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立北安國民中學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 
家長座談會家長建議事項各處室答覆表 

班級 建議事項 
答覆 
單位 答覆內容 

701 

1. 目前七年級的課桌高度似乎有點太高

了，以至於學生們眼睛和課本的距離太

近，手臂也得舉較高，是否能改善。 

2. 想要了解老師要如何帶領 701 的孩

子？經過一個學期對於 701 的孩子有

何建議？期待家長如何配合？老師對

自己的期許及對孩子的期許是什麼？ 

3. 想請問老師對於班級經營計畫中的班

級經營目標，老師的做法會是什麼？請

明確說明。 

4. 希望每班都有專人可以把重點和注意

事項放入班級 line 中，這樣可以讓沒注

意到的家長更明瞭。 

總務處 

 

 

教務處 

學務處 

 

 

 

 

 

 

1. 本校已採購可調式課桌椅，廠商預計於

8 月底前完成出貨，待課桌椅送達將全

面更新七年級班級教室課桌椅。目前若

有需求，可找總務處更換。 

2. 每個孩子差異性很大，導師將安排時間

與家長面對面說明。 

 

3. 導師日前已發下班級經營計畫，若有任

何疑問可與導師再做聯繫。 

 

4. 導師已與家長溝通，培養孩子記事方法。 

導師與家長代表有共同群組，相關訊息

會請家長代表代為發佈。 

702 

如何申請圖書館志工？ 教務處 圖書館志工服務時間為每週固定的午休時

間，須經導師同意方可申請。每學期會在期

初第一週於圖書館門口張貼招募公告，需求

人數 4~6人，額滿為止。 

圖書館活動志工按活動需求招募，亦公布於

圖書館門口，額滿為止。 

703 

1. 請問比序中的「志願序積分」如何使

用？每個人都填 30個志願，32分以上

才能用嗎？ 

 

 

 

 

 

 

 

 

2. 北安領域特色課程是「youtuber」、「走

讀北安」、「樂活大直」嗎？令人期待。 

 

3. 升學是很重大的事，只看文件還是不能

完全理解。 

教務處 

輔導室 

 

 

1. 會考總積分為 108 分，其中志願序此項

分數最高為 36分。每個孩子不論會考考

幾分多少都能填志願，志願數亦不限，

約九成的學生在前五志願都已選上志願

學校。志願序是每 5 個志願為同一分

數，所以第 1 志願～第 5 志願都是 36

分，第 6 志願～第 10 志願為 35 分，以

此類推。家長若有任何疑問歡迎電洽教

務主任(分機 220)或輔導主任(分機

250)，隨時為您服務。 

 

2. 除了家長所提課程，109 學年度起雙語

實驗課程也為本校特色一環。 

 

3. 本校官網「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相關宣

導」已建置「109適性入學宣導-家長篇」

為錄影檔，歡迎家長前往觀看。此外，

本校在疫情許可下暫定 6 月 6 日 (星期

六)9時至 11時假本校視聽教室辦理「適

性入學志願選填家長升學輔導說明會」

歡迎家長蒞校參加。 



班級 建議事項 
答覆 
單位 答覆內容 

704 

下雨時洗手台無遮雨棚，導致頭髮常會淋

濕，故請學校改善，謝謝。 
總務處 本校雨遮工程於 107年全面完工。洗手台處

亦有格柵擋雨，建議雨勢若較大會影響使用

時，可至廁所外之洗手台使用，在走廊內，

也鄰近教室。 

705 無 無 無 

706 

1. 如果未來有線上「影音檔」會讓線上學

校日更真實，也可對未來可能必須線上

教學預作準備。 

2. 家長座談會手冊中檔案第五頁「訓育

組」服務學習宣導事項的第三點連結網

址點進去沒有內容，但 QRCODE可掃。 

 

3. 加強學生電腦能力(線上教學)，以備不

時之需。 

4. 生活科技課的作業是否可以不要一直

畫工程圖，因為很傷視力，可以有替代

方案。/請減少繪製工程圖，因為太耗

時間。 

5. 建議學校官網資訊更新請及時。 

教務處 

 

學務處 

 

 

 

教務處 

1. 感謝建議，線上教學已進行整備。 

 

2. 因 PDF 檔直接點選網址會導致無法連

結，建議直接掃 QRCODE 或是複製網

址：http://volunteers.cityweb.com.tw/後用

新網頁開啟。 

3. 從上週起已密集安排線上補課教學講

習。 

4. 已請生活科技課程教師規劃調整。 

 

 

5. 感謝提醒，將定期更新校網。 

801 無 無 無 

802 

1. 班上用功讀書的風氣有些弱了，想想辦

法拉一拉吧。 

 

2. 感覺北安團隊溫馨、認真，就是功課上

真的要求太少，成績沒辦法提升，甚至

於被拉下，至少我是這樣感受。 

教務處 

 

1. 本校秉持適性揚才精神對於對學科有興

趣同學開設精熟班，歡迎有興趣孩子參

與。 

2. 培養孩子讀書習慣，需要我們親師生一

齊努力，若有個別需求，可與導師聯繫

討論。 

803 無 無 無 

804 

請假可以流程線上嗎？校務系統家長登

入。 
學務處 線上可申請，但仍須將紙本假單印出請家長

導師簽名，繳交至學務處，才算完成請假手

續。 

805 

1. 體育班可申請校外服務學習？ 

 

 

 

2. 希望理化、英文、數學程度再加強，生

活札記能練習寫，不為考試，而是職場

上需要條理清晰、論述清楚的文字溝

通、表達能力。 

學務處 

 

 

 

 

教務處 

1. 可以，請於校外服務學習活動前五天向

學務處訓育組提出申請(學務處有申請

表格供學生填寫)，申請核准後方可進

行，並於活動結束後七日內繳交服務學

習時數證明至訓育組，完成登錄作業。 

2. 將建議轉知各科老師，適度調整難度符

合學生學習狀況。 

806 
溫馨提醒同學聯繫班務時，勿太晚於 line
留言，因家中手機管制易錯過訊息，盡量

在學校即交辦完畢，萬分感謝。 

學務處 朝會時會再宣導通訊禮儀，也會轉知各任課

老師盡量在校內即完成交辦事項。 



班級 建議事項 
答覆 
單位 答覆內容 

901 無 無 無 

902 無 無 無 

903 

1. 資訊很多，希望有些重點可以再次提

醒。 

 

 

2. 剩最後 3個月即將畢業，煩請老師們多

留意同學們下課時的互動，加上疫情，

擔心他們會較浮動。謝謝老師們的用

心，期待大家更收心，準備五月會考，

為自己、為學校創下佳績。 

3. 若因武漢肺炎而班級停課或全校停

課，在孩子的教學進度上有何補救措

施？ 

教務處 

學務處 

1. 疫情期間訊息較多，導師會隨時發佈消

息，懇請留意，陪著孩子一起適應這稍

微複雜的時期，以免錯失重要訊息，影

響孩子升學權益。 

2. 九年級任課老師們目前正全力帶領孩子

衝刺九下課程，希望孩子一起齊心學

習，完成學習的最後一哩路。親生師互

信互敬，一定會有美好成果的。 

3. 已於 3月 28日(六)家長委員會上宣導，

本校採線上同步補課與線上自主學習兩

種方式進行。有任何問題可電洽教務處

(分機 220)。 

904 

免試入學的內容不太理解。 教務處 家長有任何疑問歡迎電洽教務主任或輔導

主任，隨時為您服務；另外學校官網「十二

年國民基本教育相關宣導」已建置「109適

性入學宣導-家長篇」為錄影檔，歡迎家長

前往觀看。此外，本校在疫情許可下暫定 6

月 6日 (星期六)9時至 11時假本校視聽教

室辦理「適性入學志願選填家長升學輔導說

明會」歡迎家長蒞校參加。 

905 無 無 無 

906 無 無 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