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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報告】 

壹、 重要業務宣導 
一、 教育會考： 

(一)於 111年 5/21(六)、22(日)舉行，無論是否在入學管道使用會考成績，全體國中

應屆畢業生均應參加國中教育會考。 

(二)有關 111年國中教育會考，計分方式：維持三等級制，題型：以單一選擇題為主，

試題設計：強化素養導向。教育會考考綱不考本，試題包含學科基本素養題(核

心學科概念試題仍佔一定比例)與強化生活實踐題的設計，透過真實情境脈絡（包

含日常生活情境或是學術探究情境），進行提問，同時也會適度融入跨領域素材

與新課綱所列相關議題，試題本整體難度仍將維持難易適中。（臺師大心測中心

新聞稿) 

(三)自 111年起，教育會考各考試科目之測驗時間、題數以及命題依據等相關說明文

件下載請參見「國中教育會考網」 

https://cap.rcpet.edu.tw/PressRelease10808.html 

二、 適性入學宣導 

原訂 3/5（六）於班親會進行親師生適性入學宣導，已調整於 3/21（一）辦理校內師

生(國三)宣導講座，活動後並將講座影片及宣導簡報掛於學校網頁提供家長閱覽。 

三、 國民中學學生畢業標準（自 108學年度開始適用）：  

學生修業期滿，符合下列規定者，為成績及格由學校發給畢業證書；未達畢業標準者，

發給修業證明書： 

1.學習期間扣除學校核可之公、喪、病假，上課總出席率至少達三分之二以上。 

2.經獎懲抵銷後，未滿三大過。 

3.八大學習領域有四大學習領域以上畢業總平均成績丙等(即 60分)以上。 

※依據「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準則」(臺教授國部字第 1080065377B號) 

四、 全市 110學年度國民中小學學生學習能力檢測 

教育局暫訂實施日期：111年 5月 17日（二） 

實施對象：為國小 3至 6年級、國中 7、8年級；施測科目國小 3年級為國語文、數

學；國小 4年級至國中 8年級為國語文、數學、英語文。 

五、 110學年度國一二戶外教育校外參訪活動，原訂於 111/01/17～111/01/18辦理，因疫

情延期至 111/06/06～111/06/07辦理。 

六、 課後學藝社團：針對學術傾向較明顯的學生，為提供更加深加廣的課程內容，每年段

於課後第 9節及週六辦理學藝性社團，內容包含閱讀、英聽、邏輯推理及社會人文等

課程，期待培養孩子更多元化的能力。 

七、 111學年度新生入學事宜 

(一) 本校於 3/5(六)下午辦理學區國小銜接評量暨家長宣導座談會，歡迎小六學生及

家長報名參加。 

(二) 新生報到日期為 3/25(五)上班時間～3/26(六)中午 12時，歡迎加入營中大家

庭！ 

(三) 依據教育局來函，111 學年度公私立國中新生常態編班作業方式，統一以國小六

https://cap.rcpet.edu.tw/PressRelease10808.html


年級學力檢測國語文和數學之成績作為國一新生常態編班之依據。 

貳、 各項學習活動 

一、 定期評量時間 

第一次定期評量 第二次定期評量 第三次定期評量 

3/24(四)-3/25(五) 5/11(三)-5/12(四) 6/28(二)-6/29(三) 

二、 九年級複習考試時間表如下，每學期各兩次： 

次    數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考試日期 9/7-9/8 12/23-12/24 2/17-2/18 4/19-4/20 

考試範圍 第 1-2冊 第 1-4冊 第 1-5冊 第 1-6冊 

三、 第八節課業輔導 

於週一～週五課後第八節實施（至下午 4：40結束），遇段考日停課。以學科領域課程

為主，調查學生參加意願後開班，依教育局規定收費。 
四、 課後學藝性社團活動(第九節、週六) 

本校學藝性社團提供學生於學科領域課程統整性、探究性等加深加廣的學習內容，依

學生個別差異，分別於課後第 9節(16:45-17:30)及週六辦理，內容包含閱讀、英聽、

邏輯推理、科學探究及社會人文等課程，統整學習經驗，培養多元能力。 

五、 本學期週六學藝性社團將自 3/12(六)開始上課，請家長多留意孩子出席狀況及上下課

的交通安全。週六社團到校時間與平日上學不同，安全考量勿於 7:30 前到校，也請

準時上學勿遲到，未能到課請依規定事先完成請假。 

週六學藝性社團時間：  7:40-7:50 到校、7:55 班級點名、8:00開始上課、 

11:30半日班放學、16:30全日班放學 

六、 夜自習活動： 

為提供本校學生良好的課後溫書環境，夜自習活動視有意願參加夜自習之國三學生人

數開辦(歡迎國一、國二學生參加)，時間為晚上 6:15~8:30（課後留校用餐 17：30-18：

00，由學校代訂便當），期望透過夜自習活動培養學生複習和讀書之良好習慣。特別感

謝九年級導師協助輪值指導學生夜自習。 

七、 學習扶助課程 

本校依教育部規定辦理學習扶助課程，七八年級全體同學參加學習扶助篩選測驗(5月

份，國文、英文及數學三科)。施測成績不列入畢業成績，僅作為瞭解同學的學習狀況。

施測結果若未達 60分者，可優先參加校方開設的學習扶助課程班(小班教學完全免費)，

利用學期中課後第九節及暑期輔導下午時段上課，請家長鼓勵孩子報名參加，提升基

本學力。 

八、 第八節課輔、第九節學藝性社團及學習扶助課程(原補救教學)皆已陸續開始上課，請

家長多關心孩子學習狀況。 

九、 學生補考：每學期針對達三領域(含)以上不及格同學提早預警，並依規定於次一學期

初開學第二～三週辦理補考。請家長多注意孩子日常評量及定期評量狀況。 

十、 每週二、三、四早修進行班級空美雜誌英聽活動，每學期辦理 2次全校英聽測驗，本

學期兩次測驗日期為：4/15、6/10。 

十一、 配合台南市家庭母語月活動，鼓勵學生與家中長輩多說母語，並記錄在家使用母語

的情形。相關紀錄表於 2月份進行，3月份繳回，感謝家長協助指導。 



十二、 學校圖書館藏書豐富，提供多元化的新書供學生借閱，推行班級書箱共讀活動、鼓

勵書寫閱讀心得，並舉辦各項推展閱讀活動，提昇孩子的閱讀力。 

十三、 111年度暑假課輔及學藝社團預定辦理時間如下： 

(一) 國一新生輔導、國二暑假課輔：7/11(一)～8/5(五) 【4週】 

(二) 學藝性社團、國三暑假課輔：7/11(一)～8/12(五) 【5週】 

十四、 升學相關工作 

(一) 各升學工作陸續進行中，國三學生已於 1月份完成第一次志願試選填。陸續將有高

職特色招生甄選入學、技優甄審及五專報名…等，請家長多留意相關資訊，各項

升學簡章皆於本校網站首頁頁面左側。 

(二) 依據臺南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作業要點(110年 9月 16日修訂)，當各校報名

人數超過招生名額時，依下列同分比序順序依序比較： 

1.總積分 2.志願序 3.多元學習表現總積分 4.國中教育會考總積分 5.會考加註標

示（含總標示及國、英、數、自、社分科標示） 6.志願序內之學校序及科別序。 

(三) 相關訊息請參閱： 

「台南市教育局十二年國教資訊網」 

 臺南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作業要點 

 臺南區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免試入學超額比

序「多元學習表現」採計原則 

「111 年國中畢業生適性入學宣導網站」 

 111 學年度國中教育會考及全國高級中等學

校與專科學校五年制適性入學重要日程表 

  

 

參、 各項榮譽榜 

 臺南市 109學年度建置臺灣母語日相關網站暨競賽「甲等」 

 臺南市 110學年度國民中學落實教學正常化訪視「績優學校」 

 本校學生對外比賽各項佳績：  

項次 學生姓名 項     目 成  績 指導教師 

1 301葉沈擇禮 
臺南市 110年語文競賽決賽--原住民族

語阿美族語朗讀 
第三名 葉梅花 

2 202黃郁方 
臺南市 110年語文競賽閩南語情境式演

說 
優 勝 陳月梅 

3 

102 牛秀涵 

102 陳宜穗 

102 吳怡慧 

臺南市 110學年度本土語三項競賽「魔

法語花一頁書」 
佳 作 鄭安伶 

4 

202馮琬淇 

202陳佳欣 

202徐綉媚 

臺南市 110學年度國中英語競賽—英語

團唱 
甲 等 

蘇怡婷 

蘇秀菁 

5 202黃郁方 臺南市 110學年度國中英語競賽—英語 甲 等 莊孟綾 



說故事 

6 

203洪志慶 

203柯昱銘 

203柯力潼 

臺南市 110學年度科技教育創意實作競

賽 
第三名 王詩婷 

7 301葉沈擇禮 
臺南市 110年度原音重現—原住民族歌

謠比賽國中團體組 
第二名 葉梅花 

 

 



 

 

臺南區免試入學比序項目積分對照表 
 

 

 

 

 

比序項目 積分換算 最高 

分數 

備註 

1.志願序 志願序 第 1 志

願序學

校 

 

12分 

第 2 志

願序學

校 

 

11分 

第 3 志

願序學

校 

 

10分 

第 4 志

願序學

校 

 

9分 

第 5 志

願序學

校 

 

8分 

12分 學生參考國中學生生涯輔導紀錄手冊之

生涯發展規劃書，選填志願。 

1. 每一志願序至多可選填 3校為一群

組，其志願序積分相同。 

2. 同一志願序學校如有多科別，選填時

視為同一志願序，其志願序積分相

同。 

3. 同一學校第 2次選填，視為不同志願

序。 

4. 第 6志願序(含)後志願選填以單科為

單位，以 7分計。 

2.多 

元 

學 

習 

表 

現 

競賽成績 國際第一

名 10 分 

國際第二

名 9 分 

國 際 第

三 名 8

分 

國際第四至八名 

7 分 

 

 

 

 

 

最 

高 

採 

計 

50 

分 

1.限國中階段(七上至九上五學期)獲得

之成績始採計。 

2.競賽項目：科學展覽、各學科能 

  力競賽、語文類競賽、藝能類競 

  賽、運動類競賽。 

3.同一性質或同一項目之競賽，僅 

  擇優計分一次。 

4.本項最高10分。 

全國第一

名 7 分 

全國第二

名 6 分 

全 國 第

三 名 5

分 

全國第四至八名 

4 分 

縣市第一

名 4 分 

縣市第二

名 3 分 

縣 市 第

三 名 2

分 

縣市第四至八名 

1 分 

獎勵紀錄  1.由國中依學生表現計算之。 

2.獎勵紀錄、服務學習、社團參與各單項

最高採計15分。 

3.體適能最高採計10分。 

4.語言認證最高採計5分。 

服務學習 

社團參與 

體適能 

 語言認證  

3.就近入學 符 合 10

分 

不符0分   10分  

4.國中教育會考 會考分數五科加上寫作測驗總積分為36

分，每一科A++(7分)、A+(6分)、A(5分)、

B++(4分)、B+(3分)、B(2分)、C(1分)。 

寫作測驗6級分1分、5級分0.8分、4級分0.6

分、3級分0.4分、2級分0.2分、1級分0.1

分、0級分0分。 

36分  

參考總分 108分  



 

 

備註： 

一、 競賽成績、獎勵紀錄、社團參與、服務學習及語言認證等項，不得因同一事由重複採計

加分。 

二、 多元學習表現各項目採計依照「臺南區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免試入學比序項目多元學習

表現採計原則」辦理。 

三、 本區與共同就學區及變更免試就學區之學生，在就近入學項目其計分標準一致。 

四、 本區國中教育會考加註標示比序方式如次： 

(一)同為會考精熟級(1>2>3>………>15)： 

 1.五科 A++           6.三科 A++         11.一科 A++四科 A+ 

 2.四科 A++一科 A+    7.二科 A++三科 A+   12.一科 A++三科 A+ 

 3.四科 A++           8.二科 A++二科 A+   13.一科 A++二科 A+ 

 4.三科 A++二科 A+    9.二科 A++一科 A+  14.一科 A++一科 A+ 

 5.三科 A++一科 A+   10.二科 A++        15.一科 A++ 

(二)同為會考基礎級(1>2>3>………>15)： 

 1.五科 B++   6.三科 B++  11.一科 B++四科 B+ 

 2.四科 B++一科 B+  7.二科 B++三科 B+   12.一科 B++三科 B+ 

 3.四科 B++  8.二科 B++二科 B+   13.一科 B++二科 B+ 

 4.三科 B++二科 B+   9.二科 B++一科 B+ 14.一科 B++一科 B+ 

 5.三科 B++一科 B+  10.二科 B++   15.一科 B++ 

(三)若為部分科目精熟級、部分科目基礎級： 

1.仍依前開比序順序進行比序。 

2.A++> A+>A> B++> B+> B> C。 

(四)會考加註標示（總標示）：A++> A+>A> B++> B+> B> C。 

(五)會考分科標示（依序國文、英語、數學、自然、社會）：A++> A+>A> B++> B+>B> C。 

五、志願序內之學校序及科別序。例：第一志願序內之第一間學校之第一科別。 

六、為保障經濟弱勢學生，同分比序順序當總積分相同，以經濟弱勢學生(低收入戶子女)優

先錄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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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室報告】 

一、 榮譽榜 

(一) 恭賀本校學生參加 110學年度全市技藝教育競賽榮獲佳績。 

競賽職群 參賽選手 競賽成果 
國中 

指導老師 
合作學校 

高職 

指導老師 

機車 

基本認識 

303 戴呈育 

302 曾子謙 

301 沈聖哲 

第 2 名 

第 3 名 

第 4 名 

簡雅琦老師 新榮高中 洪春安老師 

基本 

電子應用 

302 洪均楷 

302 洪銘賢 

301 魏榮樺 

第 2 名 

第 6 名 

佳  作 

田美娟老師 陽明工商 許榮軒老師 

中餐 

廚藝製作 

301 顏文咨 

303 姜奕廷 

303 楊子億 

佳  作 

佳  作 

佳  作 

林承德老師 新榮高中 張鈴宜老師 

美髮 301 陳宥溱 第 3 名 林偉恩老師 育德工家 張育甄老師 

美容 302 姜昭卉 佳  作 林偉恩老師 育德工家 邱秀如老師 

二、業務宣導 

(一) 全國家庭教育諮詢專線 412-8185(幫一幫我)： 
1. 服務範疇:提供民眾在面對夫妻(伴侶)相處、婆媳關係、親子溝通、子女教養、婚前交

往、情緒調適、家庭資源、生活適應等各種家庭困擾之電話諮詢或面談服務。 

2. 服務時段:週一至五上午 9時-12 時、下午 2時-5時、晚上 6時-9時； 

         週六上午 9時-12 時、下午 2時-5時。 

     3.預約面談請洽行政專線:06-312-9926；或線上面談。   

       (https://web.tainan.gov.tw/family/cp.aspx?n=17225)預約時段，再由中心安排志工老 

       師進行面談；服務地點為本中心「諮詢服務處」(設立於永康區復興國小校內)。 

(二) 家庭教育中心「個別化親職教育建構最需要關懷輔導網絡」方案 

由家庭教育中心協助家長增強親職功能。若家長有此需求，由輔導室協助轉介（此方案

需簽家長同意書，中心學期初召開個案評估會議）。 

(三) 安心專線 1925、免費預約心理諮詢專線 

     「當您心情鬱卒，想有人陪伴談心事，請撥打 24小時免費安心專線 1925（依舊愛我）或 

      心理諮詢專線（06）3352982 您還好嗎？讓我們一起談談 臺南市政府衛生局關心您。」 

(四) 酒癮戒治諮詢專線 

     「喝酒不過量、健康最重要」酒癮戒治諮詢專線（06）2679751轉 176。 

     「拒絕酒癮、健康就贏」臺南市政府衛生局關心您。 

(五) 家庭教育中心分享「優質教養、健康上網–回到過去：愛要及時」影片 

  家庭教育中心特製播「回到過去：愛要及時」宣導微影片，透過影片提醒家長避免 3C便 

  利或工作忙碌而忽略關心孩子，應用真實陪伴取代 3C，時時多關懷家人，共同陪伴孩子  

  幸福成長。檢附網路正用相關資訊及資源網站(如附件)，提供家長參考使用。 

https://web.tainan.gov.tw/family/cp.aspx?n=17225


 「回到過去：愛要及時」宣導微影片連結如下: 

 臺南市家庭教育中心 FB粉絲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watch/? 

v=460101875493978 

 YouTube網址：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V7PszNK3oE 

 「網路正用相關資訊及資源網站」 

 

三、110學年度第 2學期輔導室辦理相關活動如下： 

序號 活動名稱 活動內容 

1 學生輔導 

落實校園三級輔導預防機制(發展性、介入性或處遇性輔導) 

專任輔導教師:王興誠老師、兼任輔導教師:蘇秀菁老師 

社區生活營～心理師「個別諮商」服務(3~6 月) 

教育局學生輔導諮商中心駐點社工師 

2 生涯發展教育 

全年級活動： 

高職群科參訪體驗試探活動、認識在地產業活動 

各階段心理測驗(智能、人格、性向、興趣等測驗) 

生涯發展紀錄手冊 

生涯檔案抽查及生涯檔案優秀作品評比 

一年級： 

高中、五專職群科簡介、職業萬花筒活動 

二年級： 

高中、五專職群科簡介 

三年級： 

技藝教育課程、高中職五專到校入班宣導、教育局技職博覽會、 

畢業生進路追蹤 

3 技藝教育課程 

二年級 

國中技藝教育課程遴輔及宣導說明會 

(調查學生興趣與意願、開班規劃、計畫申請) 

附件: 111學年度技藝課程入學說明會講義(家長、學生版) 

 三年級辦理抽離式，與高中職合作式的技藝教育學程 5 班 

    下學期：餐旅群、電機電子群－新榮中學 

設計群－育德工家 

機械製圖－曾文農工 

        醫護－敏惠醫專 

 下學期綜合自辦式餐旅、食品共 2 班 

 實用技能學程說明會 

4 特殊教育 

集中式特教班、分散式資源班 

特教學生 IEP 會議、學障鑑定、身心障礙學生交通補助 

各項特殊教育宣導活動、教師特教知能研習 

十二年適性安置工作、新生轉銜輔導會議 

5 生命教育 結合活動融入生命教育議題 

6 性別平等教育 

家庭暴力、兒少保護、性侵害暨性騷擾防治宣導活動 

性平入班宣導 

教師研習、年度性別議題文宣(書籤)設計比賽 

7 家庭教育暨  感謝郵您—愛家傳真情活動 

https://www.facebook.com/watch/?v=460101875493978
https://www.facebook.com/watch/?v=46010187549397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V7PszNK3oE


社區生活營親

職教育活動 

已申辦家庭教育中心、社區生活營親職教育講座，活動時間另行通

知。 

四、生涯發展紀錄手冊專區 

 

 

 

 

 

 

 

 

 

 

 

 

 

 

 

 

 

一年級學生版 二年級學生版 三年級學生版 家長手冊 

  
 

 

五、適性輔導業務宣導: 

    教育局分享志願選填輔導作業輔佐工具，置於「臺南市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資訊網」

( http://12basic.tn.edu.tw/ )/ 「適性輔導」專區，供教師、學生及家長下載。 

  相關網頁連結建置於本校校網首頁左下側圖示，點按即可連結，如右圖⬇ ⬇ ⬇ : 

  內容包含「升學進路一覽表」、「高中職 15群科簡介簡報」、 

「高職 15學群介紹」、「群科介紹影片」、「高職與五專群科攻略」「臺

南區高級中等學校及其對應職群、性向、興趣及領域參考表」等升學

資訊，歡迎各位家長下載、參閱，增進對於不同群科之認識。 

因應103學年度起多數國中畢業生將以免試入學方式升讀高級中等學校及五專，學生可參考個

人的能力、性向、興趣及人格特質等因素，選擇最適合自己的學校類別。因此，規劃辦理各項試探

及實作活動，以協助學生自我認識及探索未來進路，並提供適性的生涯規劃建議，是國中生涯輔導

工作的首要目標。 

為落實國中學生生涯輔導機制，培養學生生涯抉擇能力，並協助教師、家長在輔導學生進行生

涯規劃時有所依據，教育部著手設計生涯發展紀錄手冊，涵括：學生的成長軌跡、各項心理測驗結

果、學習成果及特殊表現、學生生涯發展歷程相關紀錄等，並透過生涯發展規劃書，幫助學生在進

行進路規劃時有更清晰、明確的步驟和方式。 

此手冊需由學生、家長與老師共同完成，平時由導師保管，每學年結束前會由學生帶回去給家

長填寫想法與回饋，並於每學期由輔導室進行審閱保管，共同協助建置這本手冊，彙集生涯規劃、

進路選擇所需的資料。建議家長可參考手冊中的各項紀錄，找時間跟孩子聊聊、聽聽孩子的想法，

也可與學校老師討論，協助孩子在生涯洪流中，找到適合的航道，盡情展現長才，發揮光熱。 

 

http://12basic.tn.edu.tw/


網路正用相關資訊及資源網站 

(一)網路成癮測驗 

您對孩子的網路使用情形瞭解嗎？知道您的孩子有下列的情形嗎？ 

1.孩子花費過多的時間上網，不敢讓我知道真正上網的時間，還會背著

我偷偷上網？ 

2.孩子因為過度上網，而影響生活作息、健康、學業成績以及和家人朋

友的關係。 

3.孩子因為上網，減少和家人互動、讀書及放棄過去他喜愛的活動時

間。 

4.孩子無時無刻都想著要上網，即使不讓他上網，他也常常心不在焉，

想著網路上的事情。 

5.雖然我告訴孩子應該減少上網時間，但孩子仍無法減少。 

6.孩子也知道上網已帶來許多壞處，但還是無法減少時間。 

7.孩子在考前壓力大、考後要舒壓、心情不好時，就上網來暫時忘掉壓

力。 

8.孩子上網的時間越來越長，才會感到滿足 

9.孩子不能上網時，就會坐立不安、發脾氣、心情不穩定、緊張或沮

喪。 

※溫馨提醒：0-2項一般使用，3-4項網路沉迷，5項以上網路成癮危險

群。 

(二)各年齡層 3C產品教養建議 

 

 

 

 

 

 

 

 



(三)「優質教養、健康上網」教養口訣：一聽、二規、三動動、四

感、五慣、六讚讚！ 

一、聽：持續傾聽孩子的需求，給予同理的回應  

二、規：訂定孩子健康上網規範  

三、動動：要孩子每 30分鐘要起來活動 10分鐘  

四、感：高四感生活( 歸屬感、愉悅感、成就感、意義感)  

五、慣：培養網路使用的好習慣  

 人：和父母討論網路交友情形 

 事：保護自己與他人隱私 

 時：規定每天網路使用時間上限；按照事情的輕重緩急排序， 

每天先做完功課再上網 

 地：睡覺時手機不放床邊，電腦放在公共區域 

 物：使用適合年齡遊戲，引導孩子正確使用網路 

六、讚讚：多稱讚孩子合理使用 3C產品的健康上網行為 

（四）相關資源網站 

1、網路成癮諮詢專線：(06)267-9751轉 176  

2、兒少網路性剝削求助資源 

◆iWIN專線：02-2577-5118 

為防止兒童及少年接觸有害其身心發展之網際網路內容，可透過此

專線舉報，iWIN會協助聯繫網絡平台，將暴力、色情、血腥、賭

博、自殺之不當內容網站下架。 

◆兒福聯盟踹貢少年專線：0800-00-1769 （諧音「一起來貢」） 

提供 13歲(含)以上至未滿 18歲少年，免付費電話諮詢服務，藉由

此專線傾聽青少年的煩惱、抒發情緒，也協助一起面對困難。 

◆全民資安素養網：https://isafe.moe.edu.tw/ 

3、全國家庭教育諮詢專線：412-8185(手機撥打請加 02) 

https://isafe.moe.edu.tw/


臺南市下營國中 111 學年度技藝教育課程說明 

 什麼是技藝教育課程？ 

想多了解或實際體驗技藝實作的同學，或對技藝學習有興趣且性向明確者，均可考慮技藝

課程。課程中「理論課少，實作課程多」，可多做實務學習，加深對職類生涯的認識。基本上

「技藝教育課程」共規劃 14 職群，但每校視學生興趣、需求於上下學期開設多個職群提供學

生選修，所以三年級學生可依興趣選修「技藝教育課程」。特色是落實多元智慧與適性發展的

教育理念，以幫助學生生涯試探。 

 那些學生適合選修技藝教育課程？ 

對職業性向明確或對技藝學習有興趣的學生，可鼓勵其在國三選修技藝教育學程。 

 技藝教育課程學些什麼？ 

「實作課程」佔大部分（約四分之三）；「理論課程」少（約四分之一）。 

110 學年度技藝教育程預計開辦「綜合自辦式」與「高職合作式」等課程， 

與高職合作式班別預計如下：(上、下學期各選擇 1 職群參加)  

開設職群 開設職群 開設職群 

餐旅群 電機電子群 醫護群 

機械群 家政群 設計群 

 

 參加技藝教育課程相關規定有哪些？ 

1.上課、請假、服儀、作業皆依本校校規與選讀職群學校之規定，未遵守者，視情節輕重予 

  以校規處分並違規記點，累計達 3次（含）者輔導退班。 

2.選讀技藝教育課程學生，其日常生活表現有違反校規小過乙次（含）以上處分，經遴輔會 

  議討論，情節嚴重者得以輔導退班。 

3.遴輔會訂有課程輔導安置（轉出入作業）及職群轉換辦法，學生如因學習適應問題，可填 

  具「家長同意切結書」，經遴輔會議討論，輔導學生轉出入與轉換職群。 

 技藝課程的上課時間在何時？ 

‧上課時間：每週三下午第 5節~第 7節課，每學期共 17次課程。  

‧技藝課程課程盡量安排在非主科時間(如：彈性課程、藝文領域、綜合領域等)，故不 

影響升學考科。 

 參加技藝課程需要費用嗎？ 

完全免費！ 歡迎參加！ 

 

 

 

每個人都有夢想，想讓夢想起飛嗎？歡迎加入技藝教育課程，讓您築夢踏實！ 

 下營國中輔導室 



如何參加技藝課程？ 

1.確認自己真的想就選讀技藝課程後，請與家長和導師討論是否適合選讀技藝課程。

2. 報名時間內填妥報名表繳交輔導室。報名時間：3月 28日~4月 6日。

3. 錄取名單請注意將統一公告各班及校內公佈欄。

附註：報名後會學校透過「遴輔會」機制來遴選，遴選項目包含：報名推薦表及適性輔導策

略參照表、日常生活表現、綜合及藝文領域成績、多元性向測驗等。 

技藝課程升學管道： 

選讀技藝課程之升學優勢(以當年度之正式簡章為準)： 

1. 依「五專優先免試入學」、「南區五專聯合免試入學」超額比序之積分採計原則，「技藝優

良」項目得依技藝教育課程平均總成績加分，上限為 3 分。

2. 依「臺南區國民中學技藝技能優良學生甄審入學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群科簡章」之技藝技能

得分核算基準，應屆畢(結)業生技藝教育課程成績優良，可依職群成績(該班 PR 值)採計

得分；若於全市技藝教育競賽中獲獎，積分計算更具優勢。

3. 曾選習國中技藝教育應屆畢(結)業生優先分發實用技能學程。

4. 依「臺南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簡章」之超額比序積分採計，「多元學習表現積分」採

計原則，若於全市技藝競賽中得獎，可依當年度「多元學習表現」計分提出申請。

貴子弟若有技職傾向，未來升學考慮五專、技術型高中(高職)、實用技能學程者，建議其

選修技藝教育課程。



【總務處報告】 

1. 本校使用「臺灣銀行學雜費繳費系統」，方便家長採網路繳費、超商/郵局繳費等方式完成各項

學雜費的繳款作業。 

 (1) 線上繳費：使用電腦登入「臺灣銀行學雜費入口網」線上信用卡繳費。 

     (2) 超商繳費：繳費期限內帶繳費單到 7-11、全家、OK、萊爾富便利超商繳費。 

     (3) 臨櫃繳費：臺灣銀行或郵局上班時間內到窗口完成繳費 

2. 110學年度上學期校園設備、環境改善執行成果: 

(1)無障礙電梯使用證照通過，正式開始使用。 

(2)校園通道鋪面路平工程 

(3)一般教室與專科教室 LED照明設備改善 

(4)活動中心漏水改善 

(5)好望角計畫西側圍牆綠籬改善初步完成。 

(6)非山非市計畫 

(a)下營國中教學大樓學生教室油漆重新粉刷 

           (b)下營國中各項教學設備採購(家政教室桌椅櫥櫃和萬用廚師機和窗型進氣排氣機、音 

樂教室課桌椅、生活教室洗衣機、美術教室教學觸控顯示器、新生書包櫃、電動柵 

欄機、活動中心投影機、教室立扇) 

(7)111年班班有冷氣 

(a)電力改善：111年 1月 17日已驗收完畢  

(b)冷氣裝設：110年 10月已安裝完畢 

(c)EMS系統：近期內將安裝完成 

(d)冷氣測試： 111年 2月 14日測試完畢 

(e)冷氣正式啟用：111年 5月 1日正式開啟(教育部補助電費月份：5、6 、9、10月) 

(8)因應行政院政策推動太陽能建置案(預計今年年底完工) 

(a)綜合型光電設施：活動中心屋頂及光電球場(因饋線不足暫時暫緩) 

(b)屋頂型光電設施：圖書館大樓及教學大樓屋頂建置光電板。 

3. 營養午餐報告 

1.本校已全面進行「校園食材登錄平臺」和「智慧化校園餐飲服務平臺」登錄作業，可直接查

閱每日食譜。因應近來食安風暴，午餐工作小組均確實辦理食材驗收並留存紀錄，若遇食材

有疑慮，立即清查、下架與停止使用，廚工平時亦做好個人衛生管理。午餐工作能順利推

動，要特別感謝廚工、工作小組同仁、各班導師的協助。 

2.本校執行教育局午餐食材三章一 Q補助計畫，食用具有標章及生產可追溯食材、或在地有機

蔬菜等農產品，讓學生吃得安心，家長放心，110年 8-12月，共可申請三章一 Q和有機蔬

菜午餐補助款 144,164元，乳飲品補助共 25,488元，感謝午餐工作小組的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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