「高級中等教育階

段學生學習歷程資料庫」，記錄學生在高級中等

教育階段時除了考試成果之外的學習表現，國中

階段並無製作學習歷程檔案的要求。每位七年級

學生入學時會發放一本生涯檔案紀錄本，供學生

建置自我覺察、生涯探索等相關資料，以作為九

年級規劃生涯進路時之參考。 

704 體育 

孩子身體因素，無法下水游泳，並非故

意之行為，孩子是喜歡體育的，不知是

否有其他補課方式，例~其他陸上可做

的運動。 

學校對於無法上游泳課學生，訂有替代方案。已

跟學生做說明。 

704 地理 評分標準 
平時成績 60%、定期評量 40%。(平時含預讀單、

考卷、學單) 

704 
一般事

務部分 
學校日可否安排於星期六舉行 

學校日活動歡迎家長參與，考量家長工作性質不

同，因此學校日活動於上學期安排週六上午，下

學期則為週五晚上，以符應不同家長的需求。 

705 地理 請問平時評量內容&評分標準？ 考卷、預讀單+學習態度、學習單，各 20%。 

705 體育 請問筆試內容為何？ 
考試題目皆是上課內容，且考前有題庫內容可參

考並複習。 

707 其他 

對於上學期班上吵鬧，讀書風氣不佳的

情形很擔心，希望這學期能改善，謝謝

老師 

請明確指出科目，以便進一步了解有效處理。 

707 生物 請問老師本學期作業 活動紀錄本，因材網線上教材，偶而學習單。 

707 地理 請問老師本學期作業 每課有預讀單、學單等！ 

707 英文 請問老師本學期作業 
1.習作；2.文法講義(Go Go Go)；3.上課講義、學

單；4.考卷訂正；5.Live ABC 閱讀及單字背誦。 

707 國文 請問老師本學期作業 作業都會請小老師抄寫在黑板上，看聯絡簿即可。 

707 歷史 請問老師本學期作業 

和上學期同：(1)課前的預讀單，需剪貼至指定的

課本頁數上並從課文找出答案劃線。(2)準備歷史

科專用 L型夾，將各課依進度發下的學習講義，

依頁碼排好，並確實閱讀及填寫完成。 

708 
一般事

務部分 
在哪可買新書包 3/25(四)起可至合作社購買。 

710 
一般事

務部分 

每次段考是否能在成績單上同時公布當

次的各科平時分數？方便家長了解孩子

平時之學習表現 

平常成績於學期末結算，故無法呈現在段考成績

單。有關學習問題，家長隨時可與任課教師溝通

討論。 

710 輔導 請問老師評分標準 

輔導科評分跟各科相同，平時 60%、作業 40%，孩

子的狀況可用電話連繫，煩請來電 02-2932-3796

分機 150或 151，感謝您! 



 

班級 科目 問題欄 回覆欄 

711 國文 出題方向 

每學期皆有公布在校網，也會在教室宣佈： 

1.課本 80%：A.手寫 40%(國字注音、解釋、改

錯、默寫)、B.綜合選擇 40%(20題)。 

2.閱大 20%。 

711 數學 出題方向 

出題方向以課本及習作佔 80%為主， 

依課綱重點命題輔以少部分統整應用，培養學生

舉一反三的能力。 

711 
一般事

務部分 

午餐菜色不佳，如青菜有時太黃太爛，

希望改善。 
將學生或家長的意見轉達廠商。 

712 英文 會發單字本嗎 單字表附在課本 P.136~P.153。 

712 國文 這學期會發字音字形的學單 學單部分已發下。 

712 其他 請問可以帶錄音筆到課堂錄音嗎? 

有關學習上的問題不一定要用到錄音筆，除非教

師有特殊課程安排才能使用喔。如有任何學習問

題，可洽各科老師詢問。 

713 
一般事

務部分 
希望增設桌球校隊 將與家長聯繫說明。 

713 英文 評分標準、複習方式、複習重點 

1.評分：單字考+隨堂考+文法測驗分數外加上課

參與度。 

2.複習：每堂課前都用 PPT複習前幾堂的文法，

也唸過單字。時間夠的話，每次都有單字小考。 

3.重點：文法為主(因為班上同學肯背就背得起

來，唯文法偏弱)。 

713 國文 評分標準、複習方式、複習重點 

1.段考佔 40%，平時佔 60%(平時小考、講義、習

作、上課表現(如：發問、討論、作業繳交))。 

2.將上課內容及資料熟讀，只要遇到困難一定要

主動發問，培養主動尋找答案。 

3.上課時的筆記、講義、課本、習作、悅大都是

複習重點。 

713 數學 評分標準、複習方式、複習重點 

1.筆記重點+上課態度評分。2.每週一次隨堂測驗

檢視效果+每天都有作業。3.以課本為主，完成課

本習作並訂正，提升數學成績。 

713 公民 本學期平時成績評分標準 作業 60%、考試 40%，依學生上課表現增減 1~5分。 

713 自然 本學期平時成績評分標準 
平時 60%(實驗 30%、小考成績 40%、作業 25%、提

問與回答表現 5%) + 三次定期評量 40%。 

713 英文 英雜對孩子難度偏高，該如何加強 這學期已做雜誌調整，難度適中。 

714 體育 

體育課遇下雨時該如何處理？(班級親

師座談會討論結論：若雨不小，請停止

戶外活動，改以在室內活動為主，ex.

看 NBA、MLB等各類運動的賽事) 

體育課若遇雨天，原則上會安排在室內上課，如

活動中心或表藝教室並以體育課程進度為主。 



 

班級 科目 問題欄 回覆欄 

714 國文 作文級分如何提升？ 

作文提升，第一：多觀察、體會；第二：閱讀及

欣賞優秀文章；第三：平日寫小文章或札記時，

可學習應用深度字詞或修辭美化。 

714 
一般事

務部分 
課後輔導的內容與目標方針？ 

課後輔導以課業加深加廣為原則，不得提前教授

新課程。有關學習問題，家長隨時可與任課教師

溝通討論。 

714 社會 專題研究的評分標準？ 

記憶社區專題研究檔案評分標準如下： 

1.積極(80分以上)：imovie總長 3分鐘、PPT超

過 20頁，內容圖文搭配完整，有特色。 

2.達標(60~80分)：imovie總長 2分鐘~3分鐘、

PPT 15~20頁，內容圖文搭配過於冗長或簡單。 

3.待加強(60分以下)：imovie總長未達 2分鐘、

PPT少於 15頁，內容圖文不完整或無說明。 

4.小組組員的合作積極程度加減分。 

714 國文 閱讀理解能力不佳，如何提升？ 

閱讀理解，前提是先理解字詞，所以要提升字詞

量，再者選擇學生有興趣的文學書籍，讓他發自

內心去閱讀並討論。 

801 
一般事

務部分 
服務時數查詢方式 

服務學習時數請以學生帳號、密碼登入校務行政

系統查詢，若有疑問請洽訓育組(02-2932-3794

分機 121)。 

801 
一般事

務部分 
能否說明露營處理安排方式？ 

已於 3/29(一)週會課辦理學生行前說明會，若家

長想了解活動辦理方式，請聯絡訓育組(02-2932-

3794分機 121)。 

804 數學 九年級數學是否依然可在分組班上課？ 
下學期開班前，會檢視學生成績表現、學生表現與

意 願 ， 在 可 容 收 人 數 下 依 序 推 薦 入 班 。 

805 國文 

「聖經」這本補充教材很充實，整理歸

納清楚，若學生確實背起來，對會考幫

助頗大，是否可利用第八節考其內容、

對答案，這樣學生才會背。不然只是自

己練習，成效恐不彰，謝謝老師 

感謝家長的建議，會納入考慮。 

806 國文 如何增進作文能力？ 

透過閱讀佳作(短篇、散文、會考樣卷)並多試著

寫作，多練習才能進步。平時課堂上分析課文時

所教的結構、寫作技巧要運用在文章之中。 

807 
一般事

務部分 

請問田徑隊教練及男籃教練每天早上

6:55到 8:15與下午 16:00到 18:00之

間陪校隊練習付出的時間、專業指導

等，學校有無給予鐘點費或津貼？如果

沒有，能否考慮給予適當鼓勵或報酬？

謝謝 

已與家長聯繫說明。 

807 
一般事

務部分 
請問暑輔日期 

暑期行事曆預定 6月中旬公告，暑輔日期才能確

定公告。 

809 體育 做操太久 
課前暖身有其必要性，且皆控制在 5分鐘內，需

保持耐心。 



 

班級 科目 問題欄 回覆欄 

810 英文 如何加強句型 

句型在國中時多半不難，透過大量練習，多看多

寫，讓學生在過程中可自行嘗試歸納出文法，能

加深印象；因此在寫完句型後可請學生嘗試說明

為何如此回答，確定概念是否融會貫通。 

810 國文 如何有效地加強文學素養 

多閱讀，並將課堂上教過的賞析技巧(關鍵字、句

子關係、文意代換......)運用於新接觸的文章，

可於坊間購買一些閱讀題本(文言、白話、各類文

章)，將每一篇讀一遍並自我練習總結文義或畫出

段落主旨，文學素養須要靠累積，若有不懂的部

分請找老師提問。 

812 其他 
九年級技藝教育課程是否會影響校內進

度。 

參加技藝教育課程之學生無法參與校內每週二下

午的課程，學生必須審慎評估後再報名。 

814 理化 理化現在是在教什麼？ 

八下理化主要為化學課程，包括化學變化時的計

算(已較以前課程簡化)、化學式寫法、各種化學

反應(氧化、酯化、皂化)、以及有機化合物，最

後第六章是物理力學(只有簡單計算)。 

902 
一般事

務部分 
學校的畢業大頭照太醜了，該換廠商 

畢業紀念冊採購是依照法定招標程序，關於學生

或家長對於大頭照或是畢冊品質的反應，會列入

明年招標評選的考量。 

905 
一般事

務部分 
會考準備事項如何配合？ 

已與學生確認會考準備依複習進度進行，有關會考

事宜，可與導師、任課老師、教務處註冊組詢問。 

909 數學 如何在短時間提升學習成績 

學習之道在基本功的紮實，然後練習，並且思考，

孩子跟著學校老師的節奏，確實做好，課堂上的付

出與回家後練習，到校與同學老師請教。 

910 其他 

建議學校表演藝術...等藝能科能在接

近會考時間不要增加太多活動作業，壓

縮九年級復習時間。(如劇本編寫...) 

本校依教育部規定，所有課程皆正常化教學，有

關藝能課作業皆應在課程內可完成，不會要求學

生在課程外另繳作業。如有疑義可電洽各科目教

師，了解學生學習狀況。 

911 其他 

班級導師請長假，建議學校能否正式公

告貼聯絡本通知家長並告知代導及聯絡

方式，以利家長能跟代導聯繫了解孩子

在校狀況，導師請假期間有發生家長因

孩子問題欲聯繫代導，詢問學校卻一問

三不知代導是誰的情況，建議校方能重

視此問題。 

謝謝家長提供建議，未來若有此情況，會通知家長。 

914 其他 

請問九年級的第二次定期評量是否同

七、八年級為 5/13-5/14？如是，請問

如此安排的用意為何？謝謝 

九年級沒有安排第二次定期評量。 

915 其他 
建議提前完成會考各科九下進度。俾利

學生有更充裕時間準備會考。 

謝謝家長建議。依教學正常化規定，任課老師會

依課程進度完成教學進度；完成進度後，也會讓

學生有時間準備會考。 



 

班級 科目 問題欄 回覆欄 

 其他 

這次的家長日比較沒有中途"被打擾"的

狀況，可以充分聽導師跟家長溝通。建

議可分"社團日"、"老師日、導師日"等

等，才不會在教室進行交流時被打斷。 

學校日活動時間有限，上、下學期學校日安排略

有不同，第一學期除了班級經營理念及校務說明

之外，會安排各科教學理念及評分說明；第二學

期則安排導師班級經營、班級家長會以及升學講

座。若家長對學生學習或導師班級管理或學生輔

導有任何意見或疑問，歡迎家長致電聯絡。 

 其他 
希望都在周六舉行學校日，避免因家務

or加班而錯失參加這個重要的日子。 

學校日活動歡迎家長參與，考量家長工作性質不

同，因此學校日活動於上學期安排週六上午，下

學期則為週五晚上，以符應不同家長的需求。 

 其他 

星期五晚上舉辦較充忙，若方便可在星

期六較適合 

可否在學期結束前提早通知學校日日期

以方便安排時間 

1.學校日活動歡迎家長參與，考量家長工作性質

不同，因此學校日活動於上學期安排週六上午，

下學期則為週五晚上，以符應不同家長的需求。 

2.學校日辦理日期需要經過學校日推行委員會決

定，同時還要避開學區小學之學校日辦理日期，

日期決定後會公告於學校網站行事曆。 

 其他 
與國際接軌部分規劃有嗎？沒有也無所

謂！應考能力之外的競爭力？Thanks 

學校課程皆依部定領綱安排課程，國際教育議題

也會融入課程實施。學校在既有資源下，提供學

生多元學習機會。 

 其他 

本學期英文聽力教材有變動，請問每學

期都會變更教材嗎？ 

這學期 Live ABC內容比較適合目前程

度，希望維持。 

本學期教材為 Live ABC，不會變動喔。 

 其他 希望可以加強防疫，要求學生戴口罩 
學校持續宣導防疫措施，提醒學生勤洗手、戴口

罩，保持空間通風等。 

 其他 
希望能增加科任老師的說明(對孩子學

習的觀察與建議) 

學校日活動時間有限，第一學期除了班級經營理

念及校務說明之外，會安排各科教學理念及評分

說明；第二學期則安排導師班級經營、班級家長

會以及升學講座。關於學生個別學習狀況，家長

可洽各任課老師討論。 

 其他 針對各科任老師的教學方向是否能說明 

學校日活動時間有限，第一學期除了班級經營理

念及校務說明之外，會安排各科教學理念及評分

說明；第二學期則安排導師班級經營、班級家長

會以及升學講座。若想更進一步了解各科老師之

教學方向，家長可洽各任課老師討論。 

 其他 希望可以辦在週末 

學校日活動歡迎家長參與，考量家長工作性質不

同，因此學校日活動於上學期安排週六上午，下

學期則為週五晚上，以符應不同家長的需求。 

 其他 希望可以校園清潔消毒 
第二學期開學前已進行消毒，開學後由學生維持

校園整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