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教教教    務務務務    手手手手    札札札札（2004/10）    

    
一一一一、、、、段考及成績輸入相關事項段考及成績輸入相關事項段考及成績輸入相關事項段考及成績輸入相關事項：：：：    

1. 為避免重複列印成績報表造成資源浪費，目前段考電腦閱卷科目之成績將待答案確認

無誤後才予列印。 

2. 電腦閱卷科目之定考成績將由教務處統一轉錄，任課老師不需進行登錄，但請該科目

任課老師完成平時成績登錄並存檔後，同時確認定考成績已轉錄完成再一併繳交。若

網站畫面缺少定考成績，煩請暫勿繳交。【務必在教務處公告期限內完成登錄】 

3. 非電腦閱卷科目，請於試卷批閱完畢後繳回教務處備查。 

4. 煩請各位老師於每次段考期間務必遵循教務處公佈之監考規定，如確實點名、填寫試

卷袋上之項目，並點收答案卷（卡）數量等。 

二二二二、、、、課程教學相關事項課程教學相關事項課程教學相關事項課程教學相關事項：：：：    

1. 本校預定 11 月 8-9 日舉行八年級的隔宿露營校外課程。 

2. 因應本校今年列為課程評鑑學校，煩請各領域教師及早整理出個人或領域型的課程教

學檔案以提供審查。 

3. 煩請「藝術與人文領域」音樂科老師，於任課班級教唱校歌，藉以培養學生對學校的

認同感。 

4. 各位老師使用專科教室或實驗室時，請確實掌握學生上課狀況，如資訊教育課應避免

學生連線至不良網站或聊天室，同時禁止攜帶飲食入內（包括礦泉水），亦嚴禁破壞

教學設備，如有學生不聽勸導，請通知設備組處理。 

5. 為配合目前國家教育政策，請各科老師上課時以選定版本之課本為主，其他教材僅為

教學輔助之用。此外課堂教學若需要播放影片，請任課教師注意影片內容務必與課程

教學相關，而且影片須為公播授權版。 

6. 各位老師上課時請注意擴音設備使用音量，以避免干擾其他班級。 

三三三三、、、、研習相關事項研習相關事項研習相關事項研習相關事項    

1. 九十三學年度台北縣實施縣網登錄的教師研習系統，本校新進教師與研習教師或原校

服務教師的基本資料均已建立，每學期會列印一次發給同仁確認。另外，非北縣或民

間團體或各大學院校辦理的研習，請教師進入系統依設定過程補登後，將研習條繳予

教學組核對並蓋核閱章，再由教學組進入系統核定結案，才算完成補登手續。 

 



教教教教    務務務務    手手手手    札札札札（（（（2004/112004/112004/112004/11））））    
    

一、段考一、段考一、段考一、段考及及及及成績輸入相成績輸入相成績輸入相成績輸入相關事項關事項關事項關事項：：：：    
1. 本次段考發生班級集體作弊行為，部分監考老師於監考期間閱讀書報、批改作業或試

卷，怠忽監考之責，因此請各位老師監考時善盡職守，避免再發生類似狀況。此外，

亦請監考老師準時到達教室，鐘響後立即發卷，切勿影響學生作答時間。 

2. 自本學期起，本校段考題目均於考後公開上傳至學校網站題庫區，因此請命題老師務

必慎重出題，除命題題型與內容範圍需事先以文字書面資料告知該科任課教師外，命

題時也請考量大多數學生所需之作答時間。 

3. 監考段考英語科時，請勿於播放聽力測驗的同時進行試題更正說明，以免造成學生混

淆。若有試題更正，請於 8：35 前向全班學生宣佈完畢。 

4. 教務處列印之各科讀卡成績單，請任課老師親至教務處領取，勿派學生來拿。 

5. 凡一學期輸入兩次定期評量成績的領域，請盡快完成第一階段的成績輸入工作。 

二、二、二、二、課程教學相關事項課程教學相關事項課程教學相關事項課程教學相關事項：：：：    
1. 94 年 3~4 月份將進行九年一貫課程訪視評鑑，請各領域教師及早整理出個人或領域型

的課程教學檔案以提供訪視，屆時將有教師座談會，請代表參加的老師要準時與會。 

2. 學校很感謝各班導師認真督促學生課業，願意付出額外的時間留學生在校自習，但留

校前請務必先行通知家長，做好親師聯繫工作。 

3. 任課老師請假後若須以自習課進行補課，請務必事先知會導師。 

4. 宗教乃個人信仰，教師授課時不應有傳教等情事，以免引發不必要的困擾。 

5. 最近校園教師體罰案件頻傳，請教師注意管教學生之分寸拿捏，避免因管教失當而遭

受處分。 

6. 請各位老師留意師生相處時身體接觸等相關行為分際，以免導致師道受損，甚或發生

師生戀或性騷擾等相關問題，若經查證屬實，將無輔導期之緩衝時間，直接以解聘方

式處理。 

7. 嚴禁教師在校外從事課輔等相關工作。 

三、研習相關事項三、研習相關事項三、研習相關事項三、研習相關事項    

1. 依據北府教學字第 093771890 號函，台北縣縣網登錄教師研習系統建立後，北縣教師

參加本縣相關單位辦理的研習，不再核發書面研習條，但學期末會列印教師個人研習

統計表。 

2. 非北縣或民間團體、各大學院校辦理之研習，請教師進入系統依設定過程補登後送

出，再將研習條繳與教務處教學組核對並蓋核閱章，再由教學組進入系統核定結案，

才算完成補登手續。 

    



教教教教    務務務務    手手手手    札（札（札（札（2005/042005/042005/042005/04））））    

    

一、段考及成績輸入相關事項一、段考及成績輸入相關事項一、段考及成績輸入相關事項一、段考及成績輸入相關事項：：：：    

1. 請各位命題老師務必參照校網＜處室作業要點＞內「編擬試題作業要點」之規範進行

命題，並於該科考試前一天前一天前一天前一天至教務處教學組確實完成試題校正工作。 

2. 監考老師請留意每堂監考科目是否有試題校正，並確實轉知學生，以保障學生考試權

利。 

3. 各位老師上網登錄成績時，請務必在每個修改動作後進行存檔。 

二、課程教學相關事項二、課程教學相關事項二、課程教學相關事項二、課程教學相關事項：：：：    
1. 九年一貫課程開放教學版本用書，請各科老師根據專業素養及教學經驗，蒐集因應基

本學力測驗之相關技巧，多給予學生演練的機會。 

2. 教師於課堂教學中對學生提出之行為或學習態度修正的相關用語，請留意勿批判學生

的外貌(如高矮胖瘦)，且多察覺學生的優點，用正面積極的方式來鼓勵學生。 

3. 教師應避免利用課堂教學活動，影響學生宗教或政治傾向。 

4. 課堂教學若需要播放影片，請任課教師注意影片內容務必與課程教學相關，並避免播

放公播版以外之影片。 

5. 教室內之電腦設備是供作教學之用，請導師及任課老師協助約束學生勿利用電腦設備

下載遊戲玩樂。 

6. 最近有班級發生學生利用上課時間傳簡訊的情形，請任課老師多加留意學生上課秩

序。 

三、研習相關事項三、研習相關事項三、研習相關事項三、研習相關事項    

1. 台北縣 94 年度補助各國中小「學校本位」教師進修活動經費已核發，因金額有限，

請各領域欲申辦進修活動者，儘早向教學組提出申請計畫。 

    



教教教教    務務務務    手手手手    札札札札（（（（2005/02005/02005/02005/05555））））    

    

一、段考一、段考一、段考一、段考及及及及成績輸入相成績輸入相成績輸入相成績輸入相關事項關事項關事項關事項：：：：    

1. 請各位命題老師務必參照校網＜處室作業要點＞內「編擬試題作業要點」之規範進行

命題，並於段考段考段考段考前前前前一天一天一天一天確實完成試題校正工作。此外，命題範圍需事先告知該科所有

任課老師，以免影響學生考試權益。 

2. 監考英語科之監考老師請務必注意聽力測驗的播放音量，避免干擾其他班級作答。 

3. 段考試題的答案評改狀況均需尊重命題老師之意見，若對題目或答案有任何疑問，可

透過該科召集人協調取得共識後，統一批改給分方式。 

4. 各位老師上網登錄成績時，請務必在每個修改動作後進行存檔。 

二、二、二、二、課課課課程教學相關事項程教學相關事項程教學相關事項程教學相關事項：：：：    

1. 5 月 31 日起開始進行 94 學年度第一學期各領域教科書版本選擇事宜，請各位老師依

據教學專業與學生特質選擇最適當的教科書版本。 

2. 請事假或短期病假的老師，務必在請假結束後兩週內補課完畢，且須將補課單於請假

時隨假單一起送交教務處教學組陳秋媚老師處登錄備查。 

3. 科任老師凡利用班級自習課進行調補課事宜，務請將調補課單請班導師簽名班導師簽名班導師簽名班導師簽名後再繳回

教務處教學組。 

4. 因本校活動空間有限，請童軍任課教師勿於課堂時間讓學生至操場或體育館打球，以

免影響上體育課的同學。 

三、三、三、三、其他通知其他通知其他通知其他通知事項事項事項事項    

1. 新莊區國語文競賽報名開始，計有國語、閩南語、客家語演說，及朗讀、作文、字音

字形、書法共七組，有意願報名國中教師組的老師請與教學組聯絡。 

2. 7 月 6 日（三）舉行台北縣 94 學年度國中教師及代理教師甄選筆試，本校亦為考場，

有意願參與監考工作的老師請至人事室登記。 

    



教教教教    務務務務    手手手手    札札札札（（（（2005/2005/2005/2005/10101010））））    
    

一、段考一、段考一、段考一、段考及及及及成績輸入相成績輸入相成績輸入相成績輸入相關事項關事項關事項關事項    
1. 請各位命題老師務必參照校網＜處室作業要點＞內「編擬試題作業要點」之規範進行

命題，並於段考段考段考段考前前前前一天一天一天一天確實完成試題校正工作。此外，命題範圍需事先告知該科所有

任課老師，以免影響學生考試權益。 

2. 每次段考請監考老師準時到達教室，鐘響後立即發卷，以免影響學生作答時間。且監

考期間勿閱讀書報、批改作業或試卷，善盡監考之責。此外，各科監考僅能提前 10

分鐘交卷，在下課鐘響前，請監考老師控制班級秩序，而監考英語科之老師在播放聽

力測驗時，亦請注意播放音量，以免干擾其他班級作答。 

3. 段考試題的答案評改狀況均尊重命題老師之意見，若對題目或答案有任何疑問，可透

過各科召集人協調取得共識。 

4. 各位老師上網登錄成績時，請務必在每個修改動作後進行存檔。此外，本學期成績評

量方式有以下更動，請各位老師留意…… 

（1）成績評量等第： 

    「優」90 分以上，「甲」80 分以上未滿 90 分，「乙」70 分以上未滿 80 分， 

    「丙」60 分以上未滿 70 分，「丁」未滿 60 分。 

（2）努力程度： 

     「優」表示表現良好，「甲」表示表現尚可，「乙」表示需要再加油。 

二、二、二、二、課程教學相關事項課程教學相關事項課程教學相關事項課程教學相關事項    
1. 班費的收取及應用，請各班委由家長管理，使班費收支情形合理透明化，避免造成家

庭經濟負擔及家長不必要的疑慮。 

2. 請生活科技及綜合領域教師在設計課程時，能多利用現成的環保材料進行教學，避免

再額外購買半成品材料，以減輕學生經濟負擔。 

3. 最近校園教師體罰案件頻傳，請教師注意管教學生之分寸拿捏，避免因管教失當而遭

受處分。此外，師生相處時身體接觸等相關行為分際亦須謹慎，以免導致師道受損。 
4. 課堂教學應以學校使用之版本教材為主，至於坊間出版參考書或講義僅能作為輔助教

學之用。 

5. 請各科老師設計或安排課堂及回家作業時，能考量學生身心負荷能力，以不影響學生

正常生活作息時間為主。若要求學生以罰抄罰寫方式進行訂正時，請注意抄寫份量避

免造成學生過份負擔。 

三、三、三、三、其他通知其他通知其他通知其他通知事項事項事項事項    
1. 本學期資訊組將在各導師辦公室優先試裝網路線插孔，便利教師在校使用網路服務。 

    



教教教教    務務務務    手手手手    札札札札（（（（2005/2005/2005/2005/11112222））））    
    

一、段考一、段考一、段考一、段考及及及及成績輸入相成績輸入相成績輸入相成績輸入相關事項關事項關事項關事項    
1. 從本學期第三次段考開始，各科命題一率採橫式兩欄橫式兩欄橫式兩欄橫式兩欄格式設計，且生物科生物科生物科生物科在每學期的

第三次段考第三次段考第三次段考第三次段考均改為讀卡方式評改，請命題老師留意。同時請命題老師務必參照校網＜

處室作業要點＞內「編擬試題作業要點」之規範進行命題，並於段考段考段考段考前前前前一天一天一天一天確實完成

試題校正工作。 

2. 每次段考請監考老師準時到達教室，鐘響後立即發卷，以免影響學生作答時間。在學

生作答期間，請勿就題目內容作個人意見的說明，以免造成作答的誤解與困擾。收卷

後請確實清點答案卷數目，並請記得在班級教室日誌上簽名。 

3. 段考為全校統一命題考試，故評改標準亦須全年級統一。試題的答案評改狀況均尊重

命題老師之意見，若對題目或答案有任何疑問，可透過各科召集人協調取得共識後決

定之。 

4. 請各任課老師務必依照教務處公佈之網路成績登錄時程，於截止期限前將定考成績定考成績定考成績定考成績輸

入完畢。且成績登錄完畢後務請再次確認分數無誤，並進行存檔存檔存檔存檔動作，以免成績登錄

失效。 

二、二、二、二、課程教學相關事項課程教學相關事項課程教學相關事項課程教學相關事項    
1. 由於七、八年級放學後自行留校同學常出現過度喧嘩吵鬧的情形，影響八、九年级第

八節輔導課班級授課，因此請七、八年級導師協助約束同學放學後勿在校逗留。 

2. 各位協助寒假課業輔導的授課老師，若有課務自行調動或更換任課教師的情形，請務

必盡早告知教學組，以便進行相關課務安排，謝謝。 

3. 重申禁止教師校外補習，違反規定者依「公立高級中等學校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

法」議處。 

三、三、三、三、其他通知其他通知其他通知其他通知事項事項事項事項    
1. 有參加縣外研習活動的老師，請記得在「北縣教師進修研習系統」進行線上補登，並

將研習證明送至教務處教學組完成研習時數登錄作業。 

    



教教教教    務務務務    手手手手    札（札（札（札（2002002002006666////04040404））））    
    

一、段考及成績輸入相關事項一、段考及成績輸入相關事項一、段考及成績輸入相關事項一、段考及成績輸入相關事項    
1. 每次段考請監考老師準時到達教室，鐘響後立即發卷，以免影響學生作答時間。在學

生作答期間，請勿就題目內容作個人意見的說明，以免造成作答的誤解與困擾。收卷

時請控制班級秩序，確實清點答案卷（卡）數目，並請記得在考卷袋考卷袋考卷袋考卷袋與班級教室日誌教室日誌教室日誌教室日誌

上簽名，詳細紀錄考生出缺席狀況，最後將答案卷（卡）親自繳回教務處，勿請他人

代交。 

2. 監考英語科時，聽力測驗部分統一於 8：35 分播放，若監考老師使用錄音機播放 CD
時發生任何狀況，可請該班學藝股長協助播放，但以不影響學生之作答權益為優先。 

3. 請各科任課老師務必依照教務處公佈之網路成績登錄時程，於截止期限前將定考成績定考成績定考成績定考成績

輸入完畢。成績登錄完畢後務請再次確認分數無誤，且「定考成績」與「平時成績」

兩欄分數均已登錄完成後，再進行存檔存檔存檔存檔，最後完成繳交繳交繳交繳交動作。 

4. 本學期因九年級將於 6 月中旬畢業，因此請有任教九年級藝能科目的老師，在第一、

二次段考完成本學期兩次成績登錄動作，以便順利進行後續畢業成績結算工作。此

外，因縣府規定修業期滿學生之畢業成績需有三大學習領域以上之總平均在丙等以

上，或應屆畢業學期三大學習領域成績達丙等以上方准予畢業，因此請任教九年級藝

能科之教師善意提醒學生，並給予學生作業補繳之機會。 

二、課程教學相關事項二、課程教學相關事項二、課程教學相關事項二、課程教學相關事項    
1. 由於七、八年級放學後自行留校同學常出現過度喧嘩吵鬧的情形，影響第八節輔導課

班級授課，因此請七、八年級導師協助約束同學放學後勿在校逗留。而擔任七、八、

九年級第八節輔導課任課老師者，煩請確實點名，以掌握學生出缺席情形。 

2. 因應九年一貫課程教學，請老師們開發多元評量方法，勿侷限於紙筆測驗型式，以減

輕學生作業負荷量。 

三、三、三、三、其他通知其他通知其他通知其他通知事項事項事項事項    
1. 縣府來函，本學期將進行「臺北縣 94 學年第二學期學生能力檢測」，檢測對象為七年七年七年七年

級全年級級全年級級全年級級全年級學生，各項檢測成績未達 60 分者，將安排後測以了解學生學習成效，並由

學校規劃補救教學，請七年級導師及相關任課老師協助宣導。施測科目、方式及預定

施測時間如下： 

（1） 資訊資訊資訊資訊：5 月 15-19 日，線上檢測 

（2） 數學數學數學數學：6 月 13 日（星期二），紙筆測驗 

2. 本年度九年一貫教師研習主題為「教學策略與多元評量」，研習時間定於第二次段考

5 月 9、10 日兩天下午 13：00-16：00，目前聘定講師為坪林國中張錫勳校長與五股

國中陳建蒼老師，其他詳細事項將於日後再行公告，請各領域教師準時參加。 

    



教教教教    務務務務    手手手手    札（札（札（札（2002002002006666////00005555））））    

    

一、考試及成績輸入相關事項一、考試及成績輸入相關事項一、考試及成績輸入相關事項一、考試及成績輸入相關事項    

1. 本學期因九年級將於 6 月中旬畢業，因此請任教九年級課程的各科老師，務必在 5 月

24 日（三）前完成本學期兩次成績登錄動作，以便順利進行後續畢業成績結算工作。

此外，因縣府規定修業期滿學生之畢業成績需有三大學習領域以上之總平均在丙等以

上，或應屆畢業學期三大學習領域成績達丙等以上方准予畢業，因此請任教九年級藝

能科之教師善意提醒學生，並給予學生作業補繳之機會。 

2. 請各科命題老師於出題時能考量使試卷難易度均衡分布，不僅涵蓋考試範圍內容，亦

應使考試分數得以反映學生已習得之基礎能力。 

3. 監考老師若於考試期間發現學生作弊行為，請當場立即制止，並完整保留相關物證，

提供校方進行後續處分，以杜絕不當風氣。 

4. 段考完畢後之各科讀卡成績，請由該班任課老師至教務處領取，導師與班級學生若欲

知該班成績，請與任課老師聯繫，勿取走讀卡科目成績單。 

二、課程教學相關事項二、課程教學相關事項二、課程教學相關事項二、課程教學相關事項    

1. 教育部來函表示，因部分國小發生民間辦理之大型測驗卻強制要求學生參與的情形，

因此請學校老師保持中立態度，勿參與民間測驗命題工作。 

2. 九年級將於 5 月 27、28 日進行第一次基本學力測驗，待測驗結束後至 6 月 15 日畢業

期間，請任課老師務必正常授課，確實點名，適當管控班級秩序，以維護全校良好教

學環境。 

 

    



教教教教    務務務務    手手手手    札（札（札（札（2006/102006/102006/102006/10））））    
    

一、段考相關事項一、段考相關事項一、段考相關事項一、段考相關事項    
1. 請各位命題老師務必參照校網＜處室作業要點＞內「編擬試題作業要點」之規範進行

命題，並於該科考試前一天前一天前一天前一天至教務處教學組確實完成試題校正工作。若命題老師自行

完成試題打字與排版工作，亦請於送題時限內送交教學組，以協助後續試卷送印事宜

順利完成。 

2. 煩請各位監考老師於每次段考期間務必遵循教務處公佈之監考規定，如確實點名、填

寫試卷袋上之項目，並點收答案卷（卡）數量等。在學生作答期間，除試題校正外，

請勿就題目內容或應答方式作個人意見的說明，以免造成作答的誤解與困擾。 

3. 各班若需要收音機應考英語科聽力測驗，請導師囑咐學生於段考前至設備組借用並測

試確認，若考試當天發生收音機無法播放 CD 的狀況，請監考老師立即派學生至設備

組更換收音機。 

4. 段考為全校統一命題考試，故評改標準亦須全年級統一。試題的答案評改狀況均尊重

命題老師之意見，若對題目或答案有任何疑問，可透過各科召集人協調取得共識後決

定之。 

二、二、二、二、學期成績輸入學期成績輸入學期成績輸入學期成績輸入相關事項相關事項相關事項相關事項    
1. 請各科任課老師務必依照教務處公佈之網路成績登錄時程，於截止期限前將定考成績

輸入完畢，並注意各項成績輸入欄位，避免輸入錯誤。電腦閱卷科目之定考成績將由

教務處統一轉錄，任課老師不需進行登錄，但請該科目任課老師完成平時成績及努力

程度登錄並存檔後，同時確認定考成績已轉錄完成再一併繳交。若網站畫面缺少定考

成績，煩請暫勿繳交。 

2. 非電腦閱卷科目，請於試卷批閱完畢後，將試卷繳回教務處備查。 

3. 本校校網增列「成績查詢」功能，歡迎各位老師多加利用。 

三、三、三、三、其他通知其他通知其他通知其他通知事項事項事項事項    
1. 各領域任課老師若需使用單槍投影機或教室 DVD 遙控器等教學設備，煩請撥冗親自

至設備組登記借用，以降低器材遺失與損壞的機率。 

2. 本學期九年一貫教師研習主題為「學習輔導」與「補救教學」，研習時間定於第二次

段考 12 月 6、7 日兩天下午 13：00-16：00，目前聘定講師為新埔國中林小麗老師、

蘆洲國中蔡文娟老師與大觀國中王雅貞老師，其他詳細事項將於日後再行公告，請各

領域教師準時參加。 

3. 有參加縣外研習活動的老師，請記得在「北縣教師進修研習系統」進行線上補登，並

將研習證明送至教務處教學組完成研習時數登錄作業。 

    



教教教教    務務務務    手手手手    札（札（札（札（2006/12006/12006/12006/12222））））    
    

一、段考相關事項一、段考相關事項一、段考相關事項一、段考相關事項    

1. 請命題老師務必參照校網＜處室作業要點＞內「編擬試題作業要點」之規範進行命

題，並於該科考試前一天前一天前一天前一天至教務處教學組確實完成試題校對工作。若各領域在學期中

有變更段考考試範圍者，命題老師除須通知該年級任課老師外，亦應知會教務處教學

組，以便修正考試範圍資料。 

2. 教務處目前已擬定「臺北縣立新莊國民中學監試工作注意事項」，待行政會議通過後

即公佈施行。 

3. 請各任課老師務必依照教務處公佈之網路成績登錄時程，於截止期限前將定考成績定考成績定考成績定考成績輸

入完畢。且成績登錄完畢後務請再次確認分數無誤，並進行存檔存檔存檔存檔動作，以免成績登錄

失效。 

二、二、二、二、授課授課授課授課相關事項相關事項相關事項相關事項    

1. 各位老師上課時請注意擴音設備使用音量，以避免干擾其他班級的教學活動。若課堂

教學需要播放影片，請任課教師注意影片內容務必與課程教學相關，並避免播放公播

版以外之影片。 

2. 科學樓地下室的表演專科教室已經籌備完成，請藝術與人文領域教師多多利用。 

3. 12 月 11 日至 12 月 22 日進行本學期各科作業抽查，請任課老師協助監督學生作業繳

交情形。 

三、三、三、三、其他通知其他通知其他通知其他通知事項事項事項事項    

1. 本會計年度將於 12 月底截止，請各位老師務必上網檢核兼代課及第八節課鐘點費是

否正確無誤，若有任何疑問請立即與教務處聯繫。 

2. 各領域若要於學期中辦理學校本位研習，請務必於學期初或前一學期末提出研習申

請，以利研習經費補助的統籌分配與安排。有參加縣外研習活動的老師，請記得在「北

縣教師進修研習系統」進行線上補登，並將研習證明送至教務處教學組完成研習時數

登錄作業。 

3. 本校教師資訊中心已設置完成，地點位於莊敬樓 1 樓，歡迎各位老師多加利用，亦請

於使用時遵守相關使用規則，以維護該中心順利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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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教教教    務務務務    手手手手    札（札（札（札（2002002002007777////4444））））    
    

一一一一、、、、段考段考段考段考及成績輸入及成績輸入及成績輸入及成績輸入相關事項相關事項相關事項相關事項 

1. 每次段考請監考老師準時到達教室，鐘響後立即發卷，以免影響學生作答時間。收卷

時請控制班級秩序，確實清點答案卷（卡）數目，並請記得在考卷袋考卷袋考卷袋考卷袋與班級教室日誌教室日誌教室日誌教室日誌

上簽名，詳細紀錄考生出缺席狀況。由於學生作弊手法繁多，務請監考老師確實監督。 

2. 本學期因九年級將於 6 月中旬畢業，因此請任教九年級藝能科目的老師，在第一、二

次段考完成本學期兩次成績登錄動作，以便順利進行後續畢業成績結算工作。此外，

因縣府規定修業期滿學生之畢業成績需有三大學習領域以上之總平均在丙等以上，或

應屆畢業學期三大學習領域成績達丙等以上方准予畢業，因此請任教九年級藝能科之

教師善意提醒學生，並給予學生作業補繳之機會。 

二、二、二、二、授課授課授課授課相關事項相關事項相關事項相關事項 

1. 請任課老師上課時務必準時抵達教室，以維護學生受教權益。 

2. 教育局頒布「教育零體罰」方針，勉勵各位老師做經師，也要做人師，處理學生事務

應避免情緒化，不要動手，且避免使用所有可能損害學生自尊心的措施或用語。 

3. 請各位老師秉持正常化教學原則，減少紙筆測驗，嘗試多元評量方式，減輕學生學習

壓力【北府教研字第 0960101957 號函】。 

三、三、三、三、其他通知其他通知其他通知其他通知事項事項事項事項    
1. 95 學年度訂於 6 月 21 日（星期四）進行國一數學能力檢測，檢測目的為了解學生學

習成就、學習困難，協助教師調整教學策略，提供積極輔導方案與補救教學措施，務

使每位學生都能得到周詳而全面的照顧。檢測結果不能用作班校排名、評比、編班依

據，也不可據此將學生標籤化。煩請各位老師協助向家長宣導【北府教研字第

0960219347 號函】。 

2. 教育部再次強調各校教師不得以國教輔導團輔導員及學校名義，參與民間檢測的命題

或審題工作【北府教學字第 0950357679 號函】。 

3. 為促進本校教師的自我保健知能，教務處於第二次段考 5 月 21 日（星期一）下午   

13：30 至 16：00 辦理「發聲原理與嗓音保健」講座，由李淑娥治療師主講，名額上

限 60 位，全程參與者核予研習時數 3 小時。感謝各位老師踴躍報名，報名登記名單

列於第 2 頁，若有遺漏或異動情形，煩請告知教學組，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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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聲原理與嗓音保健發聲原理與嗓音保健發聲原理與嗓音保健發聲原理與嗓音保健」」」」講座研習名單講座研習名單講座研習名單講座研習名單    

領域領域領域領域    學員姓名學員姓名學員姓名學員姓名    領域領域領域領域    學員姓名學員姓名學員姓名學員姓名    領域領域領域領域    學員姓名學員姓名學員姓名學員姓名    

劉錦芳 吳潔雅 曾麗娜 

蕭雲英 丁玉玲 柯雅婷 

張順福 劉淑玲 蔡美滿 

李雅惠 劉惠玲 李婉瑜 

邱千恕 林麗月 謝春蘭 

吳雅惠 陳寶雪 林美惠 

蔡秀照 吳憶芸 王昭惠 

戴岑熹 施仲芳 黃雅君 

陳俊傑 陳素娟 陳相妘 

蕭加淇 蕭瑞郁 張美蓮 

劉盈青 葉人瑜 吳怡靜 

陳麗招 

國國國國    

    

    

文文文文    

胡心華 謝芳紋 

邱素嬌 高雅芳 林文玉 

數數數數    

    

    

學學學學    

盧招如 李家慧 張皦瑾 

陳素娥 何婉菁 林珍如 

馮嘉玉 蔡碧芳 

英英英英    

    

    

語語語語    

連頤樺 

鍾宜君 陳平婉 蘇芳誼 

羅  蓉 沈致吟 

綜合綜合綜合綜合

活動活動活動活動    黃錫煌 

健康健康健康健康    

與與與與    

體育體育體育體育    

林美瑜 陳誼芳         

黃淑儀 

藝術藝術藝術藝術    

與與與與    

人文人文人文人文    

陳雅琳         
社會社會社會社會    

李斐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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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教教教    務務務務    手手手手    札（札（札（札（2002002002007777////6666））））    
    

一一一一、、、、段考段考段考段考及成績輸入及成績輸入及成績輸入及成績輸入相關事項相關事項相關事項相關事項 

1. 請各位命題老師務必參照校網＜處室作業要點＞內「編擬試題作業要點」之規範進行

命題，出題時請考量使試卷難易度均衡分布，不僅涵蓋考試範圍內容，亦應使考試分

數得以反映學生已習得之基礎能力。並請於該科考試前一天前一天前一天前一天至教務處教學組確實完成

試題校正工作。 

2. 每次段考請監考老師準時到達教室，鐘響後立即發卷，以免影響學生作答時間。收卷

時請控制班級秩序，確實清點答案卷（卡）數目，並請記得在考卷袋考卷袋考卷袋考卷袋與班級教室日誌教室日誌教室日誌教室日誌

上簽名，詳細紀錄考生出缺席狀況。由於學生作弊手法繁多，務請監考老師確實監督。 

3. 電腦閱卷科目之定考成績將由教務處統一轉錄，任課老師不需進行登錄，但請該科目

任課老師完成平時成績登錄並存檔後，同時確認定考成績已轉錄完成再一併繳交。若

網站畫面缺少定考成績，煩請暫勿繳交。【務必在教務處公告期限內完成登錄】 

二、二、二、二、授課授課授課授課相關事項相關事項相關事項相關事項 

1. 請相關任課老師務必注意專科教室使用安全。使用實驗室時，絕對不可讓學生單獨進

入藥品準備室，並請謹慎處理酒精、具揮發性或危險藥品的安全控管。家政教室部分，

請注意刀具與瓦斯的使用情形。 

2. 因九年級畢業在即，加上天氣日漸炎熱，班級學生常有情緒浮躁情形，麻煩任課老師

嚴格控管上課秩序，並準時上下課，授課時以課本內容為主，有時間再作補充教學，

以維護學生基本受教權。 

3. 教育局頒布「教育零體罰」方針，勉勵各位老師做經師，也要做人師，處理學生事務

應注意自身的情緒控制，且避免使用可能損害學生自尊心的措施或用語，同時嚴禁體

罰或不當身體接觸等情形發生。 

三、三、三、三、其他通知其他通知其他通知其他通知事項事項事項事項    

1. 本學期已屆尾聲，在此預先提醒各位老師，在新學期開始後若有進行個人課務調動，

請務必於開學兩週內通知教務處教學組。若未於期限內告知說明，當學期中發生因課

程調動衝突導致學生權益受損，請自行負責。 

2. 八升九年級暑期輔導課時間訂於 7 月 16 日（星期一）至 8 月 24 日（星期五），共計

六星期，每日四節。 

    



教 務 手 札（2007/10） 
    

一、段考相關事項 

1. 請各位命題老師務必參照校網處室作業要點內「編擬試題作業要點」之規範進行命題，試題試題試題試題

設計請注意難易度設計請注意難易度設計請注意難易度設計請注意難易度、、、、鑑別度及作答時間鑑別度及作答時間鑑別度及作答時間鑑別度及作答時間。並於該科考試前一天前一天前一天前一天至教務處教學組確實完成試題

校正工作。若命題老師自行完成試題打字與排版工作，亦請於送題時限內送交教學組，以協

助後續試卷送印事宜順利完成。 

2. 每次段考請監考老師準時到達教室，鐘響後立即發卷，以免影響學生作答時間。收卷時請控

制班級秩序，確實清點答案卷（卡）數目，並請記得在考卷袋考卷袋考卷袋考卷袋與班級教室日誌教室日誌教室日誌教室日誌上簽名，詳細

紀錄考生出缺席狀況。由於學生作弊手法繁多，務請監考老師確實監督。 

3. 段考為全校統一命題考試，故評改標準亦須全年級統一。試題的答案評改狀況均尊重命題老

師之意見，若對題目或答案有任何疑問，可透過各科召集人協調取得共識後決定之。 

二、學期成績輸入相關事項    
1. 本學期因縣府成績輸入系統狀況頻仍，故第一次段考時，非讀卡科目之段考成績改以紙筆紀

錄，送交教務處統一進行登錄。平時成績部分則請各位老師盡快於 10 月月月月 29 日至日至日至日至 11 月月月月 2 日日日日

自行上網登錄。至於成績輸入離線子系統部份，教務處將仔細評估使用穩定性後再進行後續

相關說明。 

三、教學相關事項 

1. 教育局頒布「教育零體罰」方針，勉勵各位老師做經師，也要做人師，處理學生事務應注意

自身的情緒控制，且避免使用可能損害學生自尊心的措施或用語，同時嚴禁體罰或不當身體

接觸等情形發生。 

2. 關於校園資訊網路設備使用，下列事項煩請各位老師配合執行： 

（1） 辦公室電腦網路磁碟（Z 碟區）請勿存入機密資料，尤其是學生或同仁的基本資料。資訊

組每年七月會進行網路磁碟（Z 碟區）的清理動作，因此個人資料務必記得在每年放暑假

前將資料自行備份。 

（2） 辦公室電腦已新增「電腦命題庫（Y 碟區）」，內有各家出版社電腦命題光碟內容，各位老

師可多加利用。 

（3） 為節約資源，請勿利用辦公室或教師資訊中心的印表機列印全班測驗卷，建議列印一張後

再使用影印機進行複印。 

（4） 近來隨身碟病毒猖狂，若發現病毒，請務必請務必請務必請務必利用電腦所附之防毒軟體利用電腦所附之防毒軟體利用電腦所附之防毒軟體利用電腦所附之防毒軟體執行執行執行執行刪除刪除刪除刪除或或或或隔離隔離隔離隔離程序程序程序程序。 

四、其他通知事項 

1. 各領域若要於學期中辦理學校本位研習，請及早提出研習申請，以利研習經費補助的統籌分

配與安排。 

2. 有參加縣外研習活動的老師，請記得在「北縣教師進修研習系統」進行線上補登，並將研習

證明送至教務處教學組完成研習時數登錄作業。 

    



教 務 手 札（2007/12） 
    

一、段考及成績輸入相關事項 

1. 請各位命題老師務必參照校網處室作業要點內「編擬試題作業要點」之規範進行命題，試題試題試題試題

設計請注意難易度設計請注意難易度設計請注意難易度設計請注意難易度、、、、鑑別度鑑別度鑑別度鑑別度、、、、作答時間作答時間作答時間作答時間與版面編排與版面編排與版面編排與版面編排，有電腦閱卷題型的科目有電腦閱卷題型的科目有電腦閱卷題型的科目有電腦閱卷題型的科目，，，，請務必註明須請務必註明須請務必註明須請務必註明須

塗卡作答的題號塗卡作答的題號塗卡作答的題號塗卡作答的題號。各科命題老師請於該科考試前一天前一天前一天前一天至教務處教學組確實完成試題校正工

作。 

2. 每次段考請監考老師準時到達教室，鐘響後立即發卷，以免影響學生作答時間。收卷時請控

制班級秩序，確實清點答案卷（卡）數目，並請記得在考卷袋考卷袋考卷袋考卷袋與班級教室日誌教室日誌教室日誌教室日誌上簽名，詳細

紀錄考生出缺席狀況。未作答的空白題卡因可供下次考試使用，請監考老師務必回收於考卷

袋中，一併送回教務處。 

3. 段考為全校統一命題考試，故評改標準亦須全年級統一。試題的答案評改狀況均尊重命題老

師之意見，若對題目或答案有任何疑問，可透過各科召集人協調取得共識後決定之。 

4. 因縣府成績輸入系統在段考期間關閉，所以本學期段考成績改於校網【成績查詢】選項輸入。

平時成績部分則請各位老師盡快於 12 月月月月 17 日至日至日至日至 12 月月月月 31 日日日日於校網【成績輸入】選項登錄。 

二、教學相關事項 

1. 本學期校務評鑑已順利完成，感謝全校教師的配合協助與支持。此次評鑑委員再度提出教育

局頒布的「教育零體罰」方針，勉勵各位老師做經師，更要做人師，處理學生事務應做好自

身情緒管理，避免使用可能損害學生自尊心的措施或用語，並依據教育專業素養尋求體罰以

外的學生管理有效途徑。 

2. 12 月 17 日至 12 月 26 日進行本學期各科作業抽查，請任課老師協助監督學生作業繳交情形。 

3. 為保護學生及家長個人資料，請各位老師在使用校務行政系統時能不定時更新密碼，並遵守

「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注意各項資料的保護與合理運用（資料保護法公布校網

【資訊組】選項內）。 

四、其他通知事項 

1. 本會計年度將於 12 月底截止，請各位老師務必上網檢核兼代課及第八節課鐘點費是否正確

無誤，若有任何疑問請立即與教務處聯繫。 

2. 為配合政府節約能源政策，落實環保生活型態，本校將陸續推動鼓勵使用大眾運輸工具、午

休時間關閉不必要之照明設備、正確使用冷氣設備等措施，請各位老師秉持知福惜物的理念

多多配合。 

3. 各領域若要於學期末或下個學期辦理學校本位研習，請及早提出研習申請，以利研習經費補

助的統籌分配與安排。 

4. 有參加縣外研習活動的老師，請記得在「北縣教師進修研習系統」進行線上補登，並將研習

證明送至教務處教學組完成研習時數登錄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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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教教教    務務務務    手手手手    札（札（札（札（2002002002008888////4444））））    
    

一一一一、、、、段考段考段考段考及成績輸入及成績輸入及成績輸入及成績輸入相關事項相關事項相關事項相關事項 

1. 每次段考請監考老師準時到達教室，鐘響後立即發卷，以免影響學生作答時間。收卷

時請控制班級秩序，確實清點答案卷（卡）數目，並請記得在考卷袋考卷袋考卷袋考卷袋與班級教室日誌教室日誌教室日誌教室日誌

上簽名，詳細紀錄考生出缺席狀況。由於學生作弊手法繁多，務請監考老師確實監督 

2. 本學期因九年級將於 6 月中旬畢業，因此請任教九年級藝能科目的老師，在第一、二

次段考完成本學期兩次成績登錄動作，以便順利進行後續畢業成績結算工作。此外，

因縣府規定修業期滿學生之畢業成績需有三大學習領域以上之總平均在丙等以上，或

應屆畢業學期三大學習領域成績達丙等以上方准予畢業，因此請任教九年級藝能科之

教師善意提醒學生，並給予學生作業補繳之機會。 

3. 教務處已將【段考試題分析表】範本置於校網中，請各位出題老師多多利用。 

二、二、二、二、授課授課授課授課相關事項相關事項相關事項相關事項 

1. 本校訂定每週星期一為【台灣母語日】，目前在校園內各公佈欄均已佈置母語諺語、

歌曲等海報，請各位老師於課堂中鼓勵學生學習、運用各種臺灣母語，以增進各族群

間的瞭解、尊重、包容及欣賞，共同推展並營造學習臺灣母語的優質環境。 

2. 任課教師若有個人調代課情形，請務必知會教務處。 

3. 依據教育局頒布之「教育零體罰」方針，勉勵各位老師做經師，更要做人師，處理學

生事務時尤應注重情緒管理，避免使用可能損害學生自尊心的措施或用語，並依據教

育專業素養尋求體罰以外的學生管理有效途徑。 

4. 為維持校園淨土，籲請任課教師應秉著教育專業及學生受教權之維護，切勿於課堂教

學活動中，涉及非關授課內容之教師個人政治傾向或宗教信仰等相關議題。 

5. 重申禁止教師校外補習，違反規定者依「公立高級中等學校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

法」議處。 

三、三、三、三、其他通知其他通知其他通知其他通知事項事項事項事項    
1. 依據縣府公文北教特字第 0970064746 號公文，轉知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各級學校及

教師於課堂上播放影片之著作權問題說明」宣導資料，請參閱附件。 

2. 有參加縣外研習活動的老師，請記得在【校務行政系統】內之【教師研習系統】進行

線上補登，並將研習證明送至教務處教學組完成研習時數登錄作業。 

    



教教教教    務務務務    手手手手    札（札（札（札（2002002002008888////5555））））    
    

一一一一、、、、段考段考段考段考及成績輸入及成績輸入及成績輸入及成績輸入相關事項相關事項相關事項相關事項 

1. 段考為全校統一命題考試，故評改標準亦須全年級統一。試題的答案評改狀況均尊重

命題老師之意見，若對題目或答案有任何疑問，可透過各科召集人協調，取得多數人

共識後決定之。 

2. 本次段考進行讀卡的科目中，發現學生畫卡錯誤問題繁多，其中尤以八年級最為嚴

重，不僅造成讀卡程序延宕，此不良習慣也可能影響日後基測考試的填答。因此請各

班導師務必提醒並教導學生塗卡技巧，例如座號的十位數與個位數的畫卡方式等。 

3. 九年級將於 6 月中旬畢業，因縣府規定修業期滿學生之畢業成績需有三大學習領域以

上之總平均在丙等以上，或應屆畢業學期三大學習領域成績達丙等以上方准予畢業，

因此請任教九年級藝能科之教師善意提醒學生，並給予學生作業補繳之機會。 

4. 本學年為因應全誼系統各種狀況，導致成績輸入方式屢有變更，造成不便，請各位老

師見諒。現今成績輸入已統一從校網【【【【成績輸入成績輸入成績輸入成績輸入】】】】部分進入，請請請請務必務必務必務必詳詳詳詳閱閱閱閱【【【【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

欄位欄位欄位欄位，，，，於規定時間內完成各項成績輸入工作於規定時間內完成各項成績輸入工作於規定時間內完成各項成績輸入工作於規定時間內完成各項成績輸入工作。。。。此外，【【【【段考成績段考成績段考成績段考成績】】】】與【【【【平時成績平時成績平時成績平時成績】】】】要要要要

分開輸入分開輸入分開輸入分開輸入，，，，由教務處將各科由教務處將各科由教務處將各科由教務處將各科【【【【段考成績段考成績段考成績段考成績】】】】統一轉檔至全誼系統統一轉檔至全誼系統統一轉檔至全誼系統統一轉檔至全誼系統，，，，請勿將請勿將請勿將請勿將【【【【段考成績段考成績段考成績段考成績】】】】

輸入於全誼系統輸入於全誼系統輸入於全誼系統輸入於全誼系統，，，，以免轉檔後被蓋掉以免轉檔後被蓋掉以免轉檔後被蓋掉以免轉檔後被蓋掉。。。。若有任何問題歡迎隨時與教務處聯繫，謝謝。 

二、二、二、二、授課授課授課授課相關事項相關事項相關事項相關事項 

1. 任課教師若有個人自行安排調代課情形任課教師若有個人自行安排調代課情形任課教師若有個人自行安排調代課情形任課教師若有個人自行安排調代課情形，，，，請務必完成請假手續請務必完成請假手續請務必完成請假手續請務必完成請假手續，，，，並填寫調代課表並填寫調代課表並填寫調代課表並填寫調代課表知會知會知會知會

教務處教務處教務處教務處。。。。未依程序完成手續者未依程序完成手續者未依程序完成手續者未依程序完成手續者，，，，將會請人事室辦理將會請人事室辦理將會請人事室辦理將會請人事室辦理。。。。 

2. 本學期七、八年級各科作業抽查訂於 5 月月月月 29 日日日日至至至至 6 月月月月 4 日日日日進行，請各任課老師協助

監督學生作業繳交情形。 

5. 因九年級畢業在即，加上天氣日漸炎熱，班級學生常有情緒浮躁情形，麻煩任課老師

嚴格控管上課秩序，並準時上下課。 

三、三、三、三、其他通知其他通知其他通知其他通知事項事項事項事項    
1. 本學期已屆尾聲，在此預先提醒各位老師，在新學期開始後若有進行個人課務調動，

請務必於開學兩週內通知教務處教學組。若未於期限內告知說明，當學期中發生因課

程調動衝突導致學生權益受損，請自行負責。 

2. 有參加縣外研習活動的老師，請記得在【校務行政系統】內之【教師研習系統】進行

線上補登，並將研習證明送至教務處教學組完成研習時數登錄作業。 

    



教 務 手 札（2008/10） 
    

一、教學相關事項 

1. 目前國一階段學生將於民國 100 年時，面臨北北基聯測考綱考本新措施，請各相關領域教師

利用領域研究會時間討論教學版本因應措施。 

2. 依據北教國字第 0970480858 號公文，任課教師不得要求全班學生統一購買參考書或測驗卷，

家庭作業亦不得指定參考書或測驗卷之內容，請各位老師配合執行。 

3. 依據北教國字第 0970710488 號公文，課後輔導須遵循學生自由參加，且需取得家長同意書

的規定，請各位老師配合執行。 

4. 本學期有老師反映，經常有學生至辦公室長時間使用電腦進行成績輸入等工作，不僅造成辦

公室老師的干擾，也有資料外洩的危險，因此請全校老師協助約束各班學生，勿讓學生長時

間逗留於教師辦公室中。 

5. 各班任課教師請在安排班級學生作業及平時評量時，請務必留意份量須符合學生能力，勿造

成學生過度課業壓力及負擔。 

6. 國文科教師請於授課時加強學生標點符號運用能力之訓練。 

7. 班級教室或教師自有之教學擴音設備請注意音量調控，以免造成班級間的授課干擾。 

8. 使用專科教室（特別是理化、生物實驗室及家政教室）時，請任課教師務必掌控授課秩序及

相關安全狀況。 

9. 關於各班的平時、定期或複習評量，請任課老師撥冗幫學生解答疑惑。 

10. 為維持校園淨土，籲請任課教師應秉著教育專業及學生受教權之維護，切勿於課堂教學活動

中，涉及非關授課內容之教師個人政治傾向或宗教信仰等相關議題。 

11. 關於校園資訊網路設備使用，下列事項煩請各位老師配合執行： 

（1）請老師在校勿使用 FOXY 等 P2P 下載軟體，以免因其隱藏後門程式，而將網路磁碟（Z：）

內的資料分享出去。此外，網路磁碟內請不要放有生日、住址、電話等個人隱私相關資料。

且因網路磁碟內空間有限， 請勿放置單一檔案超過 50MB 之影音檔。 

（4）再次提醒各位老師，網路磁碟（Z：）為暫存空間，個人重要檔案請務必隨時備份，以免因

伺服器或網路故障，造成網路磁碟資料無法存取的狀況。 

（5）資訊組（4 台）與莊敬 1F 資訊中心（2 台）的電腦有安裝 NOD32 防毒軟體，可進行隨身碟

掃毒 DIY，歡迎老師使用。 

（6）請各位老師下班離校時，將個人或保管的電腦完成關機程序。 

（7）校網內有設置「寫作賞析」與「網路作品展」，其中「寫作賞析」部分請國文老師於段考測

驗完畢 10 天內，請學生電腦打字後放到網路磁碟。「網路作品展」則以老師或學生的優秀作

品為主，請拍照後另用文字檔註明活動或作品名稱、指導老師、學生班級座號姓名，送至資

訊組。 

二、其他通知事項 

1. 有參加縣外研習活動的老師，請記得在「北縣教師進修研習系統」進行線上補登，並將研習

證明送至教務處教學組完成研習時數登錄作業。 

    



教 務 手 札（2008/12） 
    

一、段考及成績輸入相關事項 
1. 段考時監考老師務必遵守事項： 

（1） 準時到達教室，鐘響後立即發卷。 

（2） 下課鐘響前請確實控制班級秩序，以免影響學生作答時間及權益。 

（3） 考試時除試題更正外，切勿與學生交談及其他影響學生應考之行為，以確保學生作答權益。 

（4） 切勿閱報、批改試卷、接打手機等違反監考職責之相關行為。 

（5） 收卷時請確實清點答案卷（卡）數目，並記得於試試試試卷袋卷袋卷袋卷袋與班級教室日誌教室日誌教室日誌教室日誌上簽名，且在試試試試卷袋卷袋卷袋卷袋上詳

細紀錄考生出缺席狀況與違規事項。 

2. 空白答案卡之處理： 

請確認是學生有應考但全未作答，或是為剩餘之答案卡。若是學生有應考但未作答之答案卡，請要

求學生寫上姓名座號，連同其他已作答之答案卡以橡皮筋束在一起，與剩餘空白答案卡分開後，一

併送回教務處。 

3. 剩餘試題卷之處理： 

統一收齊送回教務處。 

二、教學相關事項 
1. 配合配合配合配合「「「「臺北縣國民中小學提升學生國語文能力中程計畫臺北縣國民中小學提升學生國語文能力中程計畫臺北縣國民中小學提升學生國語文能力中程計畫臺北縣國民中小學提升學生國語文能力中程計畫」，」，」，」，本校擬定各年級本校擬定各年級本校擬定各年級本校擬定各年級每每每每學期學期學期學期須完成之作文篇須完成之作文篇須完成之作文篇須完成之作文篇

數如下數如下數如下數如下，，，，作文篇數計算包含段考及複習考之寫作測驗作文篇數計算包含段考及複習考之寫作測驗作文篇數計算包含段考及複習考之寫作測驗作文篇數計算包含段考及複習考之寫作測驗，，，，請國文領域教師務必配合請國文領域教師務必配合請國文領域教師務必配合請國文領域教師務必配合。。。。 

（（（（1））））    七年級七年級七年級七年級：：：：平時之作文練習平時之作文練習平時之作文練習平時之作文練習(含複習考含複習考含複習考含複習考)4 篇及段考寫作測驗篇及段考寫作測驗篇及段考寫作測驗篇及段考寫作測驗 2 篇篇篇篇，，，，共計共計共計共計 6 篇篇篇篇。。。。 

（（（（2））））    八八八八、、、、九年級九年級九年級九年級：：：：平時之作文練習平時之作文練習平時之作文練習平時之作文練習(含複習考含複習考含複習考含複習考)3 篇及段考寫作測驗篇及段考寫作測驗篇及段考寫作測驗篇及段考寫作測驗 2 篇篇篇篇，，，，共計共計共計共計 5 篇篇篇篇。。。。 

2. 各位任課老師授課時勿遲到早退，以確保學生受教權益。 

3. 12 月 8 日至 12 月 24 日進行本學期各科作業抽查，請任課老師協助監督學生作業繳交情形。 

4. 為維持校園淨土，籲請任課教師應秉著教育專業及學生受教權之維護，切勿於課堂教學活動中，涉

及非關授課內容之教師個人政治傾向或宗教信仰等相關議題。 

三、資訊組通知事項 

1. 網路磁碟主機（Z:\與 Y:\）於 11 月 25 日發生故障，幸而資料並無損失且已於當天下午修復。但仍

提醒各位老師須將網路磁碟視為「暫存空間」，重要資料務必自行備份。 

2. 校網已建置完成學生作品展示區，歡迎各位老師提供學生優良作品，以充實校網內涵。DV 影帶資

料請先轉成 MPEG 或 WMV 格式，若有需要協助請聯絡資訊組。 

3. 配合配合配合配合 MAIL 主機整理主機整理主機整理主機整理，，，，資訊組將刪除沒有使用之帳號資訊組將刪除沒有使用之帳號資訊組將刪除沒有使用之帳號資訊組將刪除沒有使用之帳號，，，，若您有使用本校配發若您有使用本校配發若您有使用本校配發若您有使用本校配發 mail.tpc.edu.tw 或或或或

mail2000.hcjh.tpc.edu.tw 的的的的 Mail 帳號帳號帳號帳號，，，，請您於請您於請您於請您於 98 年年年年 1 月月月月 1 日前用您的日前用您的日前用您的日前用您的 Mail 發信至發信至發信至發信至 fhj@tpc.edu.tw，，，，

信件內容只需填寫您的姓名即可信件內容只需填寫您的姓名即可信件內容只需填寫您的姓名即可信件內容只需填寫您的姓名即可，，，，逾期將視為不再使用該帳號逾期將視為不再使用該帳號逾期將視為不再使用該帳號逾期將視為不再使用該帳號，，，，資訊組將予直接刪除資訊組將予直接刪除資訊組將予直接刪除資訊組將予直接刪除。。。。 

四、其他通知事項 
1.1.1.1. 本會計年度將於本會計年度將於本會計年度將於本會計年度將於 12121212 月底截止月底截止月底截止月底截止，，，，請各位請各位請各位請各位老師務必上網檢核兼代課及第八節課鐘點費是否正確無誤老師務必上網檢核兼代課及第八節課鐘點費是否正確無誤老師務必上網檢核兼代課及第八節課鐘點費是否正確無誤老師務必上網檢核兼代課及第八節課鐘點費是否正確無誤，，，，

若有任何疑問請立即與教務處聯繫若有任何疑問請立即與教務處聯繫若有任何疑問請立即與教務處聯繫若有任何疑問請立即與教務處聯繫。。。。    

2. 各領域若要於下個學期辦理學校本位研習，請及早提出研習申請，以利研習經費補助的統籌分配與

安排。 

3. 有參加縣外研習活動的老師，請記得在「北縣教師進修研習系統」進行線上補登，並將研習證明送

至教務處教學組完成研習時數登錄作業。 

 



教教教教    務務務務    手手手手    札（札（札（札（2002002002009999////4444））））    
    

一一一一、段考、段考、段考、段考及成績輸入及成績輸入及成績輸入及成績輸入相關事項相關事項相關事項相關事項 
1. 段考時監考老師務必遵守事項： 

（1） 監考等同正常教學活動之進行，請準時到達教室，鐘響後立即發卷。 

（2） 下課鐘響前請確實控制班級秩序，以免影響學生作答時間及權益。 

（3） 考試時除試題更正外，請勿與學生交談，以確保學生作答權益。 

（4） 近來段考學生舞弊事件頻傳，請監考時切勿有閱報、批改試卷、接打手機等違反

監考職責之相關行為。 

（5） 收卷時請確實清點答案卷（卡）數目，並於試卷袋與班級教室日誌上簽名，且在

試卷袋上詳細紀錄考生出缺席狀況與違規事項。 

（6） 空白答案卡之處理：請確認若是學生有應考但未作答之答案卡，務必要求學生寫

上姓名座號，連同其他已作答之答案卡以橡皮筋束在一起，與剩餘空白答案卡分

開後，一併送回教務處。 

（7） 考試完畢後請先將試卷袋送回教務處，勿直接拿走批閱，需批改考卷的老師請至

教務處統一領取。 

2. 各任課老師之成績輸入工作，請依照教務處公告之輸入方式及時限內完成，輸入

成績資料後請務必確認數據無誤後再行存檔。 

3. 本學期因九年級將於 6 月中旬畢業，因此請任教九年級藝能科目的老師，在第一、

二次段考完成本學期兩次成績登錄動作，以便順利進行後續畢業成績結算工作。

此外，因縣府規定修業期滿學生之畢業成績需有三大學習領域以上之總平均在丙

等以上，或應屆畢業學期三大學習領域成績達丙等以上方准予畢業，因此請任教

九年級藝能科之教師善意提醒學生，並給予學生作業補繳之機會。 

二、二、二、二、授課授課授課授課相關事項相關事項相關事項相關事項 
1. 請各任課老師務必做到上課教學正常化，勿遲到早退，勿涉及傳教、個人政黨傾

向批判，教務處必將加強巡堂工作，以確保學生學習權益。 

2. 任課教師若有請假及個人調代課情形，請務必依程序辦理，同時事先知會教務處。 

3. 違反上述規定事項者，教務處將會請人事室依曠職、曠課等相關法條處理。 

三、三、三、三、其他通知其他通知其他通知其他通知事項事項事項事項    
1. 目前各辦公室均設置訊息通知螢幕牆，全日放送重要校務行事訊息，請各位老師

每日撥空數分鐘瀏覽。此外，視聽與資訊設備網路報修網站

(http://www.hcjh.tpc.edu.tw/tc/fixed)，可從校網→校內網站→設備報修點選進入。 

2. 日前發生教師辦公室一個月用掉一組碳粉匣（近 3 千元）情形，請各位老師珍惜

學校資源。目前導師及專任教師辦公室與資訊中心內電腦設備已全面更新，配備

DVD 燒錄器，請愛惜使用，勿違反智慧財產權的相關規定。 

    



教教教教    務務務務    手手手手    札（札（札（札（2002002002009999////5555））））    
    

一一一一、、、、段考段考段考段考及成績輸入及成績輸入及成績輸入及成績輸入相關事項相關事項相關事項相關事項 

1. 段考每堂考試結束後，請監考老師務必將試卷及答案卡送回教務處，勿直接送交該班

任課老師批改，以免造成教務處無法確實清點。同時請國文領域教師在國文科考完後

下一節下課再至教務處領取試卷，以便利答案卡的抽取點算。 

2. 近來段考作弊行為猖獗，部分監考老師於監考期間閱讀書報、批改作業或試卷，怠忽

監考之責，因此請各位老師監考時善盡職守，勿予學生可乘之機。此外，亦請監考老

師準時到達教室，鐘響後立即發卷，切勿影響學生作答時間。 

3. 九年級將於 6 月中旬畢業，因縣府規定修業期滿學生之畢業成績需有三大學習領域以

上之總平均在丙等以上，或應屆畢業學期三大學習領域成績達丙等以上方准予畢業，

因此請任教九年級藝能科之教師善意提醒學生，並給予學生作業補繳之機會。 

4. 成績輸入已統一從校網【【【【成績輸入成績輸入成績輸入成績輸入】】】】部分進入，請請請請務必務必務必務必詳詳詳詳閱閱閱閱【【【【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欄位欄位欄位欄位，，，，於規於規於規於規

定時間內完成各項成績輸入工作定時間內完成各項成績輸入工作定時間內完成各項成績輸入工作定時間內完成各項成績輸入工作。。。。此外，【【【【段考成績段考成績段考成績段考成績】】】】與【【【【平時成績平時成績平時成績平時成績】】】】要分開輸入要分開輸入要分開輸入要分開輸入，，，，

由教務處將各科由教務處將各科由教務處將各科由教務處將各科【【【【段考成績段考成績段考成績段考成績】】】】統一轉檔至全誼系統統一轉檔至全誼系統統一轉檔至全誼系統統一轉檔至全誼系統，，，，請勿將請勿將請勿將請勿將【【【【段考成績段考成績段考成績段考成績】】】】輸入於輸入於輸入於輸入於縣府縣府縣府縣府

系統系統系統系統，，，，以免轉檔後被蓋掉以免轉檔後被蓋掉以免轉檔後被蓋掉以免轉檔後被蓋掉。。。。若有任何問題歡迎隨時與教務處聯繫，謝謝。 

二、二、二、二、授課授課授課授課相關事項相關事項相關事項相關事項 

1. 本學期七、八年級各科作業抽查訂於 5 月月月月 11 日日日日至至至至 5 月月月月 20 日日日日進行，請各任課老師協助

監督學生作業繳交情形。 

2. 重申禁止教師校外補習，違反規定者依「公立高級中等學校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

法」議處。 

3. 因九年級畢業在即，加上天氣日漸炎熱，班級學生常有情緒浮躁情形，麻煩任課老師

嚴格控管上課秩序，並準時上下課。 

三、三、三、三、其他通知其他通知其他通知其他通知事項事項事項事項    
1. 本學期已屆尾聲，在此預先提醒各位老師，在新學期開始後若有進行個人課務調動，

請務必於開學兩週內通知教務處教學組。若未於期限內告知說明，當學期中發生因課

程調動衝突導致學生權益受損，請自行負責。 

2. 有參加縣外研習活動的老師，請記得在【校務行政系統】內之【教師研習系統】進行

線上補登，並將研習證明送至教務處教學組完成研習時數登錄作業。 

    



教 務 手 札（2009/10） 
    

一、考試及成績輸入相關事項 

1. 近來段考作弊行為猖獗，監考老師於監考期間請勿閱讀書報、批改作業或試卷，

善盡監考職責，勿予學生可乘之機。此外，亦請監考老師準時到達教室，鐘響

後立即發卷，以免影響學生作答時間。 

2. 各科定期評量成績請於 10 月 27 日（星期二）以前，在校網【成績輸入】選項

中的【段考成績輸入】部份進行輸入。平時成績部分則請各位老師於 11 月 4 日

（星期五）以前，於校網【成績輸入】選項中的【平時成績輸入】登錄。 

二、教學相關事項 

1. 因應 H1N1 停課補課事宜，請各位老師隨時注意各辦公室內的電視牆訊息通告，

並務必配合參加補課會議。 

2. 11 月 4、5 日為九年級複習考，若有班級或個別同學因 H1N1 停課，都不予補考，

處理方式說明如下： 

無法應考天數 費用 後續處理 

1 天 
退當天 

考試費用 

已考試科目將進行評改，製作班級成績表供參考。 

未考試科目將提供題本，由學生自行練習。 

2 天 退 2 天考試費用 提供兩天考試題本，由學生自行練習。 

3. 各領域教師進行課堂教學時，請務必以課程內容為主，勿涉及過多與課程無關

之話題，更應避免人身批評等用詞，以維護學生受教權益，並提供學生良好之

學習典範。 

4. 學校為教學辦公場所，請盡量避免在課餘時間於校內利用電腦設備進行連線遊連線遊連線遊連線遊

戲戲戲戲或其他與課程教學無關之事務。 

三、其他通知事項 

1. 有參加縣外研習活動的老師，請記得在「北縣教師進修研習系統」進行線上補

登，並將研習證明送至教務處教學組完成研習時數登錄作業。 

    



教 務 手 札（2009/12） 
    

一、考試及成績輸入相關事項 
1. 段考及複習考期間，請監考老師統一於下課鐘響完畢後作為考試截止時限。 

2. 往後各學期段考科目日程表，均依照基本學力測驗考試科目順序安排，不再另

行調動。唯第三次段考不考【作文】，故段考第一天第四節課改為自習。 

3. 定期評量成績（含段考科目及所有藝能科目），均在校網【教師服務網】選項中

的【段考成績輸入】部份進行輸入。平時成績部分則請各位老師於 12 月 17 日

（星期四）以前，於校網右上角【校務行政系統】登錄。所有成績請務必依照

公告之成績輸入時限完成。 

二、教學相關事項 
1. 因應 H1N1 停課補課事宜，請各位老師隨時注意各辦公室內的電視牆訊息通告，

並務必配合參加補課會議。 

2. 各領域若要於下個學期辦理學校本位研習，請及早提出研習申請，以利研習經

費補助的統籌分配與安排。 

三、資訊組、設備組通知 
1. 請愛惜資源，因雷射印表機每張含紙平均 1.5 元，影印機每張 0.8 元，故請勿利

用印表機列印全班資料。個人電腦亦請於下班離校時關機。 

2. 目前七年級部分班級已安裝單槍投影機，請愛惜使用，並提醒學生不要任意操

作，若有故障請聯絡設備組。同時將陸續於弘道樓、明德樓、中正樓、思源樓、

自強樓 1 樓共 70 間教室安裝投影布幕，預計月底前全數完成。各班布幕架好後，

請等候設備組通知再行啟用。另請導師提醒學生不要玩耍或破壞，若因人為破

壞造成損失，將依規定追究賠償。 

四、其他通知事項 
1.1.1.1. 本會計年度將於本會計年度將於本會計年度將於本會計年度將於 12121212 月底截止月底截止月底截止月底截止，，，，請各位老師務必上網檢核兼代課及第八節課鐘請各位老師務必上網檢核兼代課及第八節課鐘請各位老師務必上網檢核兼代課及第八節課鐘請各位老師務必上網檢核兼代課及第八節課鐘

點費是否正確無誤點費是否正確無誤點費是否正確無誤點費是否正確無誤，，，，若有任何疑問請立即與教務處聯繫若有任何疑問請立即與教務處聯繫若有任何疑問請立即與教務處聯繫若有任何疑問請立即與教務處聯繫。。。。    

2. 有參加縣外研習活動的老師，請記得在「北縣教師進修研習系統」進行線上補

登，並將研習證明送至教務處教學組完成研習時數登錄作業。 

    



教教教教    務務務務    手手手手    札（札（札（札（2020202010101010////4444））））    
    

一一一一、段考、段考、段考、段考及成績輸入及成績輸入及成績輸入及成績輸入相關事項相關事項相關事項相關事項 

1. 各任課老師之段考段考段考段考與平時平時平時平時成績輸入工作，請依照教務處公告之輸入方式及

時限內完成。 

2. 本學期因九年級將於 6 月中旬畢業，因此請任教九年級藝能科目的老師，

在第一、二次段考完成本學期兩次成績登錄動作，以便順利進行後續畢業

成績結算工作。此外，因縣府規定修業期滿學生之畢業成績需有三大學習

領域以上之總平均在丙等以上，或應屆畢業學期三大學習領域成績達丙等

以上方准予畢業，因此請任教九年級藝能科之教師善意提醒學生，並給予

學生作業補繳之機會。 

二、二、二、二、授課授課授課授課相關事項相關事項相關事項相關事項 

1. 重申禁止教師校外補習，違反規定者依「公立高級中等學校以下學校教師

成績考核辦法」議處。 

2. 各任課老師請務必準時上下課，以維護學生受教權。 

3. 請各位老師持續不斷在專業知能精益求精，以提升課程的專業性與精實

度，達成「傳道、授業、解惑」之經師、人師目標。 

4. 任課教師若有請假及個人調代課情形，請務必依程序辦理，同時事先知會

教務處。違反上述規定事項者，教務處將會請人事室依曠職、曠課等相關

法條處理。 

三、三、三、三、其他通知其他通知其他通知其他通知事項事項事項事項    

1. 【研習訊息】因教育部宣示民國 100 年教師基本進修時數應達 18 小時，

但新莊區有 27.57％的教師在 98 年度研習時數未達此標準，故請各位老師

可至教師研習網站查詢各項研習資訊，踴躍參與自我成長、專業進修相關

活動。 

2. 【研習訊息】師資培育相關大學日後辦理高級中學以下學校之教師進修活

動，均統一登錄於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

（http://inservice.edu.tw/index2-3.aspx），並依「全國教師在職進修研習活

動使用管理規定」登錄研習活動及採計研習時數。 

3. 【師資培育】關於師資培育課程認定及教師資格取得方式之規定改變，請

參閱背面背面背面背面 附件公文附件公文附件公文附件公文 台中（二）字第 0990039740 號。 

4. 各位老師若需使用校園無線網路，煩請登入至【教師服務網】見說明。 

    



教教教教    務務務務    手手手手    札（札（札（札（2020202010101010////6666））））    
    

一一一一、段考、段考、段考、段考及成績輸入及成績輸入及成績輸入及成績輸入相關事項相關事項相關事項相關事項 

1. 各監考老師在拿取試卷時，請務必確認試卷袋上之班級號碼，避免誤領造

成學生作答時間延遲。若有【【【【試題更正試題更正試題更正試題更正】】】】情形，請確實通知學生。 

2. 本學期因九年級將於 6 月中旬畢業，因此請任教九年級藝能科目的老師，

在第一、二次段考完成本學期兩次成績登錄動作，以便順利進行後續畢業

成績結算工作。此外，因縣府規定修業期滿學生之畢業成績需有三大學習

領域以上之總平均在丙等以上，或應屆畢業學期三大學習領域成績達丙等

以上方准予畢業，因此請任教九年級藝能科之教師善意提醒學生，並給予

學生作業補繳之機會。 

二、二、二、二、授課授課授課授課相關事項相關事項相關事項相關事項 

1. 本學期七、八年級各科作業抽查訂於 5 月月月月 24 日至日至日至日至 6 月月月月 2 日日日日進行，請各任

課老師協助監督學生作業繳交情形。 

2. 因九年級畢業在即，加上天氣日漸炎熱，班級學生常有情緒浮躁情形，麻

煩任課老師嚴格控管上課秩序，並準時上下課。 

3. 轉知台北縣政府教育局北教國字第 0990416577 號函：請任課教師基於保

護學生、尊重家長的立場，勿利用職務之便轉發教師組織、民間團體具有

宗教性、政治性、立場性或非理性之文宣資料由學生轉發家長。 

三、三、三、三、其他通知其他通知其他通知其他通知事項事項事項事項    

1. 本校將於 6 月月月月 15 日日日日（（（（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早上第早上第早上第早上第 2 節節節節 9：：：：25～～～～10：：：：15 舉行七年級七年級七年級七年級數

學能力檢測，測驗時間為 50 分鐘。請當節任課老師於第一節下課時間至請當節任課老師於第一節下課時間至請當節任課老師於第一節下課時間至請當節任課老師於第一節下課時間至

教務處領取試卷教務處領取試卷教務處領取試卷教務處領取試卷，測驗結束後，請將答案卡送回教務處。 

2. 擔任八升九暑期輔導課的任課老師擔任八升九暑期輔導課的任課老師擔任八升九暑期輔導課的任課老師擔任八升九暑期輔導課的任課老師，，，，若有安排其他老師代課若有安排其他老師代課若有安排其他老師代課若有安排其他老師代課，，，，務必盡快通務必盡快通務必盡快通務必盡快通

知教務處教學組知教務處教學組知教務處教學組知教務處教學組，，，，以便安排暑期課表以便安排暑期課表以便安排暑期課表以便安排暑期課表。 

3. 校園無線網路使用方式，詳見【教師服務網】。 

4. 本學期已屆尾聲，在此預先提醒各位老師，在新學期開始後若有進行個人

課務調動，請務必於開學兩週內通知教務處教學組。若未於期限內告知說

明，當學期中發生因課程調動衝突導致學生權益受損，請自行負責。 

5. 有參加縣外研習活動的老師，請記得在【校務行政系統】內之【教師研習

系統】進行線上補登，並將研習證明送至教務處教學組完成研習時數登錄

作業。 

    



教 務 手 札（2010/10） 
    

一、考試及成績輸入相關事項 

1. 近來段考作弊行為猖獗，監考老師於監考期間請勿閱讀書報、批改作業或試卷，

務必善盡監考職責，勿予學生可乘之機。此外，亦請監考老師準時到達教室，

鐘響後立即發卷，以免影響學生作答時間，並於鐘聲響畢方可收卷。 

2. 若段考答案有所更動若段考答案有所更動若段考答案有所更動若段考答案有所更動，，，，請各科命題教師務必告知教務處請各科命題教師務必告知教務處請各科命題教師務必告知教務處請各科命題教師務必告知教務處。 

3. 本次段考學生電腦答案卡劃記及更改答案後本次段考學生電腦答案卡劃記及更改答案後本次段考學生電腦答案卡劃記及更改答案後本次段考學生電腦答案卡劃記及更改答案後，，，，原答案擦拭不乾淨原答案擦拭不乾淨原答案擦拭不乾淨原答案擦拭不乾淨，，，，造成後續判造成後續判造成後續判造成後續判

讀與讀卡作業困擾讀與讀卡作業困擾讀與讀卡作業困擾讀與讀卡作業困擾，，，，請任課教師能多加指導學生劃記注意事項請任課教師能多加指導學生劃記注意事項請任課教師能多加指導學生劃記注意事項請任課教師能多加指導學生劃記注意事項。。。。 

4. 請任課教師提醒並要求學生段考作答請任課教師提醒並要求學生段考作答請任課教師提醒並要求學生段考作答請任課教師提醒並要求學生段考作答，，，，除電腦答案卡須以除電腦答案卡須以除電腦答案卡須以除電腦答案卡須以 2B2B2B2B 鉛筆劃記外鉛筆劃記外鉛筆劃記外鉛筆劃記外，，，，其其其其餘餘餘餘

答案均禁用鉛筆作答答案均禁用鉛筆作答答案均禁用鉛筆作答答案均禁用鉛筆作答。。。。 

二、教學相關事項 

1. 轉知教育局通知，重申禁止教師校外補習，違反規定者依「公立高級中等學校

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議處。 

2. 基於家長日意見反映，請各科任課老師上課時務必紮實打好學生基礎能力，勿

過度趕課而太早將段考課程結束。 

3. 家長日彙整意見中，家長提及體育課之學生安全問題，請體育老師進行教室外

之活動課程時，應隨班監督，以確保學生安全。 

4. 本校 99 學年度課程計畫審查結果出爐，【健體領域】之袁育玲老師、劉麗臣老

師，及【資訊科】之馮漢忠老師、張加孟老師，獲得入選敘獎。感謝各領域教

師認真參與課程計畫撰寫工作，並請參考會議附件之審查意見說明，精益求精。 

三、其他通知事項 

1. 本校於本校於本校於本校於 99999999 年年年年 11111111 月月月月 29292929、、、、30303030 日將進行日將進行日將進行日將進行【【【【校務評鑑校務評鑑校務評鑑校務評鑑】】】】，，，，請各領域教師請各領域教師請各領域教師請各領域教師及早整理出個及早整理出個及早整理出個及早整理出個

人或領域型的課程教學檔案以提供訪視人或領域型的課程教學檔案以提供訪視人或領域型的課程教學檔案以提供訪視人或領域型的課程教學檔案以提供訪視，，，，屆時將有校園訪視及教師屆時將有校園訪視及教師屆時將有校園訪視及教師屆時將有校園訪視及教師、、、、學生座談學生座談學生座談學生座談

會會會會，，，，評鑑評鑑評鑑評鑑期限期限期限期限內內內內請務必請務必請務必請務必使用使用使用使用正式課本與習作進行教學活動正式課本與習作進行教學活動正式課本與習作進行教學活動正式課本與習作進行教學活動，，，，詳細校務評鑑流程詳細校務評鑑流程詳細校務評鑑流程詳細校務評鑑流程

將另行公告將另行公告將另行公告將另行公告。。。。 

2.2.2.2. 本校於本校於本校於本校於 99999999 年年年年 11111111 月月月月 7777 日日日日（（（（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承辦承辦承辦承辦【【【【聯合盃作文大賽聯合盃作文大賽聯合盃作文大賽聯合盃作文大賽】】】】試場工作試場工作試場工作試場工作，，，，除除除除 704704704704、、、、

714714714714、、、、718718718718、、、、801801801801、、、、802802802802、、、、837837837837、、、、902902902902、、、、906906906906、、、、907907907907、、、、934934934934 等等等等 10101010 班未使用外班未使用外班未使用外班未使用外，，，，其餘班級皆其餘班級皆其餘班級皆其餘班級皆

為考場為考場為考場為考場，，，，請各班請各班請各班請各班導師協助於導師協助於導師協助於導師協助於 11111111 月月月月 5555 日日日日（（（（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放學前清空學生抽屜物品放學前清空學生抽屜物品放學前清空學生抽屜物品放學前清空學生抽屜物品，，，，

以免遺失造成困擾以免遺失造成困擾以免遺失造成困擾以免遺失造成困擾，，，，謝謝謝謝謝謝謝謝。。。。    

3.3.3.3. 有參加縣外研習活動的老師，請記得在【校務行政系統】內之【教師研習系統】

進行線上補登，並將研習證明送至教務處教學組完成研習時數登錄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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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務 手 札（2010/12） 
    

一、考試及成績輸入相關事項 
1. 實施免試升學制度後，段考成績將影響多元入學資格，但近來段考作弊行為猖獗，請

監考老師於監考期間切勿閱讀書報、批改作業或試卷，善盡監考職責，勿予學生可乘

之機。此外，亦請監考老師準時到達教室，鐘響後立即發卷，以免影響學生作答時間。

而段考及複習考期間，請監考老師統一於下課鐘響完畢後作為考試截止時限。 

2. 請擔任導師職務的同仁協助提醒班級學生，段考期間若適逢請假，請務必於返校後當

天立即至教務處補考，補考時請攜帶假單。 

3. 各學期段考科目日程表，均依照基本學力測驗考試科目順序安排，不再另行調動。唯

第三次段考不考【作文】，故本學期開始，七七七七、、、、八年級第三次八年級第三次八年級第三次八年級第三次段考第一天第四節課改段考第一天第四節課改段考第一天第四節課改段考第一天第四節課改

為為為為考考考考【【【【健康教育健康教育健康教育健康教育】】】】。 

4. 定期評量成績（含段考科目及所有藝能科目），均在校網【教師服務網】選項中的【段

考成績輸入】部份進行輸入。平時成績部分則請各位老師於 12 月 17 日（星期五）以

前，於【校務行政系統】登錄。所有成績請務必依照公告之成績輸入時限完成。 

5. 未來教學研究會不再印發紙本段考試題分析結果，相關資料將統一公告於校網之【教

師服務網】，請各領域教師自行上網查詢。 

二、教學相關事項 
1. 因應寒假本校承接大學指定科目考試試場工作，本學期期末重要行事通知： 

（1） 第三次段考第三次段考第三次段考第三次段考時間更動為 101101101101 年年年年 1111 月月月月 17171717 日日日日（（（（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18181818 日日日日（（（（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 

（2） 休業式為 101101101101 年年年年 1111 月月月月 19191919 日日日日（（（（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 

（3） 課程準備日課程準備日課程準備日課程準備日為 101101101101 年年年年 1111 月月月月 20202020 日日日日（（（（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 

（4） 九年級寒假輔導課九年級寒假輔導課九年級寒假輔導課九年級寒假輔導課安排如下：合計 36 節（含國英數理各 8 節及彈性時間 4 節） 

2. 本學期七、八、九年級各科作業抽查訂於作業抽查訂於作業抽查訂於作業抽查訂於 12121212 月月月月 6666 日日日日（（（（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至至至至 12121212 月月月月 22220000 日日日日（（（（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

進行，請各任課老師協助監督學生作業繳交情形。 

3.3.3.3. 請擔任綜合活動請擔任綜合活動請擔任綜合活動請擔任綜合活動、、、、藝術與人文藝術與人文藝術與人文藝術與人文、、、、健康與體育等領域課程的教師健康與體育等領域課程的教師健康與體育等領域課程的教師健康與體育等領域課程的教師，，，，務必確實按表授課務必確實按表授課務必確實按表授課務必確實按表授課，，，，

並依據課程專業安排評量活動並依據課程專業安排評量活動並依據課程專業安排評量活動並依據課程專業安排評量活動，，，，以達成學生均衡發展之教育目標以達成學生均衡發展之教育目標以達成學生均衡發展之教育目標以達成學生均衡發展之教育目標。    

4. 依據本校「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要點」，重申教師於管教學生時，禁止體罰與不當管

教，違法之管教行為舉例如【附件一】。 

日期 1 月 19 日 

（星期三） 

1 月 20 日 

（星期四） 

1 月 21 日 

（星期五） 

1 月 24 日 

（星期一） 

1 月 25 日 

（星期二） 

1 月 26 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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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每學期課表若有進行個人課務調動，務必告知教學組。若未及時告知說明，當學期中當學期中當學期中當學期中

發生因課程調動與調代課業務衝突發生因課程調動與調代課業務衝突發生因課程調動與調代課業務衝突發生因課程調動與調代課業務衝突，，，，應以教務處調代課優先辦理應以教務處調代課優先辦理應以教務處調代課優先辦理應以教務處調代課優先辦理，，，，以維護學生權益以維護學生權益以維護學生權益以維護學生權益。 

三、其他通知事項 
1.1.1.1. 本會計年度將於本會計年度將於本會計年度將於本會計年度將於 12121212 月底截止月底截止月底截止月底截止，，，，請各位老師務必上網檢核兼代課及第八節課鐘點費是請各位老師務必上網檢核兼代課及第八節課鐘點費是請各位老師務必上網檢核兼代課及第八節課鐘點費是請各位老師務必上網檢核兼代課及第八節課鐘點費是

否正確無誤否正確無誤否正確無誤否正確無誤，，，，若有任何疑問請立即與教務處聯繫若有任何疑問請立即與教務處聯繫若有任何疑問請立即與教務處聯繫若有任何疑問請立即與教務處聯繫。。。。    

2.2.2.2. 資訊組通知：    

（1） 使用校務行政系統（即輸入平時成績之網頁），請多多使用「自訂帳號」登入，避免

再使用身份證字號，且「密碼」有區分大小寫。忘記密碼請聯絡資訊組。 

（（（（2222））））    中正樓與明德樓已完成的班級電腦為教學工具選項之一，電腦直接連接投影機，可

以上網與使用光碟機，歡迎多多利用。    

（（（（3333））））    有需要 Win7，Office2010，非常好色 7，魅力四色等教師授權在家備課使用軟體，

請洽資訊組。可使用之授權軟體之清單放在資源共享(Y:\)。軟體依授權規範僅備課

使用，離開本縣教育工作使依規定刪除，以免觸法。    

    
臺北縣立新莊國民中學臺北縣立新莊國民中學臺北縣立新莊國民中學臺北縣立新莊國民中學教教教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要點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要點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要點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要點【【【【摘錄摘錄摘錄摘錄】】】】    

第一章 
第二條 

定義 
本辦法所列之各名詞定義如下： 
一、教師：指本校編制內，按月支給待遇，並依法取得教師資格之專任教師。 
二、教育人員：指前款教師及其他於本校輔導與管教學生之人員（包括兼任教

師、代理教師、代課教師、教官、實習教師及學校行政人員等）。 
三、管教：指教師基於第四條之目的，對學生須強化或導正之行為，所實施之

各種有利或不利之集體或個別處置。 
四、處罰：指教師於教育過程中，為減少學生不當或違規行為，對學生所實施

之各種不利處置，包括合法妥當以及違法或不當之處置；違法之處罰包括
體罰、誹謗、公然侮辱、恐嚇及身心虐待等（參照附表一）。 

五、體罰：指教師於教育過程中，基於處罰之目的，親自、責令學生自己或第
三者對學生身體施加強制力，或責令學生採取特定身體動作，使學生身體
客觀上受到痛苦或身心受到侵害之行為（參照附表一）。 

附表一附表一附表一附表一、、、、教師違法處罰措施參考表教師違法處罰措施參考表教師違法處罰措施參考表教師違法處罰措施參考表    

違法處罰之類型 違法處罰之行為態樣例示 

教師親自對學生身體施加強制力之體罰 例如毆打、鞭打、打耳光、打手心、打臀部
或責打身體其他部位等 

教師責令學生自己或第三者對學生身體
施加強制力之體罰 

例如命學生自打耳光或互打耳光等 

責令學生採取特定身體動作之體罰 例如交互蹲跳、半蹲、罰跪、蛙跳、兔跳、
學鴨子走路、提水桶過肩、單腳支撐地面或
其他類似之身體動作等 

體罰以外之違法處罰 例如誹謗、公然侮辱、恐嚇、身心虐待、罰
款、非暫時保管之沒收或沒入學生物品等 

    本表僅屬舉例說明之性質，其未列入之情形，符合法定要件（基於處罰之目的、使學
生身體客觀上受到痛苦或身心受到侵害等要件）者，仍為違法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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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教教教    務務務務    手手手手    札（札（札（札（2020202011111111////4444））））    
    

一一一一、段考、段考、段考、段考及成績輸入及成績輸入及成績輸入及成績輸入相關事項相關事項相關事項相關事項 

1. 因應未來免試升學趨勢，校內成績對多元入學資格影響增加，請段考命題

時務必考量基測命題原則與學生程度，以中間偏易為原則。監考老師亦請

善盡監考職責，勿予學生可乘之機。此外，監考老師務必準時到達教室，

鐘響後立即發卷，且於鐘聲響畢後方可收卷，以免影響學生作答時間。 

2. 新北市教育局「北教國字第 1000317513 號」公文通知，請各級學校定期評

量命題應秉持專業，依據教學計畫之進度範圍命題，避免與先前試題高度

雷同，並嚴守保密原則，以維護學生受教權益及考試公平公正性。 

3. 各任課老師之段考段考段考段考與平時平時平時平時成績輸入工作，請依照教務處公告之輸入方式及

時限內完成。本學期因九年級將於 6 月中旬畢業，因此請任教九年級藝能

科目的老師，在第一、二次段考完成本學期兩次成績登錄動作，以便順利

進行後續畢業成績結算工作。此外，因法令規定修業期滿學生之畢業成績

需有三大學習領域以上之總平均在丙等以上，或應屆畢業學期三大學習領

域成績達丙等以上方准予畢業，因此請任教九年級藝能科之教師善意提醒

學生，並給予學生作業補繳之機會。 

二、二、二、二、授課授課授課授課相關事項相關事項相關事項相關事項 

1. 因應未來 12 年國民教育之發展趨勢，本校亟待發展符合地理位置及人文

素質之本位特色，期盼本校同仁合心協力共同思考未來發展方向，塑造本

校之良好校風與特色教學。 

2. 各任課老師請務必準時上下課，以維護學生受教權。並請各位老師持續不

斷在專業知能精益求精，以提升課程的專業性與精實度，達成「傳道、授

業、解惑」之經師、人師目標。處理學生事務時尤應注重情緒管理，避免

使用可能損害學生自尊心的口語或身體接觸行為，減少師生衝突情境，以

建立校園和諧氣氛。 

3. 重申禁止教師校外補習，違反規定者依「公立高級中等學校以下學校教師

成績考核辦法」議處。 

4. 依據北教國字第 0970480858 號公文，任課教師不得要求全班學生統一購買

參考書或測驗卷，家庭作業亦不得指定參考書或測驗卷之內容，請各位老

師配合執行。 

 

【【【【背面尚有訊息背面尚有訊息背面尚有訊息背面尚有訊息，，，，敬請翻閱敬請翻閱敬請翻閱敬請翻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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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任課教師請假時，除按規定於線上提報外，若涉及調代課、課務排代及第

八節課輔等情形，請務必事先知會教務處教學組，若未告知以致影響學生

上課權益，請自行完成後續補課事宜。 

6. 教室內之 DVD、CD 播放機、電腦、投影機、電視機等，皆屬教學設備，

非教學用途請勿使用，播放之影片需為公播版或自行拍攝之影片，若擅自

播放或同意學生播放非授權之影片，任課老師需負相關法律責任，也應避

免播放「與教學無關」之影片。 

7. 教室已安裝電腦之班級，為避免落塵，請找塊布或塑膠袋蓋或包鍵盤滑

鼠。同時請任課教師勿擅自變動教室內電腦、投影機、電視機或 DVD 播

放器之線路。 

三、三、三、三、其他通知其他通知其他通知其他通知事項事項事項事項    

1. 自 100 年 7 月 1 日起，新北市所屬之機關學校網站與信箱，tpc 將一律更

改為 ntpc。 

2. 因舊版試卷袋尚未用罄，因此本學期各項考試會混用「新北市」與「臺北

縣」兩種新舊不同印刷版本之試卷袋，特此公告敬請各位老師配合使用。 

3. 有關校務行政系統（輸入平時成績用的）： 

（1） 請至「個人資料修改」修正正確資料，E-Mail 一定要正確(可以空白)。
帳號就是「個人資料修改」之「帳號密碼管理」內的「自訂帳號」。 

（2） 如何自行還原校務行政系統之密碼：在校務行政系統首頁點「還原密

碼」，輸入相關資料，確定送出後，密碼就可還原成身分證字號。仍無法

還原密碼，請洽資訊組。 

4. 有參加縣外研習活動的老師，請記得在【校務行政系統】內之【教師研習

系統】進行線上補登，並將研習證明送至教務處教學組完成研習時數登錄

作業。 

5. 教務處更動段考及複習考之紅榜標準如下： 

（1）以各年級為單位進行成績計算。 

（2）紅榜正式定名為「莊中龍鳳榜」，各年級校排 1 至 50 名為「金桂獎」，校

排 51 至 100 名為「銀桂獎」，校排 101 名至 150 名為「月桂獎」。其中段

考各年級校排前 25 名（不分男女），及複習考男女生前 25 名將公開頒獎

鼓勵。 

    



教教教教    務務務務    手手手手    札（札（札（札（2020202011111111////6666））））    
    

一一一一、段考、段考、段考、段考及成績輸入及成績輸入及成績輸入及成績輸入相關事項相關事項相關事項相關事項 

1. 因應未來免試升學趨勢，校內成績對多元入學資格影響增加，請段考命題

時務必考量基測命題原則與學生程度，以中間偏易中間偏易中間偏易中間偏易為原則。監考老師亦請

善盡監考職責，勿予學生可乘之機。此外，監考老師務必準時到達教室，

鐘響後立即發卷，且於鐘聲響畢後方可收卷，以免影響學生作答時間。若

有【【【【試題更正試題更正試題更正試題更正】】】】情形，請確實通知學生，但若無教務處通知之【試題更正】，

請監考老師勿做額外說明。 

二、二、二、二、授課授課授課授課相關事項相關事項相關事項相關事項 

1. 本學期七、八年級各科作業抽查訂於 5 月月月月 24 日至日至日至日至 6 月月月月 2 日日日日進行，請各科

任課老師協助監督學生作業繳交情形。 

2. 因九年級畢業在即，加上天氣日漸炎熱，班級學生常有情緒浮躁情形，麻

煩任課老師嚴格控管上課秩序，並準時上下課。 

3. 轉知新北市教育局北教學字第 1000328055 號函：請各領域透過融入教學

配合「推動在地消費，提振國產米食」政策，協助推動國產米食消費。 

三、三、三、三、其他通知其他通知其他通知其他通知事項事項事項事項    

1. 本校預定於 6 月月月月 26 日日日日（（（（星期星期星期星期日日日日））））辦理新北市教師甄試筆試試場工作，屆

時會以書面資料通知擔任試場班級，請試場班級導師協助排列桌椅及維護

試場清潔工作，謝謝。 

2. 擔任八升九暑期輔導課的任課老師擔任八升九暑期輔導課的任課老師擔任八升九暑期輔導課的任課老師擔任八升九暑期輔導課的任課老師，，，，若有安排其他老師代課若有安排其他老師代課若有安排其他老師代課若有安排其他老師代課，，，，務必盡快通務必盡快通務必盡快通務必盡快通

知教務處教學組知教務處教學組知教務處教學組知教務處教學組，，，，以便安排暑期課表以便安排暑期課表以便安排暑期課表以便安排暑期課表。 

3. 本學期已屆尾聲，在此預先提醒各位老師，在新學期開始後若有進行個人

課務調動，請務必於開學兩週內通知教務處教學組。若未於期限內告知說

明，當學期中發生因課程調動衝突導致學生權益受損，請自行負責。 

4. 依據北教國字第 0970480858 號公文，任課教師不得要求全班學生統一購

買參考書或測驗卷，家庭作業亦不得指定參考書或測驗卷之內容，請各位

老師配合執行。 

5. 有參加縣外研習活動的老師，請記得在【校務行政系統】內之【教師研習

系統】進行線上補登，並將研習證明送至教務處教學組完成研習時數登錄

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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