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北市立永平高級中學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 

 

家 長 日 手 冊 
【國中部】 

 

 

 

 

 

 

 

 

陪伴 是最好的禮物 

110.03.10 



 

 

 

 

目    錄 

校長 

 

 美感練習誌   結合美感與國際教育的自主學習課程 --------------------------- 1 

 新北學 Bar -------------------------------------------------------------- 4 

學務處 

 

 建立有品家園 ------------------------------------------------------------ 6 

 校園霸凌防制 ------------------------------------------------------------ 7 

 新北市立永平高中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規定(摘要) ------------------ 9 

 新北市立永平高中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處理流程圖 ------------------------ 11 

 新北市立永平高級中學學生獎懲實施規定 ------------------------------------ 12 

 新北市立永平高級中學學生請假細則 ---------------------------------------- 15 

 新北市立永平高級中學學生校內行動載具使用管理規範 ------------------------ 16 

 新北市立永平高級中學「資訊化校園門禁管理系統」實施作法------------------- 21 

 新北市立永平高中國中部服務學習規範 -------------------------------------- 22 

教務處 

 

 新北市立永平高級中學學生成績評量補充規定 -------------------------------- 24 

 新北市立永平高級中學學生成績評量準則 ------------------------------------ 26 

 新北市立永平高級中學成績各領域內容及成績計算方式說明 -------------------- 27 

 新北市立永平高級中學學校免試入學超額比序項目積分對照表 ------------------ 29 

 新北市立永平高級中學各入學管道暨招生名額一覽表 -------------------------- 30 

 新北市立永平高級中學國中多元適性入學管道流程圖 -------------------------- 31 

 新北市立永平高級中學基北區適性入學管道簡介 ------------------------------ 32 

 新北市立永平高級中學升學重要日程表校內公告 ------------------------------ 33 

圖書館 

 

 閱讀魔法~圖書館各項閱讀王排行榜、高中小論文及跨校網讀得獎名單 ----------- 34 

 超讚的 K書中心 ---------------------------------------------------------- 35 

  



 

 

 

 

輔導處 

 

 109學年度國中適性入學輔導系列活動 -------------------------------------- 36 

 109學年度國中適性入學相關網站資訊 -------------------------------------- 37 

 十二年國教學制介紹------------------------------------------------------- 38 

 新北巿家庭教育中心好康補給站--------------------------------------------- 39 

總務處 

 

 永平高中冷氣使用管理及費用收取辦法 ------------------------------------- 41 

 學校辦公室電話分機一覽表 ----------------------------------------------- 42 



 

 

 

 

 

 

 

 

 

 

 

 

 

 

 

 

 

 

 

 

 

 

 

 

 

 

 

 

 

 

 

 

 

 

 

 

 

 

 

 

 

 

 

 



ⷠ巾蓸
植耷倞⻍䋑用宕䎂넞秹⚥㷸吥⦐➃䧃䫵攨䘺䫏Ⰵ來肬䊨⡲娜竤♲䨾
㷸吥吥倴吥⟤Ⰹ荞⸂竤斊⯏怏չ䠦䋞劆莅囙罇պ涸㷸吥猥䭰穅
魨㷸绢礶牟♶倬⯏㻜㼠噠濼腋劍腋㷸⟃荞欽斊鸤㢵⯋㾝怵莻〵慨
涮䌌欰悴腋㛆肬Ⱘ剤㕜ꥹ稇귢涸劢⢵⚆歲Ⱇ字

穡ざ繡䠮莅㕜ꥹ來肬涸荈⚺㷸绢铭玑
չ䖰宕䎂ⴀ涮ぢ⚆歲䪪瘸呪պ
僽劥吥涸㷸吥격兞㢵䎃⢵䧮
⦛㼟չ㕜ꥹ來肬պ輑Ⰵ铭玑崞
⚥䋞劆㛆귢㷸欰Ⱘ⪔㢵⯋腋⸂
䧭捀Ⱘ剤㕜ꥹ獵⸂涸⚆歲Ⱇ字
嫦殹㔋㕜䗞傈꼛ꯓ㨢
㧶吥褜荆劥吥鹎遤㕜ꥹ❜崩䌌
⦛剚✲⯓鋊殥㛆鎯铭玑ⵄ欽

⧺傈䧴铭긅儘鹎遤罉䌌⦛䗳
갭➰ⴀ겙㢫儘䭸㼬㷸欰ꨈ⯝
鸤䧭♧❉䊨⡲頾二倴僽䙼罌
㥶⡦㼟劥吥涸㕜ꥹ❜崩铭玑秝Ⰵ
䎂傈涸铭㛔來㷸⚥黠鸫 ��� 铭
笧㻜倷罉䌌⦛鎣锸㥶⡦㖈吥鎎
䗳⥜㢵⯋鼇⥜䧴䔞䚍㷸绢眏侸
儘⢵涮㾝暶蒀铭玑劥吥來㷸
㜥㚖⛳鋊ⷔ鼇⥜駵棵ⴕ穉㼭棵

來㷸涸來㹔來㷸植㜥歋來䌌闍
鶤涸莻〵鱲ぢ⟃㷸欰捀⚥䗱涸
醳ざ䒭㾝怵㜥㖒涮㾝暶蒀铭玑
㥶穡ざ㖈㖒涸彰䊝䊛崩㷸吥劥铭
玑谁遯瘼㾝崞铭玑薊傈ㄤ
薊䗞㼭㼬麉铭玑僈傈귭呲宕糵
铭玑˘˘瘞劍鏪㷸欰⟃㢵⯋⻋
ツ植荈⚺㷸绢䧭卓

ꄠꇅ鴚㔔⪴㳴篂䳀咀䐮翞蔦╭㳴肭㸢ⶤ瞭㺥瞐㝂⩧欏硾䌁ⲙ㳴气
㐃䟜䛬溸䖦䝡┬㳴肭㐃㷞鵖溸嵛ⳛ╚僰襬蔦䉁ꇘ⯒蔦╭㳴肭溸⮵鋋

٥谁遯倰莽 � 㹐㹻厪㹐괐㾝錒♧ꥏ诔歋吥㕨嗃暟䱰꧌粭㕬嗃暟厪⿻橇⥃괐ス侵䋌䩛⡲铭玑㷸绢㊥㕼㖒⿻荈魨俒⻋

46 471



⡦閗չ荈⚺㷸绢պヤ
곃そ䙼纏僽罉䌌腋荈⚺♳铭❠
䧴㷸欰腋ꦑ䗱䨾妝荈⚺㷸绢Ⱖ
㻜չ荈⚺㷸绢պ㖈ぐ吥涸來㷸植
㜥ツ植㢵⯋垺頗劥吥竤麕铭玑
涮㾝㨽㆞⦛㢵妄鎣锸㹁锅չ���
铭笧涸䲀遤僽铭玑ⶾ倞涮㾝涸㤏
堥䧮⦛劍䖊㼟㕜ꥹ來肬秝Ⰵ吥
劥铭玑卺圓⚥雊嫦⡙㷸欰鿪「
渤պ㣐㹻钢捀չ荈⚺㷸绢պ僽
㷸欰涮䳸չ荈涮✽Ⱏ㥪պ
涸剓⢕넓植倴僽㊥欽չ荈⚺㷸
绢պ穡ざ騗㚖來㷸㛆귢㷸欰չ猰
䪮麌欽繡㷸ⶾ⡲䲿呪涮邍
Ⱇ字莅պ涸㢵⯋腋⸂植⟃劥
吥넞♧繡遯棵涸繡㷸瘼㾝铭玑
幏锓宕䎂넞⚥չ穡ざ繡䠮莅㕜ꥹ
來肬涸荈⚺㷸绢铭玑պ

騥膨呥卺Ⱏ㷸Ⱏ⪔騗㚖ざ⡲�
谁俒걆㚖莅须鎝猰來䌌䧭用來䌌
㼠噠涮㾝爢纈鹎遤灇⥜騗㚖Ⱏ
⪔䖰鋊ⷔ铭玑卺圓涮㾝湡垦
✫鍑㷸欰腋⸂莅♶ず宠侮ざ
吥Ⰹ㢫须彂鋊ⷔ荈⚺㷸绢铭
玑來䌌⦛⛳䲿ⴀչ4QPU�MJHIU 鎙
殥պ涮暶蒀铭玑斊鸤繡䠮
來㷸䞕㞯鋊ⷔ吥㕨繡㷸瑠
倴僽爢⼦繡㷸㛇㖒չ谁㞯
4QPU�MJHIU 谁遯倰莽պ㽠㖈吥Ⰹ
㔋㷎䑞㜥钲欰姽捀劥吥㢵⸆腋
谁遯㾝怵瑠繡㷸谁俒崞䖰
吥㢫谁遯㹻꽏吥ⵌ吥Ⰹ㷸欰㾝怵
˘˘瘞㘗䢀鞮㺢㢵⯋姽嚌䙂
僽䖰չ遤⽈暟긭պ涸䟝⫹ⴀ涮
圓眡吥㕨繡䠮涸繡㷸姿麥穡ざ
荈⚺㷸绢鎙殥䲿⣘㷸欰谁遯瘼㾝

麌欽瑠雊㷛㶩腋䖭䖐㖈➃俒
谁遯䞕㞯⚥巒귢繡㷸稇귢姽繡
㷸㛇㖒柔㥶㉬ⶾ⡲⸂涸悮労䬘
㼂渱⻋魨㖈劥吥㔋㷎䑞㜥卌詮
鞮⾩嫦⡙㷸㶩䪭鯺衽♶ず涸
䟝⫹⸂ㄤ〳腋䚍
缺鱲來㷸ⴕ穉㷸绢䲿呪涮邍�
⟃䖃铭玑涸鹎遤㢵捀罉䌌闍鶤䖤
㢵㷸欰莅㻜⡲鯱㼱搭罜
鏤姽铭䖕罉䌌렽⺑㷸欰騗ⴀ
㷸绢莞黠㕖䲿ⴀ荈䊹涸㷸绢鎙
殥䧮⦛⯓㼟㷸欰ⴕ䧭Ⱄ穉來
㼬剤ꡠ瘼㾝涸⯓⪔濼陏莅䪮腋
렽⺑穡ざ㕜ꥹ來肬涸繡㷸圓䟝
䲿ⴀ⦐➃涸荈⚺㷸绢鎙殥⚛倴
㷸劍劣鹎遤瘼㾝涮邍ⴲ㨥㷛
㶩⦛♶濼䨾䲃䲿ⴀ涸鎙殥黩「

٥瘼㾝չ䠮鍸պ涸㷸欰ⵄ欽垜唑鱲錬鑣ꅼ魨넓䠮㸽涸䠮鍸殥莅䝿٥谁遯倰莽⟃չ姻䌢պ捀겗䊫㦫鑣ꅼ鄄ꪶⲴ罏涸Ⰹ㢫䗱㞯莅㼩鑨

٥㷸欰㷸绢傈劥ㄤ蝠㶩醢⡲傈劥蘢麥俒⻋⡑縨痘ざ〵傈괐呔涸眏孵귭呲

48 492



銴宠ꅾ㻨涸♶鎙Ⱖ侸娝ㄧ捀㣐
㢵侸涸㷸欰傍䊺绢䢫鄄㷸绢
緄⛘荈⚺䲿呪涸鋊ⷔ腋⸂姽♧
姿♧艁⽫涸溫㻜麕玑雊㷸欰넓
钢㻜⡲涸〳顜莅鍑对㉏겗涸ꅾ銴
䚍Ⱖ⚥剤ꡠ錚㻌넓뀿侮ざ
娝秝㻜驏莅涮邍涸ꅾ銴
腋⸂鿪僽鷷姿㛆귢罉䌌佖隶
⟃䖃չ闍鶤岁պ涸⫄窡來㷸垸䒭
㼟ꅾ䗱鱲䖃來䌌爢纈Ⱏ⪔ず⭸
錚铭铭䖕陾铭˘瘞雊铭㛔來
㷸岤Ⰵ倞涸괐頗㷸欰♶⫦銴⚺
㷸绢刿銴ꡠ岤㼭穉㣎⠶涸
鹎䏞涮䳸鎣锸⼿㉂腋⸂鍑对
䕹姽⼿⡲遼瑳䩞腋㕰ざ⡲㸤
䧭㼭穉⟤

Ⱙ眕㷸绢䒊縨荈⚺㷸绢㼠⼦�
歋倴䲿ⴀ荈⚺㷸绢鎙殥僽倞涸㷸
绢竤뀿來䌌⦛ꧪ搭钢溫來㼬
⡎僽㷸欰䲿ⴀ涸鎙殥ㅷ颶⽿衆䊴
欩㣐䌌⦛㛚䭰㷸欰䗳갭ꅾ倞
唚椚㷸绢竤뀿ⱄ妄䲿ⴀ痘ざ宐䎂
涸荈㷸鎙殥竤麕㢵妄鎣锸䖕
罉䌌⦛䲿陾䒊縨侸⡙䎂〵䲿⣘荈
⚺㷸绢㼠⼦涸䗳銴䚍雊鋷䌌欰
腋仑《剤ꡠ鎝䜂剤⸔䒊圓濼陏
莅竤뀿⫄䪭劥吥荈⚺㷸绢㼠⼦
⺫わ鋊ⷔչ荈⚺㷸绢 JHU 久铭禺窡
㷸绢鎙殥來㷸պ倰⤑㷸欰㷸绢麌
欽〥㢫⛳䲿⣘荈⚺㷸绢㻜倷銴
럊稣⿻歍锞崩玑莅眕⢿雊

㷸欰剤呪⢿〳䗅罉䌌⦛䲿⣘㷸
欰涸⮛葻⡲ㅷ雊Ⱖ➮ず㷸腋ꠗ
鷴麕錚䷒ⴕ❧莅Ⱙ眕㷸绢㷸欰
⦛穅腋䲿ⴀ痘ざ劍䖊涸荈⚺㷸绢
鎙殥✫姽չⰟ㷸Ⱏ❧պ涸荈⚺
㷸绢㼠⼦䒸㼬㷸欰荈⚺遤㷸
绢䧭捀劥吥䌌欰铭玑㼩鑨涸ꅾ
銴㷸绢䎂〵
瘼㾝涮邍穡ざ繡䠮莅㕜ꥹ來肬�
來䌌荈涮䚍鳵椚剤ꡠ繡䠮來肬ㄤ
㕜ꥹ來肬涸灇绢鷴麕㼠㹻㾝怵
鏞崞㻜㖒乽⡲㾝植铭玑
㢵⯋䚍鞮㺢㷸欰㷸绢Ⰹ巒來
㷸㜥㚖ꂂざ㻜⡲崞侮⦐吥

㕨鿪䧭捀㷸绢涸㜥㚖罉䌌⦛䋞
劆䖰來㷸涮䟝ⵌ⟃㷸欰捀⚥䗱涸
㷸绢劍⟃㢵⯋⻋㾝植㷸绢䧭卓
⧩䖤♧䲿涸僽㷸欰⦛䲿ⴀ涸ぐ
穉荈⚺㷸绢倰呪ⶾ䠑⼧駈䧭
卓⟂➃끇蒈倴垜唑鱲錬涮
植㷸欰腋麌欽殥鑣ꅼ魨넓䠮㸽
涸䠮鍸莅㕜ꥹ鋕ꅿ⛳剤㷸欰⟃
娜〷儘捀⚺鯥鋊ⷔ⚮饱麕
植㖈ㄤ劢⢵涸䟝⫹瑠〥♧穉
捀吥㷸欰䩧鸤冾ꨆ铭噠㠺⸂涸
捦䩯齦㗂㖈㾝㜥♴倰ꤿ⯕睨
麕❀䕙䋒巜괐銔⢵⚆歲糔
秼牬ㄤ饱⢵㷛㶩⦛倴㔋㷎䑞㜥
䒊縨用넓鸤㘗邍麨䟝䱣膨
罌⽷⚆歲栽䖤չꅾ欰պ涸䠑韍չ殆

涯պ瘼㾝僽㷛㶩⦛涮䳸䟝⫹
⟱㕬佖鸤罉莍垜唑䕙粭ⴀ♧
⦐鰋논䠨䠑〳⟃冾儘瑠涯涸㼭
㼭錬衆剤♧穉㷸欰䲿ⴀչ䗂〢
괐պ鎙殥鷴麕䞕㞯⡑縨邍麨
㼩牏昿牏嫢涸䙼䙂诔衽牏昿涸
傈鎹䩛珳撑晚瑭馊儘瑠㔐ⵌ
䗂〢儘➿鋅阮牏昿嫢涸㛚頻䠦
䞕 � 荈⚺㷸绢涸㼭㼭瘼㾝➃䒂糵✫
㷸㨱穡ざ繡㷸莅㕜ꥹ䕙粭㷸吥
涸㕜ꥹ㕠碌㾝怵ⴀ礶ꅷ涸瘼㾝
崞雊吥㕨⯏怏繡뜩涸끇㋐
㋎饱䌌欰稣芵涸✽莅ꡠ岤
罉䌌⦛妇㋐㖒ⴕ❧չջ⸗⸂涸
麕玑剓繡㥪ռ殹 ��� 铭笧㉬

鷴麕荈⚺㷸绢瘼㾝雊劥㾂넞♧
繡遯棵㷛㶩剤✫♶ず涸㷸绢괐兞
涮䳸ⶾ䠑䟝⫹鷴麕㻜⡲麌欽雊
吥㕨㟞幑鏪㢵䠮莅谁遯孵䜂պ
Ⱖ㻜剓넞涸㷸绢㞯歲僽չ怔嵥
㷸绢'MPBUJOH�-FBSOJOH坿㖈
Ⱖ⚥պ넞♧繡遯棵䌌⦛穡ざ
չ㺲來倴坿պ涸椚䙂䒸㼬㷸欰
麌欽吥㕨繡㷸瑠鹎遤铭玑來㷸
雊㷸绢⯏怏չ剤䠑纏涸坿馱պ
✲✲剤坿馱贖贖涼䠑纏雊㷸
欰㖈⯏怏䠅䜤涸䗱䞕♴㷸绢㖈
㻜驏涸崞⚥傻螠荈䊹雊㷸欰
㼩㷸绢欴欰攨䞕䲿⼮荈䊹涸䫵
頾宐彋⿻䧭㽠鸏䩞僽䲀荈⚺
㷸绢涸ⴲ邪

٥չ殆涯պ瘼㾝佖鸤罉莍垜唑䕙粭ⴀ♧⦐鰋논䠨䠑涸鱲錬

㕬晚䲿⣘ⷠ巾蓸50 513



 

 

新北學 bar 介紹 

 

 

4



 

 

 

 

 

 

5



 

 

建立有品家園（第二學期） 

一、 家庭、校園一同推動「每月一品德」。 

二、 成功的品德訓練的要素 

(一)示範好品格：最好的教導方法是身教，先要求自己，再引導別人 

(二)讚美好品格：例如「好極了！你上課專注，讀書又勤奮，所以拿滿分。」 

(三)教導好品格：為品格特質下定義，並用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事連結。 

(四)識別好品格：藉著用品格特質的定義來衡量我們的言行和態度。 

(五)疏導糾正以培養好品格：父母可以用問題如：「你誠實嗎？」「你感恩嗎？」 

三、 第二學期實施內容： 

月 品德 定義 我能 佳句 

2 守時 
（Timekeeping） 

在對的時間
做對的事，
來表示對別
人的重視。 

1. 在對的時間到對的地點。 
2. 提前做完工作。 
3. 對意外的擱延有心理準

備。 

如果時間是一切事物

最珍貴的，那浪費時

間就是最大的揮霍。 

3 正義 
（Justice） 

有勇氣做正
確的事，並
保持公正。 

1. 遵守師長指導，表現良好
行為。 

2. 理解並遵守規範，公平待
人。 

3. 思辯何者是對的事情，並
能表達自己的想法，運用
有效的方法伸張正義。 

正義是苦難者的希望

和犯罪者的畏懼之所

在。 

4 合作 
（Cooperation） 

大家一起工
作，共同努
力以達到目
的。 

1. 貢獻自己的長處，並為整
體利益適時謙虛退讓，以
達成團隊的目標。 

2. 適時鼓舞成員的士氣，積
極爭取團隊榮譽。 

3. 協調團隊成員不同的意見
與能力，以達工作目標。 

一人難挑千斤擔，眾

人能移萬座山。 

5 誠信 
（Honesty） 

真心誠意的
待人，信守
承諾，言行
表現一致。 

1. 信守本份與承諾，去做對
的事。 

2. 真誠地與他人相處，建立
良善關係。 

3. 盡己之力，為服務公眾許
下承諾，並付諸行動。 

君子改過，小人飾

非。 

6 反省 
（Introspection） 

能針對自己
的言行、舉
止、想法加
以檢討，並
進一步積極
地改善。 

1. 真心接受他人指正，並修
正過錯。 

2. 從別人的表現，想到自己
的不足，並加以改進。 

3. 讓省思成為自己的習慣，
並持續追求成長。 

靜坐常思己過，閒談

莫論人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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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霸凌防制 

一、校園霸凌定義 

(一)具有欺侮行為。 

(二)具有故意傷害的意圖。 

(三)造成生理或心理侵犯的結果。 

(四)加害與被害人雙方勢力(地位)不對等。 

(五)其他經學校「防制霸凌因應小組」確認為個案者。 

 

二、被霸凌了怎麼辦？ 

我被霸凌了該怎麼辦？ 

支援管道 處置 

向導師、家長反映 

 

向學校投訴信箱投訴： 

d220@yphs.tw或 

學校霸凌投訴電話：(02)3233-9456 

 

向新北市反霸凌投訴專線投訴 

1999 

於校園生活問卷中提出 各級教育行政主管機關：每學期辦理不

記名生活問卷。 

學校：每年 4月及 10月各辦理以次記

名或不記名校園生活問卷。 

其它（警察、好同學、好朋友） 向學校反映 

 

  

偏差行為輔導 

（導師、家長） 

校園霸凌評估會議確認 

啟動霸凌輔導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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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有關學生為霸凌行為之法律責任部分 

責 任 
性 質 

行 為 
態 樣 

法 律 責 任 備 註 

刑 罰 傷害人
之身體
或健康 

依刑法第 277條，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 3年以
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1千元以下罰金。因而致人於死
者，處無期徒刑或 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
3年以上 10年以下有期徒刑。 

依少年事件處理法
規定，7歲以上未
滿 12歲之人，觸
犯刑罰法律者，得
處以保護處分，12
歲以上 18歲未滿
之人，得視案件性
質依規定課予刑責
或保護處分。 

依刑法第 278條，使人受重傷者，處 5年以上 12年以
下有期徒刑。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 7年以
上有期徒刑。 

剝奪他
人行動
自 由 

依刑法第 302條，私行拘禁或以其他非法方法，剝奪
人之行動自由者，處 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3百
元以下罰金。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 7年以
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 3年以上 10年以下有期徒
刑。未遂犯亦處罰之。 

強 制 依刑法第 304條，以強暴、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
妨害人行使權利者，處 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3
百元以下罰金。未遂犯亦處罰之。 

恐 嚇 依刑法第 305條，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
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於安全者，處 2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 3百元以下罰金。 
依刑法第 346條，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
以恐嚇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 6月以上
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1千元以下罰金。其獲得
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未遂
犯亦處罰之。 

侮 辱 依刑法第 309條，公然侮辱人者，處拘役或 3百元以
下罰金。以強暴公然侮辱人者，處 1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 5百元以下罰金。 

誹 謗 依刑法第 310條，意圖散布於眾，而指摘或傳述足以
毀損他人名譽之事者，為誹謗罪，處 1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 5百元以下罰金。散布文字、圖畫犯前項
之罪者，處 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1千元以下罰
金。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但
涉於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者，不在此限。 

民 事 
侵 權 

一般侵
權行為 

依民法 184 條第 1項，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
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
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 

 

侵害人
格權之
非財產
上損害
賠 償 

依民法 195 條第 1項，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
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
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
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其名譽被侵害者，並得請求
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 

 

行 政
罰 

身 心 
虐 待 

依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第 58條第 1項，處新臺幣 6萬元
以上 30 萬元以下罰鍰，並公告其姓名。 

依行政罰法第 9 條規定，未滿 14
歲人之行為，不予處罰。14 歲以
上未滿 18 歲人之行為，得減輕處
罰。 

四、有關法定代理人就學生所為霸凌行為之法律責任部分 

   兒童及少年屬民法第 13 條未滿 20歲之未成年人，如其成立民事上侵權行為，法定代理人

依同法第 187條應負連帶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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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立永平高中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規定(摘要) 
                                                                       101.12.O6 經校務會議通過 

二、本規定用詞定義如下： 

（一）性侵害：指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所稱性侵害犯罪之行為。 

（二）性騷擾：指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未達性侵害之程度者： 

1.以明示或暗示之方式，從事不受歡迎且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

為，致影響他人之人格尊嚴、學習、或工作之機會或表現者。 

2.以性或性別有關之行為，作為自己或他人獲得、喪失或減損其學習或工作

有關權益之條件者。 

（三）性霸凌: 指透過語言、肢體或其他暴力，對於他人之性別特徵、性別特質、

性傾向或性別認同進行貶抑、攻擊或威脅之行為且非屬性騷擾者。 

（四）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指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之一方為學

校校長、教師、職員、工友或學生，他方為學生，且包括不同學校間所發生

者。 

（五）教師：指專任教師、兼任教師、代理教師、代課教師、護理教師、教官及其

他執行教學、研究或教育實習之人員。 

（六）職員、工友：指前款教師以外，固定或定期執行學校事務之人員。 

（七）學生：指具有學籍、接受進修推廣教育者或交換學生。 

七、本校教職員工生於進行校內外教學活動、執行職務及人際互動時，應尊重性別多元

及個別差異。 

八、本校教師於執行教學、指導、訓練、評鑑、管理、輔導或提供學生工作機會時，在

與性或性別有關之人際互動上，不得發展有違專業倫理之關係。 

教師發現師生關係有違反前項專業倫理之虞，應主動迴避或陳報學校處理。 

九、本校教職員工生應尊重他人與自己之性或身體之自主，避免不受歡迎之追求行為，

並不得以強制或暴力手段處理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衝突。 

十、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之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 (以下簡稱申請人)、檢

舉人，得以書面向行為人於行為發生時所屬之學校申請調查或檢舉。 

十二、本校校長、教師、職員或工友知悉疑似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者，應

立即依相關法律規定由輔導處向社政主管機關進行責任通報；並由學務處進行校

安通報，至遲不得超過二十四小時。除有調查必要、基於公共安全考量或法規另

有特別規定者外，對於當事人及檢舉人之姓名或其他足以辨識其身分之資料，應

予以保密。 

十四、本校受理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時，以學生事務處(學輔處或教導處)為

收件單位。 

十九、本校調查處理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時，應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當事人為未成年者，接受調查時得由法定代理人陪同。 

（二）行為人與被害人、檢舉人或受邀協助調查之人有權力不對等之情形者，應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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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其對質。 

（三）基於調查之必要，得於不違反保密義務之範圍內另作成書面資料，交由行為

人、被害人或受邀協助調查之人閱覽或告以要旨。 

（四）就行為人、被害人、檢舉人或協助調查之人之姓名及其他足以辨識身分之資

料，應予保密。但有調查之必要或基於公共安全考量者，不在此限。 

（五）申請人撤回申請調查時，為釐清相關法律責任，本校得經所設之性平會決

議，或經行為人請求，繼續調查處理。本校所屬主管機關認情節重大者，應

命事件管轄學校繼續調查處理。 

二十一、為保障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當事人之受教權或工作權，本校相關

處室必要時得為下列處置： 

（一）彈性處理當事人之出缺勤紀錄或成績考核，並積極協助其課業或職務，得

不受請假、教師及學生成績考核相關規定之限制。 

（二）尊重被害人之意願，減低當事人雙方互動之機會。 

（三）避免報復情事。 

（四）預防、減低行為人再度加害之可能。 

（五）其他性平會認為必要之處置。 

前項必要之處置，應經性平會決議通過後執行。 

二十二、本校應視當事人之身心狀況，主動轉介至各相關機構，以提供必要之協助。但

學校就該事件仍應依本法為調查處理。 

二十三、本校於必要時，應對當事人提供下列適當協助： 

（一）心理諮商輔導。 

（二）法律諮詢管道。 

（三）課業協助。 

（四）經濟協助。 

（五）其他性平會認為必要之協助。 

前二項協助得委請醫師、心理師、社會工作師或律師等專業人員為之，其所需

費用，應由本校編列預算支應之或向教育局申請補助經費。 

二十六、本校受理申請調查或檢舉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經性平會調查屬

實後，應依相關法律或法規規定懲處。若其他機關依相關法律或法規有懲處權

限時，本校應將該事件移送其他權責機關懲處；其經證實有誣告之事實者，並

應依法對申請人為適當之懲處。 

本校依前項規定為懲處時，應依下列規定處理： 

（一）校園性騷擾事件情節輕微者，得僅依本法第二十五條第二項規定為必要

之處置。 

（二）前款以外之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得依相關法律或法規規

定懲處，並得依本法第二十五條第二項規定為相關處置。 

本法第二十五條第二項所定處置，應由本校相關處室執行，執行時並應採取必

要之措施，以確保加害人之配合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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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立永平高中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處理流程圖 
 

 

 

 

 

檢舉           申請調查 

 

 

 

                                                 向 

                                                   

                                         

  

 

 

 

 

                              調查完成 

 

 

 

 

                   

 

 

 

                                      20 日內向 

 

 

 

 

                   

 

 

  

3日內 

通知處理結果 

送
交
權
責
單
位 

30日內書面通知申復人申復結果 

20
日
內
書
面
通
知
申
復
人
有
無
理
由 

性平會 

不成立調查小組 

檢舉人 申請人或行為人 

申請人或行為人不服申復結果，視申請人或行為人之身分，

依現行相關法規提起救濟。(參照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34條) 

20 日內書面通

知申請人或檢

舉人是否受理 

不受理 

受理 

學務處收件 

 

申
請
人 

  

檢
舉
人 

 

申請人或檢舉人

20 日內 
性平會申復 

學務處收件 

申請人或檢舉人 20 日內 

未收到是否受理書面通知 

成立調查小組 

事件成立＋懲處或輔導建議 事件不成立 

學生獎懲委員會 

教師評審委員會 

職員考績委員會 

有理由 

無理由 

性平會申復 

通知處理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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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巿立永平高級中學學生獎懲實施規定 
中華民國 103年 6月 30日校務座談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3年 12 月 11日校務會議修正 
中華民國 104年 4月 30日校務會議修正 

中華民國 104年 12 月 10日校務會議修正 
中華民國 105年 5月 5 日校務會議修正 
中華民國 105年 12 月 8日校務會議修正 

一、 本規定依新北市國民中學及高級中等學校學生獎懲實施要點第五點第七

項規定訂定之。 

二、 新北市立永平高級中學(以下簡稱學校)為鼓勵學校學生優良表現，得採

取下列獎勵措施： 

（一） 口頭嘉勉或公開表揚。 

（二） 嘉獎 
1. 服裝儀容經常整潔，合於規定，足為同學模範者。 
2. 禮儀周到足為同學模範者。 
3. 生活言行學業較前進步，有事實表現者。 
4. 拾獲有相當價值之財物不昧者。 
5. 與同學互助合作者。 
6. 能主動扶助尊長、老弱婦孺，有具體事蹟者。 
7. 愛護公物有具體事蹟者。 
8. 主動為公服務者。 
9. 領導同學為團體服務者。 
10. 擔任各級幹部滿一學期，且善盡職責者。 
11. 參加體育運動具有運動精神、運動道德，表現優良者。 
12. 參與校內活動確有成績表現者。 
13. 代表學校參加校外活動表現優良者。 
14. 具有相當於以上各款之優良行為之一，合於記嘉獎者。 

（三） 小功 

1. 行為誠正，有具體事實表現，增進校譽者。 

2. 倡導正當課餘活動成績優良者。 

3. 見義勇為能維護團體或同學權益者。 

4. 敬老扶弱，有顯著之事實表現者。 

5. 參加各種服務表現優異者。 

6. 熱心公益活動，有具體表現者。 

7. 維護團體秩序表現優異者。 

8. 擔任各級幹部滿一學期，且負責盡職表現優異者。 

9. 代表學校參加政府主管單位主辦市級性以上競賽，成績特優或

第一名者。 

10. 具有相當於以上各款之優良行為之一，合於記小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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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大功 

1. 愛護學校或同學，確有特殊事實表現，增進校譽者。 

2. 提供優良建議，並能率先力行，增進校譽者。 

3. 參加各項服務，表現卓越者。 

4. 代表學校參加政府主管單位主辦全國性以上競賽，成績特優

或第一名者。 

5. 具有相當於以上各款之優良行為之一，合於記大功者。 

除前項各款之獎勵外，得另給予其他適當獎勵。 

三、 學生行為不當且情節輕微者，應予糾正，並採取適當之輔導與管教措

施。 

學校採取適當之輔導與管教措施而無效果時，得視學生違規情節輕重，

採取下列懲罰措施： 

（一） 警告 

1. 無正當理由，上課經常遲到、曠課者。 

2. 未依規定時間繳交作業，經催繳仍未改善者。 

3. 未依校園行動電話使用規則違規使用手機者，及未經師長同意

使用平板電腦、筆記型電腦、電動玩具、MP4等相關 3C電子產

品者。 

4. 未經師長同意，私接電源或視聽器材者。 

5. 違反交通規則或被無照駕駛同學載乘者者。 

6. 塗改或冒用師長名義於點名簿、請假單、成績單或其他資料

者。 

7. 團體清潔工作不盡職，經勸告仍不改正者。 

8. 擔任班級幹部敷衍塞責，嚴重影響工作推展者。 

9. 集會無故不參加或中途離開者。 

10. 欺騙師長，有具體事實者。 

11. 破壞環境衛生情節輕微者。 

12. 因過失造成公物毀損，未能主動報告尋求解決者。 

13. 對他人不當侵犯隱私、言語或態度上騷擾有具體事實者 

14. 未經同意借取或占有他人財物，有明確事實者。 

15. 對師長或學生為性騷擾情節輕微，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決議懲處者。 

16. 作品抄襲經他人檢舉，有具體事實者。 

17. 在走廊、樓梯、教室內從事奔跑、球類運動或其他行為危及他

人安全者。 

18. 上課、團體活動或集會時不當行為影響秩序者。 

19. 在公共場所或乘坐大眾運輸工具(含校車)影響秩序，不遵守團

體規範者。 

20. 具有相當於以上各款之不良行為之一，合於記警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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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小過 

1. 同一學期中再犯前款之規定者。 

2. 不假離校外出者。 

3. 課堂平時考試舞弊者。 

4. 冒用他人名義致損及他人隱私或權益，有具體事實者。 

5. 攜帶或公開刀械等違禁物品(如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第四十三條所揭禁止行為所列之物品)。 

6. 提供自己或他人使用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四十三

條所揭禁止行為所列之物品。 

7. 攜帶或使用與毒品相關之施用器具(如電子菸、毒品吸食

器)。 

8. 破壞公物或公告物品，影響校園工作推展或安全維護者。 

9. 以肢體行為侵犯他人者。 

10. 於公開場域(含網路公共空間)張貼散布不實言論或不雅字

眼，攻擊或毀謗他人者。 

11. 竊取他人財物，有具體事實者。 

12. 蓄意聚眾，對師長或他人(同儕、校外人士)有不當侵犯隱

私、言語或態度上騷擾之具體事實者。 

13. 具有相當於以上各款不良行為之一，合於記小過者。 

（三） 大過 

1. 定期考試或重大試場考試舞弊者。 

2. 參加幫派等不良組織或出入賭場等違法或不當場所。 

3. 無照駕駛汽機車者。 

4. 入侵學校或公共網路進行資料竊取、竄改或刪改破壞，情節

重大者。 

5. 以肢體暴力傷害他人或以強暴、脅迫、恐嚇等手段勒索他人

財物者。 

6. 對師長或他人有惡意侮辱、謾罵等言語上攻擊，情節重大

者。 

7. 違反網路使用或智慧財產權相關法令規定，影響校譽情節重

大者。 

8. 對師長或學生為性騷擾、性侵害或性霸凌情節重大經學校性

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決議懲處者。 

9. 具有相當於以上各款之不良行為之一，合於記大過者。 

（四） 依輔導管教目的所為之其他適當懲罰。 

四、 學生犯過經輔導管教後，受警告以上之處分，得向學務處提出申請「改

過銷過」。改過銷過之實施依本校學生『改過銷過』實施規定辦理。 

五、 本規定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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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立永平高級中學學生請假細則 

一、凡本校學生如因故不能到校或缺課者，一律依照本規則辦理請假手
續，否則依章處罰。 

二、請假手續： 
（一）填寫請假報告單，送請各班導師簽註意見，蓋章後再送學務處

核准後始有效。 
（二）凡請事假須有家長之證明，並於事前請准；請病假在三日以上

者，須有醫院診斷證明書憑辦。 
（三）請假報告單及證明書有塗改時無效，並照章懲處。 

三、請假類別如下： 
（一）公假：經校方指派為公服務而請假。 
（二）事假：因不得已之事故而請假。 
（三）病假：因疾病而請假(含懷孕)。 
（四）喪假：直系血親之親屬（祖父母、外祖父母、父母）及兄弟姐

妹逝世者始可請喪假，並須檢附訃文辦理。 
四、准假手續： 

（一）臨時外出 
1.來學校後，突覺身體不適或家裡有緊急特殊事件發生，必須

馬上返家。 
2.至學務處報告並領取「臨時外出單」。 
3.填妥外出單，送導師處簽章，並由導師連絡家長。 
4.將外出單送回學務處，由教官簽章核可後，始可外出。 
5.「臨時外出單」學務處聯，由學務處收執，警衛室聯於門口

交由校警先生收存，自存聯由學生自行保存備查。 
返校後，仍需依正常程序完成請假手續。 

（二）請假未超過一天（包含一天），由家長及導師簽章後，將假本學
務處留存聯撕下，投入學務處請假箱中，即完成請假手續。 

（三）請假二日（含）以內，除前項規定程序外，須報請學務處生活
教育組長核准後登記。 

（四）凡請假三日者，須報請學務主任核准後登記。 
（五）凡請假三日以上須經學務處報請校長核准後登記。 
（六）請假手續不完整者無效。 
（七）請假須於期滿返校後十日內完成請假手續，逾期一個月內補請

假記警告乙次；逾期一個月至兩個月內補請假記警告兩次； 
超過兩個月不予補請假。 

（八）補請假及公假均須報請學務主任核准。 
五、請假時數計算：請假一日以上每日以七小時計算。 
六、請假注意事項： 

（一）事假：須於事前請准，如急事不及事前請假者，須由家長於當
日以電話向學務處報備，事後依規定辦理請假手續。 

（二）病假：在校請假經護士、護理教師證明；在家請假須由家長於
當日以電話向學務處報備，事後依規定辦理請假手續。 

（三）公假：須持有公假通知單，由行政單位填列名單，經學務處簽
准後生效。 

（四）更正：自公佈日起，限三日內提出證明，向學務處更正，逾期
不予受理。 

七、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另案簽核並公佈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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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立永平高級中學學生校內行動載具使用管理規範 

經中華民國 108年 8月 27日校務會議通過 

經中華民國 108年 12月 12日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一、依據：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108年 6月 19日新北教研資字第 1081117528號

函，及 99年 12月 8日校務會議通過新北市立永平高級中學學生使用行動電

話管理要點辦理。 

二、目的：為促進課堂學習成效，教導本校學生使用行動載具禮儀，以培養尊重

他人之情操，特訂定本管理規範。 

三、申請程序： 

家長簽署同意書後，統一繳至學務處彙整，全學制實施。 

四、使用規定： 

(一)管制時間：上午 07：30至放學期間，一律關機禁止使用。 

(二)保管方式：(學生須能配合下列管理，始能申請攜帶行動載具設備) 

1.本規範所稱行動載具設備，泛指具備電信通訊或網路通訊功能之行動

電話、平板電腦、筆記型電腦等 3C 電子產品(裝置)及相關蓄電設備。 

2.上午 07：30至放學期間，由各班律定負責人於早自習收齊，關機並置

於保管箱中，送至學務處各班保管櫃上鎖保管(由導師協助點收，避免

有損毀的爭議)。 

3.保管櫃鑰匙統一由各班導師或指定專人保管，學務處得留存備份。 

4.遲到學生，到校即繳交行動載具設備給負責人，繳至學務處統一保

管。 

5.學生欲請事假離校，由負責人陪同至學務處領取行動載具設備，並將外

出單置於班級保管櫃，提醒領回負責人。 

6.每日下午第七及第八節下課時間，由負責人至學務處領回保管箱，攜回

教室發還申請同學，俟下課鐘響課程結束後，始得開機使用。 

7.教師上課期間如因課程需學生使用行動載具設備，由教師親自學務處

登記填具申請，於前一堂下課時請該班負責人至學務處領取，課程結束

後，繳回學務處保管(附件 2、3)。 

(三)家長於上學期間，有重要事件需聯繫者，可透過學校傳達通知，學務處電

話 32339456；學校總機 22319670轉 224、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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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網路社群規範： 

    為建立友善教育環境，淨化社群對話品質，學生間成立網路社群成員應遵守

規範如次： 

1.非經當事人或監護人同意，不得發表與學生個人有關訊息。 

2.不得發布未經查證，以及涉及個人隱私及權益的訊息。 

3.網路社群以訊息公告為主，不得作為批評他人的平台。 

六、違規處置： 

(一)凡違反上述規定者，由學務處代為保管至當日放學後，記警告乙次及抄

寫規範一遍，通知家長後自行領回。 

(二)未經申請程序，攜帶行動載具設備到校，記警告乙次及抄寫規範一遍，

通知家長後自行領回。 

(三)已申請而違規於管制時間內使用者，由學務處代為保管至當日放學後記

警告乙次及抄寫規範一遍，通知家長後自行領回。 

(四)其它未按規定使用行動載具設備者(例如：偷拍、錄音、上網、打電動、

聽音樂…等等)，依違規情節，涉校規懲誡輕重給予處分。 

(五)利用行動載具設備做為聚眾滋事之聯繫工具者，記過兩次以上處分。 

(六)利用學校電源實施行動載具設備充電，記警告乙次及抄寫規範一遍。 

七、其他： 

(一)在公共場合使用行動載具設備時，不得大聲喧嘩與口出穢言。 

(二)行動載具設備屬於個人貴重物品，需妥慎保管。 

八、本規範經校務會議討論通過，並經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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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新北市立永平高級中學行動載具使用管理規範 

一、 為促進課堂學習成效，教導本校學生使用行動載具禮儀，以培養尊重他人

之情操，本校於學務處設置保管櫃，供各申請班級使用。 

二、 上午 07：30至放學期間，一律關機禁止使用。 

三、 本規範所稱行動載具設備，泛指具備電信通訊或網路通訊功能之行動電

話、平板電腦、筆記型電腦等 3C電子產品(裝置)及相關蓄電設備。 

四、 上午 07：30至放學期間，由各班律定負責人於早自習收齊，關機並置於保

管箱中，送至學務處各班保管櫃上鎖保管(由導師協助點收，避免有損毀的

爭議)。 

五、 保管櫃鑰匙統一由各班導師或指定專人保管，學務處得留存備份。 

六、 遲到學生，到校即繳交行動載具設備給負責人，繳至學務處統一保管。 

七、 學生欲請事假離校，由負責人陪同至學務處領取行動載具設備。 

八、 每日下午第七及第八節下課時間，由負責人至學務處領回保管箱，攜回教

室發還申請同學，俟下課鐘響課程結束後，始得開機使用。 

九、 家長於上學期間，有重要事件需聯繫者，可透過學校傳達通知，學務處電

話 32339456；學校總機 22319670轉 224、228。 

十、 學生須能配合上述管理，方能申請攜帶行動載具到校。違規處置如后： 

(一)凡違反上述規定者，由學務處代為保管至當日放學後，記警告乙次及抄寫

規範一遍，通知家長後自行領回。 

(二)未經申請程序，攜帶行動載具設備到校，記警告乙次及抄寫規範一遍，通

知家長後自行領回。 

(三)已申請而違規於管制時間內使用者，由學務處代為保管至當日放學後記警

告乙次及抄寫規範一遍，通知家長後自行領回。 

(四)其它未按規定使用行動載具設備者(例如：偷拍、錄音、上網、打電動、聽

音樂…等等)，依違規情節，涉校規懲誡輕重給予處分。 

(五)利用行動載具設備做為聚眾滋事之聯繫工具者，記過兩次以上處分。 

(六)利用學校電源實施行動載具設備充電，記警告乙次及抄寫規範一遍。 

新北市立永平高級中學學生校內行動載具使用申請表  編號： 
申 請 人      年    班    號       姓名： 

使 用 期 間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載具廠牌(機型)  行動載具號碼  

家長同意書： 

    本人已瞭解永平高中學生行動載具使用管理規範，同意子女攜帶行動載具

到校，並願意教育子女遵守各項規定。 

學生：                (簽名) 

家長：                (簽名)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聯絡電話：(公)          (宅)            (手機) 

導師：              生輔組長：             學務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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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新北市立永平高級中學學期課堂領用行動載具申請證明 

    申請時間：      年     月     日 
領取(繳回)時間 領取(繳回)人 領用事由 

領

取 
： 

班級 座號 姓名 
領用期間 

學期 星期 節次 

   

-   

繳

回 
： 

課程名稱 

 

導師(任課老師)簽章 擬辦 批示 

   

--------------------------------------------------------------------------------- 

新北市立永平高級中學學期課堂領用行動載具申請證明 

    申請時間：      年     月     日 
領取(繳回)時間 領取(繳回)人 領用事由 

領

取 
： 

班級 座號 姓名 
領用期間 

學期 星期 節次 

   

-   

繳

回 
： 

課程名稱 

 

導師(任課老師)簽章 擬辦 批示 

   

  

19



 

 

附件 3  

新北市立永平高級中學學生課堂短期領用行動載具申請表 

    申請時間：      年     月     日 

領取(繳回)時間 領取(繳回)人 領用事由 
導師(任課老師) 

簽章 

領

取 
： 

班級 座號 姓名 

 

 
   

繳

回 
：    學務處簽章 

領用數量 繳回數量 
領 

  
繳 

--------------------------------------------------------------------------------- 

新北市立永平高級中學學生課堂短期領用行動載具申請表 

    申請時間：      年     月     日 

領取(繳回)時間 領取(繳回)人 領用事由 
導師(任課老師) 

簽章 

領

取 
： 

班級 座號 姓名 

 

 
   

繳

回 
：    學務處簽章 

領用數量 繳回數量 
領 

  
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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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立永平高級中學「資訊化校園門禁管理系統」實施作法 
公告日期：109 年 10月 7日 

一、 目的：為推動校園門禁管理資訊化，特招商引進資訊化管理系統，期

能透過資訊化數據管理，使校方與家長即時掌握學生入校上課相關訊

息並能將之統整、比對，大幅降低人員需求，減少人為誤差及消除弊

端，以期漸進達成校園資訊化目標。 

二、 使用方式及說明： 

一、學生： 

 (一)07：30時前正常到校- 

 1.靠卡登錄：學生手持學生證至全校 10 處卡機(中正樓 1 樓川堂+4、綜合

大樓側門+1、仁愛、信義樓 1樓川堂+2、忠孝樓 1樓+1、和平 1樓+2)靠

卡登錄到校時間，靠卡時至於左側按鍵處並聽聞“嗶嗶”兩聲且需目視

確認卡機螢幕有無顯示個人身分資訊，完成後始可離去! 

 ○若顯示「未註冊」，請利用下課時間至圖書館辦公室，請博宇老師協助完

成卡片註冊，並至卡機處靠卡確認，即可隔日正常使用。 

 2.輸入登錄：學生未帶學生證或遺失補辦中，須至學務處前電腦螢幕手動

輸入：帳號(學號)、密碼(身分證字號扣除英文字母末 9 碼)並點擊「完

成」後，以人工輸入方式登錄到校時間，確認螢幕顯示個人影像及資料

正確無誤後始可離去。 

 (二) 07：30後遲到- 

 1.靠卡登錄：學生手持學生證僅能於警衛室直接靠卡登錄，確認靠卡登錄

完成後始可離去。 

 2.輸入登錄：學生未帶學生證或遺失補辦中，須於警衛室前電腦螢幕手動

輸入：帳號(學號)、密碼(身分證字號扣除英文字母末 9 碼)，以電腦輸

入方式登錄遲到時間，確認螢幕顯示個人影像及資料正確無誤後始可離

去。 

 (三)08：10後遲到- 

   於警衛室前使用人工輸入方式登錄，並經警衛確認資料無誤後始可入校。 

 (四)到校未靠卡登錄入校時間處置- 

 1.於 08：10後補靠卡或輸入登錄，經比對班級點名表為正常到校者，不予

處分。 

 2.當日均未有登錄到校紀錄者，視為當日遲到 1 次紀錄處分，當週累計 3

次以上，核予警告 1次處分。 

 

二、家長： 

下載「Eschool」APP(圖像為圓形房屋圖形始為本校系統使用 APP)，登

錄輸入學生：帳號(學號)、密碼(yphs+身分證字號末 4 碼)，即可查閱

學生當日以及選擇時段區間之子女到校時間，校網亦有公告操作流程可

點擊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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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立永平高中國中部服務學習規範 

一. 基北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超額比序的『服務學習』採計方式如下: 
（1）採計學期：7.8.9（上）年級，共五學期均可採計。 

（2）每學期滿 6小時者：5 分，不滿 6小時者：0分，最高累積至 15分。 
二. 五專入學招生超額比序總積分項目"服務學習"之積分採計方式規定如下: 
(1) 班級幹部：正副班長、正副社長、小老師、班級或社團之正級幹部。 
(2) 校內外服務：包括校內服務學習課程及活動、或於校外參加志工或社區服務。 
(3) 相關服務學習係指以上兩類積分合計，並採計至國中最後一學年的 5月 14 日止。且同一

學期同時擔任班級幹部、小老師或社團幹部不重複採計。 

五專入學管道 班級幹部積分 校內外服務積分 服務學習項目積分上限 

優先免試 滿一學期得 2分 滿 1小時得 0.25分 15 分 

分區免試 滿一學期得 1 分 滿 8 小時得 1 分 7 分 

三. 服務學習計算日期: 
(1) 上學期：8/1—1/31 

(2) 下學期：2/1—7/31 
四. 服務內容範圍及認證: 
1.班級服務 

(1)由各班導師與學生決定班級服務內容，包含:班級事務服務的項目、時間。 
(2)實施完畢由導師於學習護照中的「學生服務學習紀錄表上簽名核章認證即可，並於學期

末交給導師登錄。 

2.校園服務： 

(1)由校內行政單位提出各項長期或臨時志工服務活動，或擔任學校各項活動服務人員。 
(2)學校規劃活動在校園內或至校外。 
(3)服務完畢後由該單位於「學生服務學習紀錄表」上核章認證或發放服務學習時數條。 

3.校外單位服務： 
(1)學生自行利用假日聯繫校外服務單位服務，校外服務單位必須非營利性組織為主。 
(2)請於服務前五日填寫學生校外服務學習申請單，向學務處提出申請，經核准後始得參加

服務。 
(3)校外可認證之單位 

a.政府公務機關、單位之服務志工，各類社會公益法人機構、經政府立案之非營利公
益團體。 

b.「內政部人民團體全球資訊網」或「財團法人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登記有案之單
位即可。 

c.非屬政治性、宗教性、商業性或營利性之非報酬性服務學習活動。 
(4)校外單位服務認證： 

a.學生校外服務完畢後，務必取得該單位發給之服務證明，必須清楚敘明服務時數、
服務內容等資料。 

b.或請認證單位於學習護照上的「服務學習記錄表」上蓋該單位之單位章證明，不得
以私章或簽名代替。 

(5)校外服務學習申請表：申請表可至校網左下角學生學習區的國中服務學習專區中下載列
印使用，或至學務處領取。 

(6)校外服務學習流程： 
學生、教師申請校外服務（需家長同意書或家長簽名）→學校學務處訓育組審核通過→
進行服務學習取得時數（需家長或專人陪同）→學校覆核→交給導師登錄。 

五. 服務學習獎勵: 
1.每學期服務學習時數滿 20 小時，記嘉獎一次。 
2.每學期服務學習時數滿 30 小時，記嘉獎兩次，並頒發服務學習楷模王獎狀。 
六. 國中部服務學習相關事宜，可至校網學生學習區的國中服務學習專區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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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服務學習，一點就通》 
 

Q1：學習護照遺失了怎麼辦？ 

A：遺失可至圖書館申請購買，但是所登記之時數必須自行找服務單位補登。 

Q2：學習護照中服務學習紀錄表登記已滿，該如何? 

A：請至學務處領取【服務學習紀錄表】單張再浮貼上即可。 

Q3：每次服務要多久呢? 

A：若未滿 0.5小時不予登記，請以 0.5小時為單位。 

Q4：寒暑假返校打掃算時數嗎? 

項  目 時  間 核 算 學 期 

寒假返校打掃 
1/31  以前 上學期 (8/1~1/31) 

2/1  以後 下學期 (2/1~7/31) 

暑假返校打掃 
7/31  以前 下學期 (2/1~7/31) 

8/1  以後 上學期 (8/1~1/31) 
 

Q5：在社區服務由里長或里幹事蓋章，可以算服務時數嗎? 

A：重申基北區 12年國教服務學習採計原則，里長、議員、立法委員、社區幹事簽名與核

章『無法採計』，請同學與家長留意。 

Q6：在班級如何取得服務時數? 

A： 1.協助教室布置。 

    2.家長日服務。 

    3.協助考場布置。 

    4.協助導師處理班級事務。 

    5.放學後協助教室環境清理。 

Q7：在校園如何取得服務時數? 

A： 1.放學後各處室擔任短期志工服務 

    2.學務處長期志工服務(交通服務隊、衛生糾察隊) 。 

    3.一社一服務:社團~金手指社、綠手指社。 

    4.班會或自習課進行校園打掃服務 

    5.永平 Open Day志工服務、校慶志工服務、校慶園遊會愛心義賣。 

    6.學校規劃(ex:我愛校園活動、校慶掃街、慈濟環保回收) 

Q8：在校外如何取得服務時數? 

A： 1.到圖書館整書上架 

    2.到慈濟進行環保資源回收 

    3.參加公益團體的淨灘活動、愛心義賣、募集發票 

    4.到育幼院或老人院進行服務照顧 

    5.參加海外交流志工服務   

Q9：服務學習時數證明如何取得? 

A：由提供服務學習的機關處室直接登記學習護照內，或核發時數條，再自行填貼在學習護

照內。 

PS：每學期末將學習護照內服務學習時數條貼好交給班導師，由班導師將服務學習時數登

錄在電腦系統上，才算完成該學期的服務學習。 

  

23



新北市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補充規定 
100年 5月 25 日北教國字第 1000443400號函訂定發布  

101年 8月 27 日北府教國字第 1012324521號令修正發布  
104年 2月 13日新北府教中字第 1040284187 號令修正發布  
108年 12月 2日新北府教國字第 1082207507號令修正發布  

一、本補充規定依國民教育法第十三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之。  

二、新北市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以下簡稱學校）學生成績之評量，除依國民小學國民中學學生成績

評量準則及相關法規規定外，並應依本補充規定辦理。  

三、學校學生日常生活表現評量由導師參考學校各領域學習課程與彈性學習課程授課教師、學生同儕

及家長反映，依下列各款學生表現項目加以評定：  

（一）出缺席情形：學生出缺席情形包含事假、病假、曠課、公假及喪假等紀錄。  

（二）獎懲：包含大功、小功、嘉獎、大過、小過及警告等紀錄，其評量標準由學校訂定。  

（三）團體活動表現：由導師或授課教師視學生參與班級、社團、自治與學校活動學習等情形紀錄之。 

（四）品德言行表現：由導師考量學生智力、性向、興趣、家庭環境與社會背景等因素，並綜合平日

個別行為觀察結果、談話與家庭訪視紀錄、學生自評、同儕互評及校外活指導委員會彙送資料

紀錄之。  

（五）公共服務表現：由導師或相關人員依學生參與班級、學校或社區服務等情形紀錄之。  

（六）校內外特殊表現：依學生實際表現紀錄之。  

四、學校學生領域學習課程、彈性學習課程之評量，包括國民中小學課程綱要所定領域學習課程、彈

性學習課程及其所融入之重大議題。  

國民小學一、二年級之社會、藝術、自然科學及綜合活動學習領域統整為生活課程實施評量。  

國民中學辦理模擬升學測驗成績之結果，不得納入學生在校學習評量成績計算。  

五、學校學生定期成績評量，每學期紙筆測驗之次數至多三次；其實施日期、次數由學校擬定，經課

程發展委員會通過後實施；其評量方式由各領域/科目教學研究會決定之。  

前項定期評量之紙筆測驗，學校應組成命題與審題小組及建立命題與審題機制，以維護評量之合

理性、專業性、診斷性、公平性及保密性。  

領域學習課程、彈性學習課程之評量中，紙筆測驗使用頻率應符最小化精神；彈性學習課程評量，

應以平時評量為原則，並得視需要實施定期評量。  

六、學校學生領域學習課程、彈性學習課程成績評量之計算方式如下：  

（一）個別領域學習課程、彈性學習課程每次定期評量與平時評量成績之核計比例，由各校領域/科目

教學研究會訂定。  

（二）個別領域學習課程、彈性學習課程之各次定期評量總成績總和之平均數為該領域學期成績。  

（三）各個別領域學習課程、彈性學習課程學期成績乘以各該領域學習課程、彈性學習課程每週學習

節數，所得總和再除以每週領域學習課程、彈性學習課程總節數為領域學習課程、彈性學習課

程評量之學期總平均成績。  

七、特殊教育學生之成績評量，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學校應衡酌特殊教育學生身心發展狀況及學習優勢管道實施評量，並依學生能力及需求，調整

評量之領域學習課程、彈性學習課程、內容及方式；其評量調整措施，以及成績計算方式，應

納入學生個別化教育計畫或個別輔導計畫，並經各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審查通過後實施。 

（二）身心障礙學生因其領域學習課程、彈性學習課程之學習節數完全由特殊需求領域替代時，該領

域學習課程、彈性學習課程成績得採計特殊需求領域之評量結果。  

（三）普通班特殊教育學生接受資源班或巡迴輔導直接教學之領域學習課程、彈性學習課程時，其成績

評量除衡酌該生普通班之平時及定期評量表現外，應納入資源班或巡迴輔導教師之評量結果。 

八、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學生之成績評量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學生依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領域學習課程、彈性學習課程進行評量。 

（二）家長應依申請計畫實施評量，並得自行決定學生返校參加定期評量，由家長實施之評量紀錄，

應於學期末提供校方進行成績登錄，提供之時間由家長與導師聯繫確認。  

24



1、返校參加定期考試者，平時評量成績由家長提供，教師就平時評量與定期評量成績，合併計算

學生之學期成績。  

2、不返校參加考試者，所有領域成績由家長評定。  

3、學生學期成績單應加註「申請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字樣。  

（三）學校核發申請實驗教育學生之畢業證書，應在相關文件上加註申請實驗教育修業期程。  

（四）申請實驗教育之學生成績，倘涉及畢業成績計算，不列入畢業成績獎項評比。  

九、學校學生於領域學習課程、彈性學習課程定期評量時，因故不能參加，經學校核准給假者，於銷

假後得補行評量，其成績以實得分數計算為原則。但無故缺考者，不得補行評量，該缺考領域學

習課程、彈性學習課程定期評量成績以零分計算。  

十、學校得視學生日常生活表現情形之需要安排專案輔導。  

學生學習表現欠佳者，學校應訂定並落實預警、輔導與補救措施。  

學生各學期各領域學習課程及彈性學習課程之成績未達丙等者，應施予相關輔導與補救措施，並

得建立補考機制，其實施原則如下：  

（一）補考範圍：當學期不及格之語文、數學、社會及自然科學領域學習課程內容。但下列學生之補

考範圍另定之：  

1、國民中學九年級下學期及國民小學六年級下學期學生，得補考當學期不及格領域。  

2、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學年度以後入學學生，以補考前一學期不及格領域者為限。  

（二）補考時間：由學校自訂，學生逾期未參加補考者，除有不可抗力情形外，視同放棄補考機會。  

（三）補考方式：得以紙筆測驗或多元評量等方式辦理。  

（四）成績計算：補考及格者，該領域學習課程及彈性學習課程學期成績以六十分計算；補考不及格

者，以原始分數擇優採計。  

（五）補考次數：每位學生得參加各學期各領域學習課程及彈性學習課程之補考以一次為限。  

十一、學校學生成績評量之處理、登記單位及人員如下：  

（一）國民中學：領域學習課程及彈性學習課程評量由教務處主辦；日常生活表現評量由學務處主辦，

任課教師配合辦理。  

（二）國民小學：由各班導師辦理。  

前項成績評量之各類表冊，由新北市政府另訂之。  

十二、學校學生成績評量紀錄，應定期告知家長及學生。  

學期或畢業成績通知除量化紀錄外，得參酌學生人格特質、學習能力、生活態度及特殊才能等

以文字描述加以說明，並提出具體建議。  

十三、學校應成立學生成績評量輔導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每學期定期召開成績評量相關會議，研

議、審查學生成績評量相關事項。  

本小組置成員五人至十七人，由學校行政人員、教師代表、教師會代表、家長會代表及相關人

員組成之。  

十四、學校學生修業期滿，經本小組審查符合下列規定者，由學校發給畢業證書；未符合者，發給修

業證明書：  

（一）出席率：除公、喪、病假或其他不可抗力等因素外，學習期間上課總出席率至少達三分之二以上。 

（二）獎懲：學生經獎懲抵銷後，未記滿三大過。  

（三）領域學習課程成績：  

1、國民小學階段：語文、數學、社會、自然科學、藝術、綜合活動及健康與體育七領域，有四大

領域以上，其各領域之畢業總平均成績，均達丙等以上。  

2、國民中學階段：語文、數學、社會、自然科學、藝術、綜合活動、科技及健康與體育八領域，

有四大領域以上，其各領域之畢業總平均成績，均達丙等以上。  

十五、學校於不違反相關法規及本補充規定，得視本位發展實際需要另訂規定。  

十六、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十二月二日修正發布之第三點至第十一點及第十四點，自一百零八年八月

一日以後入學學校之學生適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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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準則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準則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準則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準則    
重點節略如下重點節略如下重點節略如下重點節略如下    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101010108888 年年年年    00006666    月月月月    28282828    日日日日教育部修正教育部修正教育部修正教育部修正    

 

第 12 條 國民中小學學生修業期滿，符合下列規定者，為成績及格成績及格成績及格成績及格，，，，由學校發給畢業由學校發給畢業由學校發給畢業由學校發給畢業

證書證書證書證書；；；；未符合者未符合者未符合者未符合者，，，，發給修業證明書發給修業證明書發給修業證明書發給修業證明書： 

一一一一、、、、出席率及獎懲出席率及獎懲出席率及獎懲出席率及獎懲：：：：學習期間授課總日數扣除學校核可之公學習期間授課總日數扣除學校核可之公學習期間授課總日數扣除學校核可之公學習期間授課總日數扣除學校核可之公、、、、喪喪喪喪、、、、病假病假病假病假，，，，上上上上

課總出席率至少達三分之二以上課總出席率至少達三分之二以上課總出席率至少達三分之二以上課總出席率至少達三分之二以上，，，，且經獎懲抵銷後且經獎懲抵銷後且經獎懲抵銷後且經獎懲抵銷後，，，，未滿三大過未滿三大過未滿三大過未滿三大過。。。。    

二二二二、、、、領域學習課程成績領域學習課程成績領域學習課程成績領域學習課程成績：：：：    

（（（（一一一一））））國民國民國民國民小小小小學階段學階段學階段學階段：：：：（（（（略略略略））））    

（（（（二二二二））））國民中學階段國民中學階段國民中學階段國民中學階段：：：：語文語文語文語文、、、、數學數學數學數學、、、、社會社會社會社會、、、、自然科學自然科學自然科學自然科學、、、、藝術藝術藝術藝術、、、、綜合活動綜合活動綜合活動綜合活動、、、、科科科科                        

技技技技、、、、健康與體育健康與體育健康與體育健康與體育八領域有四大領域以上八領域有四大領域以上八領域有四大領域以上八領域有四大領域以上，，，，其各領域之畢業總平均成績其各領域之畢業總平均成績其各領域之畢業總平均成績其各領域之畢業總平均成績，，，，                        

均達丙等以上均達丙等以上均達丙等以上均達丙等以上。。。。 

新北市立永平高級中學國中部學生成績評量辦法補充規定新北市立永平高級中學國中部學生成績評量辦法補充規定新北市立永平高級中學國中部學生成績評量辦法補充規定新北市立永平高級中學國中部學生成績評量辦法補充規定    

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 104104104104 年年年年 12121212 月月月月 10101010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本補充規定係依據「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準則」及「新北市國民小學及國

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補充規定」訂定之。 

二、新北市立永平高級中學國中部（下稱本校）學生學習領域成績評量，分定期評量及平時

評量兩種。定期評量每學期二至三次，其次數及時間，由本校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後實

施；其評量方式及各次成績計分比例，則由各學習領域課程小組決定。 

三、本校辦理定期評量時，相關事宜悉依本校學生考試規則辦理。 

四四四四、、、、定期評量期間定期評量期間定期評量期間定期評量期間，，，，如有學生因故不能參加全部科目或部分科目之評量如有學生因故不能參加全部科目或部分科目之評量如有學生因故不能參加全部科目或部分科目之評量如有學生因故不能參加全部科目或部分科目之評量，，，，且依規定報經學校且依規定報經學校且依規定報經學校且依規定報經學校

核准給假者核准給假者核准給假者核准給假者，，，，准予補行評量准予補行評量准予補行評量准予補行評量。。。。但無故缺但無故缺但無故缺但無故缺考者考者考者考者，，，，不得補行評量不得補行評量不得補行評量不得補行評量，，，，成績以零分登錄成績以零分登錄成績以零分登錄成績以零分登錄。。。。    

五、學生學習領域(或科目)之評量成績，依下列各款辦理，並計算至小數點第二位： 

(一)各學習領域(或科目)之學期成績，為各次成績之平均。 

(二)各學習領域之學期成績，為領域內各科目學期成績乘以每週學習節數，再除以各領域

每週學習節數之加權平均。 

(三)學生學期總平均成績為各領域之學期成績乘以各領域學習節數，再除以七大領域每週

學習節數加權平均。 

(四)學生各領域之畢業成績，係以該領域之六個學期成績平均之。 

六、本校對於前學期成績達四個學習領域未達及格基準之學生，應主動並以書面告知學生與

家長，使其知悉學習狀況並及早因應處理。 

七、本校對於各領域學習低成就之學生，必要時應進行補救教學，學生及家長應配合學校實

施方式辦理。 

八八八八、、、、學科領域學期成績不及格之學生學科領域學期成績不及格之學生學科領域學期成績不及格之學生學科領域學期成績不及格之學生，，，，得參加補考得參加補考得參加補考得參加補考，，，，補考規定如下補考規定如下補考規定如下補考規定如下：：：：    

((((一一一一))))得補考之學科領域得補考之學科領域得補考之學科領域得補考之學科領域：：：：語文語文語文語文（（（（含國語文含國語文含國語文含國語文、、、、英語文英語文英語文英語文）、）、）、）、數學數學數學數學、、、、社會社會社會社會、、、、自然與生活科技等領自然與生活科技等領自然與生活科技等領自然與生活科技等領

域域域域，，，，並以一次為限並以一次為限並以一次為限並以一次為限。。。。    

((((二二二二))))補考時間補考時間補考時間補考時間：：：：學生僅以補考前一學期成績不及格之學科領域為限學生僅以補考前一學期成績不及格之學科領域為限學生僅以補考前一學期成績不及格之學科領域為限學生僅以補考前一學期成績不及格之學科領域為限；；；；惟九年級下學期之學惟九年級下學期之學惟九年級下學期之學惟九年級下學期之學

生生生生，，，，得於當學期補考不及格之學科領域得於當學期補考不及格之學科領域得於當學期補考不及格之學科領域得於當學期補考不及格之學科領域。。。。學生逾期未參加者學生逾期未參加者學生逾期未參加者學生逾期未參加者，，，，即視同放棄補考機會即視同放棄補考機會即視同放棄補考機會即視同放棄補考機會。。。。    

((((三三三三))))補考成績計算補考成績計算補考成績計算補考成績計算：：：：學生補考成績經評定為及格學生補考成績經評定為及格學生補考成績經評定為及格學生補考成績經評定為及格，，，，該領該領該領該領域之學期成績即以六十分計算域之學期成績即以六十分計算域之學期成績即以六十分計算域之學期成績即以六十分計算；；；；補補補補

考不及格者考不及格者考不及格者考不及格者，，，，以原始分數擇優採計以原始分數擇優採計以原始分數擇優採計以原始分數擇優採計。。。。    

(四)其他補考方式等相關事宜，由本校成績評量輔導小組討論議決之。 

九、本補充規定由本校校務會議討論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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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部國中部國中部國中部))))成績單各領成績單各領成績單各領成績單各領域域域域內容及內容及內容及內容及成績成績成績成績計算方式計算方式計算方式計算方式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109 學年度七八年級版】 

 

一一一一、、、、    定期評量定期評量定期評量定期評量成績單的成績單的成績單的成績單的八八八八大領域大領域大領域大領域：：：： 

領域名稱領域名稱領域名稱領域名稱(節數節數節數節數) 包含科目包含科目包含科目包含科目(節數節數節數節數) 
成績所佔比例成績所佔比例成績所佔比例成績所佔比例 

定期評量定期評量定期評量定期評量 A 平時成績平時成績平時成績平時成績 B 

學 

 

習 

 

領 

 

域 

語文(8) 國文(5)、英語(3) ５０％ ５０％ 

健康與體育(3) 健康教育(1)、體育(2) ５０％ ５０％ 

數學(4) 數學(4) ５０％ ５０％ 

社會(3) 歷史(1)、地理(1)、公民(1) ５０％ ５０％ 

自然科學(3) 七年級生物／八年級自然(3) ４０％ ６０％ 

藝術(3) 
音樂(1)、視覺藝術(1)、 

表演藝術(1) 
５０％ ５０％ 

綜合活動(3) 輔導(1)、童軍(1)、家政(1) ４０％ ６０％ 

科技(2) 生活科技(1)、資訊科技(1) ４０％ ６０％ 

 

二二二二、、、、    成績計算說明成績計算說明成績計算說明成績計算說明：：：： 

１、七年級語文領域每週 8 節，包括國文、英語二科，國文 5 節、英語 3 節 

   定期評量成績 A＝（國文定考成績*5 節＋英語定考成績*3 節）／ ８節 

  平時評量成績 B＝（國文平時成績*5 節＋英語平時成績*3 節）／ ８節 

         語文領域語文領域語文領域語文領域總總總總成績成績成績成績 ＝＝＝＝ A＊＊＊＊５０５０５０５０％％％％    +    B＊＊＊＊５０５０５０５０％％％％ 

２、綜合活動領域每週 3 節，包括輔導、童軍、家政三科，各開１節 

   定期評量成績 A＝（輔導定考成績＋童軍定考成績＋家政定考成績）／ ３節 

    平時評量成績 B＝（輔導平時成績＋童軍平時成績＋家政平時成績）／ ３節 

    綜合綜合綜合綜合活動活動活動活動領域領域領域領域總成績總成績總成績總成績 ＝＝＝＝A＊＊＊＊４０４０４０４０％％％％    +    B＊＊＊＊６０６０６０６０％％％％ 

３、健康與體育領域每週 3 節，包括健康教育、體育二科，健康 1 節、體育 2 節 

   定期評量成績 A＝（健康教育定考成績*1 節＋體育定考成績*2 節）／ ３節 

   平時評量成績 B＝（健康教育平時成績*1 節＋體育平時成績*2 節）／ ３節 

   健康與體育健康與體育健康與體育健康與體育領域總成績領域總成績領域總成績領域總成績＝＝＝＝ A＊＊＊＊５５５５００００％％％％    +    B＊＊＊＊５５５５００００％％％％ 

４、餘領域類推 

 

三、 每學期三次定期評量成績平均後為該學期之學期成績，國中三年共六個學期之

學期成績平均後為畢業總平均成績。 

 

四、 畢業資格：（符合以下三項規定者發給畢業證書，不符者發給修業證明書） 

１、除公、喪、病假或其他不可抗力等因素外，學習期間上課總出席率

至少達三分之二以上。 

２、經獎懲抵銷後，未記滿三大過。 

３、學習領域中有學習領域中有學習領域中有學習領域中有四大領域四大領域四大領域四大領域以上以上以上以上，，，，其各領域之其各領域之其各領域之其各領域之畢業總平均畢業總平均畢業總平均畢業總平均成績成績成績成績，，，，均均均均

達達達達丙等丙等丙等丙等(60(60(60(60 分分分分))))以上以上以上以上者者者者。。。。 

大家一起

加油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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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10109999 學年度九年級版學年度九年級版學年度九年級版學年度九年級版】】】】    

((((國中部國中部國中部國中部))))成績單各領成績單各領成績單各領成績單各領域域域域內容及內容及內容及內容及成績成績成績成績計算方式計算方式計算方式計算方式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一一一一、、、、    每次定期評量每次定期評量每次定期評量每次定期評量成績單的七大領域成績單的七大領域成績單的七大領域成績單的七大領域((((含含含含彈性課程彈性課程彈性課程彈性課程))))：：：： 

領域名稱領域名稱領域名稱領域名稱((((節數節數節數節數)))) 包含科目包含科目包含科目包含科目 
成績所佔比例成績所佔比例成績所佔比例成績所佔比例 

定期評量定期評量定期評量定期評量 A 平時成績平時成績平時成績平時成績 B 

學 

 

習 

 

領 

 

域 

語文(11) 國文(6)、英語(5) ５０％ ５０％ 

健康與體育(3) 健康教育(1)、體育(2) ５０％ ５０％ 

數學(5) 數學(5) ５０％ ５０％ 

社會(4) 歷史(1.5)、地理(1.5)、公民(1) ５０％ ５０％ 

自然與生活科技(4) 自科(4) ４０％ ６０％ 

藝術與人文(3) 音樂(1)、美術(1)、表演(1) ５０％ ５０％ 

綜合活動(3) 輔導(1)、童軍(1)、家政(1) ４０％ ６０％ 

 

二二二二、、、、    成績計算說明成績計算說明成績計算說明成績計算說明：：：： 

１、九年級語文領域每週共 11 節，包含國文、英語二科，國文６節、英語５節 

   定期評量成績 A＝（國文定考成績*6 節＋英語定考成績*5 節）／ １１節 

  平時評量成績 B＝（國文平時成績*6 節＋英語平時成績*5 節）／ １１節 

         語文領域語文領域語文領域語文領域總總總總成績成績成績成績 ＝＝＝＝ A＊＊＊＊５０５０５０５０％％％％    +    B＊＊＊＊５０５０５０５０％％％％ 

２、綜合活動領域每週共 3 節，包括輔導、童軍、家政三科，各開１節 

   定期評量成績 A＝（輔導定考成績＋童軍定考成績＋家政定考成績）／ ３節 

    平時評量成績 B＝（輔導平時成績＋童軍平時成績＋家政平時成績）／ ３節 

    綜合活動領域綜合活動領域綜合活動領域綜合活動領域總成績總成績總成績總成績 ＝＝＝＝A＊＊＊＊４０４０４０４０％％％％    +    B＊＊＊＊６０６０６０６０％％％％ 

３、健康與體育領域每週３節，包括健康教育、體育二科，健康１節、體育２節 

   定期評量成績 A＝（健康教育定考成績*1 節＋體育定考成績*2 節）／ ３節 

   平時評量成績 B＝（健康教育平時成績*1 節＋體育平時成績*2 節）／ ３節 

   健康與體育領域總成績健康與體育領域總成績健康與體育領域總成績健康與體育領域總成績＝＝＝＝ A＊＊＊＊５０５０５０５０％％％％    +    B＊＊＊＊５０５０５０５０％％％％ 

４、餘領域類推 

 

三、 每學期三次定期評量成績平均後為該學期之學期成績，國中三年共六個學期之

學期成績平均後為畢業總平均成績。 

 

四、 畢業資格：（符合以下三項規定者發給畢業證書，不符者發給修業證明書） 

１、除公、喪、病假或其他不可抗力等因素外，學習期間上課總出席率

至少達三分之二以上。 

２、學生經學校提供改過銷過機會後，經獎懲抵銷後，未有記滿三大

過者。 

３、學習領域中有學習領域中有學習領域中有學習領域中有四大個別學習領域四大個別學習領域四大個別學習領域四大個別學習領域以上畢業總平均以上畢業總平均以上畢業總平均以上畢業總平均（（（（六學期平均六學期平均六學期平均六學期平均

成績成績成績成績列丙等列丙等列丙等列丙等(60(60(60(60 分分分分))))以上以上以上以上者者者者。。。。 

大家一起

加油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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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10101010 學年度學年度學年度學年度基北區基北區基北區基北區高級中等學校高級中等學校高級中等學校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超額比序項目積分對照表免試入學超額比序項目積分對照表免試入學超額比序項目積分對照表免試入學超額比序項目積分對照表    

類類類類
別別別別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採計採計採計採計 

上限上限上限上限 
積分換算積分換算積分換算積分換算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志願序 36 分 

36 分 第 1 至第 5 志願 
1. 國民中學學校應給予學
生適性輔導，學生參考國
民中學學生生涯輔導紀
錄手冊之生涯發展規劃
書，選填志願。 

2. 如高級中等學校設有兩
個以上類科（含普通科、
專業群科或綜合高中），
連續選填該校之類科志
願，不限定類科別數均計
為同一志願，積分相同；
同校不同類科，於不同志
願序選填，則依該志願序
積分採計。 

35 分 第 6 至第 10 志願 

34 分 第 11 至第 15 志願 

33 分 第 16 至第 20 志願 

32 分 第 21 至第 30 志願 

多
元
學
習
表
現 

均
衡 

學
習 

21 分 

7 分 符合 1 個領域 健體、藝文、綜合三領域  

前五學期平均成績及格者。0 分 未符合 

服 

務
學
習 

15 分 

5 分 每學期服務滿 6 小時以上 

1. 由國民中學學校認證。 

2. 採計期間為 107 學年度
(七年級)上學期至 109學
年度(九年級)上學期，採
計原則依「基北區免試入
學服務學習時數認證及
轉換採計原則」辦理。 

3. 非應屆畢(結)業生服務
學習時數採計,除上開採
計期間外,亦得選擇國民
中學在學期間前 5 學期
選 3學期進行採計。 

0 分 每學期服務未滿 6 小時 

國

中 

教

育 

會

考 

五

科 
35 分 

7

分 

6

分 

5

分 

4

分 

3

分 

2

分 

1

分 

國文、數學、英語、社會、

自然五科，各科按等級  

加標示轉換積分 1-7 分。 A++ A+ A B++ B+ B C 

寫
作
測
驗 

1 分 

1

分 

0.8

分 

0.6

分 

0.4

分 

0.2

分 

0.1

分 
 

寫作測驗 1-6 級分轉換   

積分 0.1 - 1 分。 
6

級 

5

級 

4

級 

3

級 

2

級 

1

級 

總積分總積分總積分總積分 108 分分分分 

比序順次比序順次比序順次比序順次：：：：    
1.第一順次：依學生之總積分總積分總積分總積分進行比序。 
2.第二順次：第一順次比序同分，則依多元學習表現多元學習表現多元學習表現多元學習表現(含均衡學習、服務學習)積分進行比序。 
3.第三順次：第二順次比序同分，則依國中教育會考國中教育會考國中教育會考國中教育會考等級等級等級等級加標示及寫作測驗加標示及寫作測驗加標示及寫作測驗加標示及寫作測驗之換算之換算之換算之換算積分積分積分積分加總加總加總加總
進行比序。 

4.第四順次：第三順次比序同分，則依志願序志願序志願序志願序積分積分積分積分進行比序。 
5.第五順次：如經第四順次比序後仍同分時，採用國中教育會考各科等級加標示國中教育會考各科等級加標示國中教育會考各科等級加標示國中教育會考各科等級加標示進行比序。
依序為1.國文國文國文國文科等級加標示、2.數學數學數學數學科等級加標示、3.英語英語英語英語科等級加標示、4.社會社會社會社會科等級
加標示、5.自然自然自然自然科等級加標示、6.寫作測驗寫作測驗寫作測驗寫作測驗。 

6.如經前項比序仍同分時，報各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增加名額，增額人數以不超過該校
(科)採之招生名額 5%為原則﹔如增額人數逾該校(科)之招生名額 5%，增額部分依學生實際
選填之志願順序於招生名額 5%以內依序錄取。 

7.如經上述適當之處理後仍有超額情形，以增加名額錄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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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平永平永平永平高中高中高中高中111111110000學年度學年度學年度學年度各各各各入學管道暨入學管道暨入學管道暨入學管道暨招生招生招生招生名額一覽表名額一覽表名額一覽表名額一覽表    

高中部高中部高中部高中部    

入學管道入學管道入學管道入學管道    

招生招生招生招生

名額名額名額名額    
備備備備            註註註註    

優先免試優先免試優先免試優先免試    70707070    

1.未足額錄取所餘名額，納入免試入學管道名額。 

2.本校國中部畢業生於優先免試管道，除本校高中部

以外，尚有新北市其他鄰近公立高中職及全市各私

立高中職之選擇，詳見各正式簡章規定。 

免試免試免試免試    222266666666    
本校普通班中另設外語外語外語外語實驗班實驗班實驗班實驗班及數理數理數理數理實驗實驗實驗實驗班班班班，於新生

報到時於提出申請，再依遴選辦法錄取編入 

特色招生特色招生特色招生特色招生

甄選甄選甄選甄選    

美術班 

 

 

 

 

 

 

30303030    

 

 

 

 

 

 

 

 

 

 

 

 

1.本校除美術專業能力培養外，對學科的認知學習，

要求嚴謹，期望學習發展兼顧學科與術科。 

2.歡迎熱愛美術的同學申請，一起朝未來的藝術家、

設計家、美術教師、文創產業藝術家而努力。 

3.分兩類－以競賽表現入學(報名事項請洽特教組)、

甄選入學甄選入學甄選入學甄選入學((((分兩階段辦理分兩階段辦理分兩階段辦理分兩階段辦理，，，，流程流程流程流程依往例暫定依往例暫定依往例暫定依往例暫定如下如下如下如下，，，，仍仍仍仍

以正式簡章為準以正式簡章為準以正式簡章為準以正式簡章為準，，，，並請注意校內公告並請注意校內公告並請注意校內公告並請注意校內公告))))    

(1)(1)(1)(1)術科測驗術科測驗術科測驗術科測驗    

  A本校國中部校內報名事項:2/22~3/2中午前報名，

詳洽輔導處特教組(#243) 

  B考試: 4/10於國立師大附中辦理(仍需參加教育會

考,兩者成績均有門檻,通過者才可撕榜分發通過者才可撕榜分發通過者才可撕榜分發通過者才可撕榜分發) 

(2)(2)(2)(2)撕榜分發撕榜分發撕榜分發撕榜分發: 7/7於國立師大附中辦理 

  A本校國中部校內報名: 5/26前(洽教務處註冊組

#214) 

  B甄選報到: 7/7於國立師大附中 

體育績優體育績優體育績優體育績優    

甄選甄選甄選甄選    

桌球專長桌球專長桌球專長桌球專長
((((限女生限女生限女生限女生))))    

4444    
相關規定詳見正式簡章，或洽體育組#226 

1. 報名 4/26~4/28 

2. 考試 5/1 

3. 放榜 5/3 

4. 報到 7/8 

籃球專長籃球專長籃球專長籃球專長
((((限女生限女生限女生限女生))))    

5555    

跆拳道跆拳道跆拳道跆拳道    
專長專長專長專長((((不不不不    
限性別限性別限性別限性別))))    

3333    

教育會考教育會考教育會考教育會考：：：：110.05.15～～～～16（（（（週六週六週六週六～～～～日日日日）））），，，，所有學生均須參加所有學生均須參加所有學生均須參加所有學生均須參加 

各入學管道相關規定各入學管道相關規定各入學管道相關規定各入學管道相關規定，，，，均以正式發布之簡章內容為準均以正式發布之簡章內容為準均以正式發布之簡章內容為準均以正式發布之簡章內容為準，，，，    

校內辦理報名詳細日程校內辦理報名詳細日程校內辦理報名詳細日程校內辦理報名詳細日程，，，，務必注意本校公告及發送資料務必注意本校公告及發送資料務必注意本校公告及發送資料務必注意本校公告及發送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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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未未未錄取錄取錄取錄取

可可可可參加參加參加參加

經核准經核准經核准經核准

提供續提供續提供續提供續

招名額招名額招名額招名額

的學校的學校的學校的學校

但不會但不會但不會但不會

每個學每個學每個學每個學

校皆提校皆提校皆提校皆提

供續招供續招供續招供續招

名額名額名額名額

特特特特
色色色色
招招招招
生生生生

甄甄甄甄
選選選選
入入入入
學學學學

科學科學科學科學班校內報名班校內報名班校內報名班校內報名::::3/33/33/33/3止止止止

新北市專業群科甄選新北市專業群科甄選新北市專業群科甄選新北市專業群科甄選入學入學入學入學
書審校內報書審校內報書審校內報書審校內報名名名名：：：：3/33/33/33/3止止止止
術科測驗校內報名術科測驗校內報名術科測驗校內報名術科測驗校內報名3/243/243/243/24止止止止

藝才班術科藝才班術科藝才班術科藝才班術科測驗測驗測驗測驗 ((((戲劇班戲劇班戲劇班戲劇班、、、、
美術班美術班美術班美術班、、、、舞蹈班舞蹈班舞蹈班舞蹈班、、、、音樂班音樂班音樂班音樂班))))
校內校內校內校內報名報名報名報名：：：：3/23/23/23/2止止止止

體育班術科體育班術科體育班術科體育班術科測驗測驗測驗測驗
校內校內校內校內報名報名報名報名：：：：4/284/284/284/28止止止止

科學能力檢定科學能力檢定科學能力檢定科學能力檢定3/133/133/133/13

實驗實作實驗實作實驗實作實驗實作：：：：3333月底月底月底月底

術科測驗術科測驗術科測驗術科測驗：：：：4/244/244/244/24

美術術科美術術科美術術科美術術科::::4/104/104/104/10
戲劇術科戲劇術科戲劇術科戲劇術科::::4/104/104/104/10----11111111
舞蹈及音樂術科舞蹈及音樂術科舞蹈及音樂術科舞蹈及音樂術科
4/174/174/174/17----4/194/194/194/19

術科測驗術科測驗術科測驗術科測驗：：：：5/15/15/15/1

放放放放榜榜榜榜：：：：4/14/14/14/1、、、、4/84/84/84/8
報到報到報到報到：：：：4/94/94/94/9

放放放放榜榜榜榜：：：：6/96/96/96/9
報到報到報到報到：：：：6/106/106/106/10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特色招生甄選入學特色招生甄選入學特色招生甄選入學特色招生甄選入學

未錄取或報到後放未錄取或報到後放未錄取或報到後放未錄取或報到後放

棄棄棄棄，，，，得參加免試入得參加免試入得參加免試入得參加免試入

學或特色招生考試學或特色招生考試學或特色招生考試學或特色招生考試

分發入學分發入學分發入學分發入學

考試考試考試考試分發入學分發入學分發入學分發入學 學科學科學科學科測驗測驗測驗測驗：：：：6/206/206/206/20
成績成績成績成績查詢查詢查詢查詢：：：：6/216/216/216/21

網路及現場報名網路及現場報名網路及現場報名網路及現場報名
6/16~6/186/16~6/186/16~6/186/16~6/18

志願選志願選志願選志願選填填填填6/226/226/226/22----23232323
志願單繳交志願單繳交志願單繳交志願單繳交6/246/246/246/24

新北市新北市新北市新北市110110110110年年年年國中多元適性國中多元適性國中多元適性國中多元適性

入 學 管 道 流 程 圖入 學 管 道 流 程 圖入 學 管 道 流 程 圖入 學 管 道 流 程 圖

((((日期以各簡章公告為主日期以各簡章公告為主日期以各簡章公告為主日期以各簡章公告為主))))

基北區高級中等學校基北區高級中等學校基北區高級中等學校基北區高級中等學校

試辦學習區完全免試試辦學習區完全免試試辦學習區完全免試試辦學習區完全免試入學入學入學入學

((((本校無本校無本校無本校無))))

新北市公立高級中等學校新北市公立高級中等學校新北市公立高級中等學校新北市公立高級中等學校
優先免試入學優先免試入學優先免試入學優先免試入學

校內報名校內報名校內報名校內報名：：：：5/265/265/265/26止止止止
放榜放榜放榜放榜：：：：6/106/106/106/10 報到報到報到報到：：：：6/116/116/116/11

新北市私立高級中等學校新北市私立高級中等學校新北市私立高級中等學校新北市私立高級中等學校
優先免試入學優先免試入學優先免試入學優先免試入學
校內報名校內報名校內報名校內報名：：：：5/115/115/115/11止止止止

放榜放榜放榜放榜：：：：5/265/265/265/26 報到報到報到報到：：：：5/265/265/265/26

新北市私立高級中學
學校直升入學

放榜6/11 報到6/12

校內報名校內報名校內報名校內報名
5/265/265/265/26止止止止

志願志願志願志願選填選填選填選填
6/17~6/236/17~6/236/17~6/236/17~6/23

序位查詢序位查詢序位查詢序位查詢
6/17~6/236/17~6/236/17~6/236/17~6/23

志願單繳交志願單繳交志願單繳交志願單繳交
6/246/246/246/24

報名人數報名人數報名人數報名人數
＜＜＜＜或或或或＝＝＝＝
招生人數招生人數招生人數招生人數

全額全額全額全額
錄取錄取錄取錄取

報名人數報名人數報名人數報名人數
＞＞＞＞

招生人數招生人數招生人數招生人數

免免免免
試試試試
入入入入
學學學學

經超額經超額經超額經超額
比序後比序後比序後比序後
依名額依名額依名額依名額
錄取錄取錄取錄取 錄取錄取錄取錄取

公私立五專公私立五專公私立五專公私立五專
各區五專聯合免試入學各區五專聯合免試入學各區五專聯合免試入學各區五專聯合免試入學
校內報名校內報名校內報名校內報名:5/26:5/26:5/26:5/26止止止止

現場分發現場分發現場分發現場分發((((撕榜報到撕榜報到撕榜報到撕榜報到):):):):7/77/77/77/7

五專優先五專優先五專優先五專優先免試免試免試免試
校內報名校內報名校內報名校內報名::::5/115/115/115/11止止止止 志願志願志願志願選填選填選填選填::::6/36/36/36/3----6/86/86/86/8
放榜放榜放榜放榜::::6/106/106/106/10 報到報到報到報到::::依各校規定時間依各校規定時間依各校規定時間依各校規定時間

國中國中國中國中

教育教育教育教育

會考會考會考會考

5/155/155/155/15

││││

5/165/165/165/16

成績成績成績成績

公布公布公布公布

6/46/46/46/4

一次一次一次一次

分發分發分發分發

免試免試免試免試

入學入學入學入學

及及及及

特招特招特招特招

考試考試考試考試

分發分發分發分發

放榜放榜放榜放榜

7/67/67/67/6

7/87/87/87/8

報到報到報到報到

分發校分發校分發校分發校內報名內報名內報名內報名:5/26:5/26:5/26:5/26止止止止
美術美術美術美術////音樂音樂音樂音樂::::撕撕撕撕榜榜榜榜報到報到報到報到7/77/77/77/7
舞蹈舞蹈舞蹈舞蹈////戲劇戲劇戲劇戲劇::::放榜放榜放榜放榜7/67/67/67/6
舞蹈舞蹈舞蹈舞蹈////戲劇戲劇戲劇戲劇::::報到報到報到報到7/87/87/87/8

放放放放榜榜榜榜：：：：5/35/35/35/3
報到報到報到報到：：：：7/87/87/87/8

基北區技基北區技基北區技基北區技優甄選優甄選優甄選優甄選入學入學入學入學
校內報名校內報名校內報名校內報名：：：：5/35/35/35/3----5/115/115/115/11
放榜放榜放榜放榜::::6/96/96/96/9 報到報到報到報到::::6/106/106/106/10

新北市私立高級中學新北市私立高級中學新北市私立高級中學新北市私立高級中學
學校直升入學學校直升入學學校直升入學學校直升入學
((((本校無本校無本校無本校無))))

基北區實用基北區實用基北區實用基北區實用技能學技能學技能學技能學程程程程
校內報名校內報名校內報名校內報名：：：：5/135/135/135/13----5/175/175/175/17
放榜放榜放榜放榜::::6/76/76/76/7 報到報到報到報到::::6/106/106/106/10

基北區產基北區產基北區產基北區產特優先特優先特優先特優先入學入學入學入學
校內報名校內報名校內報名校內報名：：：：5/175/175/175/17止止止止
放榜放榜放榜放榜::::6/96/96/96/9 報到報到報到報到6/106/106/1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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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年度【基北區】各適性入學管道簡介【【【【永平高中教務處永平高中教務處永平高中教務處永平高中教務處註冊組註冊組註冊組註冊組彙整製作彙整製作彙整製作彙整製作】】】】 
國中教育會考時間為 110 年 5 月 15-16 日，所有同學均須著學校制服或運動服參加考試(無論是否已有錄取學校就讀) 
本學年度基北區國中九年級畢業生可選擇之升學管道如下：【以下資料說明僅供參考，確實入學時程及採計條件以 110 年度各入學管道簡章規定為準--但因集體報名需 
校內作業時間，故報名時間限制以本表為準，以免影響團體報名，如有異動即另行公告通知】 

特 
色 
招 
生 

甄 
選 
入 
學 

體育班 
運動績優生 具備體育專項特長或優秀競賽成績 各校獨招(本校招收女籃及女桌、跆拳道) 術科測驗，其他詳見簡章 學務處體育組(4/26-28 報名,5/1 測驗,5/3 放榜) 

專業群科 技藝班學生有優勢，具備特殊技能 新北市聯合招生，其他縣市詳見公告 
1.書面審查 2.術科測驗 
3.不採計會考成績 
4.各區限報 1 校 1 科 

輔導處資料組【另有詳細日程公告】 
(要注意！積分採認校內比賽獎狀) 

技藝績優甄選 技藝競賽得獎、相關技術證照 基北區公私立高職 技藝課程成績優良 輔導處資料組【另有詳細日程公告】 

產業特殊需求類科 
優先入學 

具減免身分學生(低收、中低收、身障
人士子女、原住民等),且對傳統產業及
重要特殊需求類科(如土木、模具以及
重機械、海事、農業等)有興趣者 

木柵、南港、三重、新北、瑞芳等高工、
國立海大附中、私立中華商海等 

1.僅能報名 1 校 
2.不採計會考成績 
3.超額比序：減免身分 
 技藝課程及服務學習 

1.報名 5/17 前(洽教務處註冊組) 
2.錄取放榜 6/9 
3.報到 6/10 

實用技能學程 具技藝傾向之學生，曾參加技藝班課
程之學生為優先 多所公私立高職 依志願序分發 輔導處資料組【另有詳細日程公告】 

考試分發入學 

1.政大附中:英語性向學生 
2.師大附中:數學及資訊性向者 
3.西松高中: IB 國際文憑預科課程 
4.國立海大附中:海洋科技課程 

1.政大附中--英語國際班 
2.師大附中--資訊科學班 
3.西松高中--國際文憑 IBDP 班 

 4.海大附中--海洋科技人才培育班 

考試分發入學學科測驗
(且須達會考成績門檻) 

6/16-18 自行網路&現場報名(完成報名-來電告知註冊組) 

6/20 測驗,通過者 6/22 將特招志願加入基北免試選填志願 

免
試
入
學 

公
私
立
高 
中 
職 

★優先免試 

私立 
一般學生，就近入學 
經濟弱勢學生(低收、中低收等有保障
名額) 

新北市各私立高中職 1.各僅能報名 1 校 
2.同分比序： 
(1)多元學習積分 
(2)教育會考成績(私立學
校不參採此項) 

教務處註冊組 

私校優免:報名 5/11 前、5/21-22 公告抽籤、5/26 放榜報到 

公校優免:報名 5/26 前、6/10 放榜、6/11 報到 

聯合免試:報名 5/26 前、6/17-23 選填志願、6/24 完成志
願單簽名返校繳交、7/6 放榜、7/8 上午報到 

公立 永平、錦和、中和、新店、雙溪、石碇等
高中；及瑞芳高工、樟樹高中 

聯合免試 
※4 月底申請變更就學區
(不在基北區就學高中職) 

一般學生 
(變更就學區學生需同時以網路及紙本
提出申請，請洽註冊組) 

基北區聯合招生 
同分比序項目： 
志願序、多元學習表現、
教育會考成績 

公
私
立
五
專 

★優先免試 一般學生，對五專科系有興趣，如護
理、餐旅、醫技、幼保、外語等(北區
公校有國立台北商業大學、以及國立
台北科技大學智慧自動化工程科) 

全國跨區跨校報名、且於電腦系統選填
志願分發(至多 30 個志願科系)  

同分比序項目： 
志願序、多元學習表現、
教育會考成績、弱勢身
分、技優表現及校際競賽
等(但優免及聯免之超額
比序積分採計方式不同) 

教務處註冊組(報名說明會－預定 4/1 或 4/23 中午、統一

報名 5/11 自習課) 
優免:報名 5/11 前、6/3-8 網路選填志願、6/10 放榜、6/15
前依各校規定報到 

聯合免試 分北中南三區報名(可報名多區,但都只
能各報 1 校)，且僅能擇 1 校報到 聯免:報名 5/26 前、7/2 寄發撕榜通知、7/7 現場撕榜報到 

獨
招 

中正預校 軍校，學費全免，限男生 該校獨招 1.智力測驗、口試及體檢 
2.會考成績 

自行網路暨通信報名(但須 4/28 前報名體檢及智力測驗)、
6/6 口試、6/18 放榜、7/7 前通訊報到、8/7 入學報到 

開平餐飲、開南工商等 詳各校簡章 
建教合作 詳各校簡章或洽輔導處資料組 

本校教務處註冊組電話:22319670#214、、、、輔導處 22319670#242 資料組、、、、#243 特教組、、、、學務處體育組分機#226 

入學管道/時間 適用學生 招生學校 採計條件 承辦處室及重要日程 

特 
色 
招 
生 

甄 
選 
入 
學 

高中職藝才班 
1.美術班  2.音樂班 
3.舞蹈班  4.戲劇班 具備美術、音樂、舞蹈、戲劇 

訓練基礎與專長 

北區聯合招生【均需先參加術科測驗，

以此成績及會考成績為門檻，最後考量

是否參加甄選入學報名及撕榜、但但但但注意注意注意注意:

舞舞舞舞蹈蹈蹈蹈班班班班甄選甄選甄選甄選採採採採用用用用選選選選填志願方式填志願方式填志願方式填志願方式--------不不不不撕榜撕榜撕榜撕榜】 

1.術科測驗 
2.書面資料 
3.會考基礎級門檻 

1.術科測驗校內報名 3/2 中午前(輔導處特教組) 
2.參加術科測驗(4/10 美術班;;;;4/10-11 戲劇班；；；；4/17-19

音樂班；；；；4/17 舞蹈班) 
3.據成績單及鑑定結果，考量校內報名 5/26 前 (註冊組)    
4.【美術/音樂-現場撕榜報到 7/7】【舞蹈/戲劇-放榜 7/6,

現場報到 7/8】 

七年一貫藝才班 
(獨招)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舞蹈系   台南應用
科技大學美術系、音樂系及舞蹈系 
高雄東方設計大學美術工藝系 

術科測驗 
會考成績列入採計 

自行報名參加術科測驗 

科學班 
數學或自然成績優異、具備科學潛
能，特別是喜好實驗實作者 

各校獨招，基北區僅建中及師大附中、、、、
北一女辦理招生【各校科學班官網均有
線上招生說明】 

1.入班資格審查 
2.科學能力檢定成績 
3.實驗操作成績 

1.可校內團報 3/ 3 前(洽教務處註冊組);;;;亦可自行報名 3/5
前【需先線上報名並列印、、、、採通訊報名】 

2.參加科學能力檢定考試 3/13、、、、通過者 3 月底再參加實驗
實作測驗 

3.錄取放榜 4/1-8;;;;報到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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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同學貼在連絡簿內妥善保存，如有重大變動會通知。

並請家長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10年度國中教育會考暨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及年度國中教育會考暨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及年度國中教育會考暨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及年度國中教育會考暨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及 

五年制專科學校適性入學五年制專科學校適性入學五年制專科學校適性入學五年制專科學校適性入學校內校內校內校內重要日程表重要日程表重要日程表重要日程表 

＊＊＊＊＊＊＊＊所有所有所有所有校內校內校內校內報名日期均指報名日期均指報名日期均指報名日期均指最後期限最後期限最後期限最後期限＊＊＊＊＊＊＊＊ 

110 

 

1-

2 

月

份 

第 1次志願系統模擬選填(1月)及後續結果輔導(開學) 

各類升學簡章校內預購(期末)及發放(開學後陸續) 

★請注意各升學管道校內報名作業 

(未預購簡章相關資料者,如有需要可自行網路下載, 

或自行至各指定學校購買) 

九年級第九年級第九年級第九年級第 3次模擬考次模擬考次模擬考次模擬考(2/24-25) 

3

月月月月

份份份份 

2 
二 
中午中午中午中午 藝才班術科測驗校內報名(開學起特教組) 

3 三 
科學班能力檢定測驗校內報名(註冊組) 

專業群科特招(新北書審)校內校內校內校內報名(資料組資料組資料組資料組)  

11 四 國中教育會考本校集體報名(註冊組) 

12 五 專業群科職校特招專業群科職校特招專業群科職校特招專業群科職校特招(北市北市北市北市)校內校內校內校內報名報名報名報名(資料組資料組資料組資料組) 

13 六 科學班能力檢定測驗(後續實驗實作皆 3月底) 

15-19 一-五 各學科補考(除週二外每天早自習) 

19 五 專業群科職校特招(基北區以外就學區基北區以外就學區基北區以外就學區基北區以外就學區)自行報名自行報名自行報名自行報名 

22 一 專業群科職校特招新北書審結果公告新北書審結果公告新北書審結果公告新北書審結果公告(待通知待通知待通知待通知) 

22-24 一-三 專業群科職校特招術科測驗術科測驗術科測驗術科測驗校內校內校內校內報名(資料組資料組資料組資料組) 

29-30 一-二 第第第第 2次基北區免試系統志願模擬選填次基北區免試系統志願模擬選填次基北區免試系統志願模擬選填次基北區免試系統志願模擬選填(註冊組) 
3/31 

- 4/1 
三-四 第一次定評(4/1午休-註冊組暫定五專說明註冊組暫定五專說明註冊組暫定五專說明註冊組暫定五專說明) 

 

…

  

4

月月月月

份份份份 

1或 8 四 科學班放榜(4/9報到) 

9 五 國中教育會考准考證發放(待註冊組通知) 

10-11 六-日 美術班、戲劇班術科測驗(4/27寄發成績單) 

17-19 六-一 舞蹈班、音樂班術科測驗(4/27寄發成績單) 

22-23 四-五 九年級模考九年級模考九年級模考九年級模考(暫定暫定暫定暫定 23中午註冊組中午註冊組中午註冊組中午註冊組五專填表說明五專填表說明五專填表說明五專填表說明) 

24-25 六-日 專業群科職校特招術科測驗(各區不同日各區不同日各區不同日各區不同日) 

26 一 免試入學變更就學區校內申請(註冊組) 

26-28 一-三 本校運動績優生術科測驗報名(體育組) 

 

…
   

5

月月月月

份份份份 

1 六 本校運動績優生術科測驗(體育組) 

3 一 本校運動績優生放榜(體育組) 

3-4 一-二 九年級期末考九年級期末考九年級期末考九年級期末考 

3-11 一-二 技藝優良甄審校內校內校內校內報名(資料組) 

11 二 
新北新北新北新北私立私立私立私立高中職高中職高中職高中職優先免試校內報名(註冊組) 

五專優先免試校內校內校內校內報名(註冊組) 

7-17  
中正預校自行網路暨通信報名(但須先報名
體檢及智力測驗，6/6口試、6/18放榜) 

12 三 藝才班資優鑑定結果(待特教組通知) 

14 五 中午放學、下午看考場 

15-16 六-日 國中教育會考國中教育會考國中教育會考國中教育會考(一律著校服應考) 

17 一 

產特優先入學校內校內校內校內報名(註冊組) 

實用技能學程校內校內校內校內報名(資料組) 
專業群科職校特招術科測驗成績公告(資料組) 

18 二 本學期補考本學期補考本學期補考本學期補考 

21-22 五-六 
新北新北新北新北私立私立私立私立高中職高中職高中職高中職優先免試各校抽籤公告及後續各校抽籤公告及後續各校抽籤公告及後續各校抽籤公告及後續

作業作業作業作業(註冊組) 
5/24 

- 6/1 
一-二 五專優先免試志願模擬選填-校內校內校內校內暫 25(註冊組)

26 三 

新北新北新北新北私立私立私立私立高中職高中職高中職高中職優先免試-上午放榜.下午正取報到 

 27(四)上午備取報到(註冊組) 

藝才班甄選入學校內校內校內校內報名(註冊組) 
各區五專免試入學校內校內校內校內報名(註冊組) 
基北區高中職免試入學校內校內校內校內報名(註冊組) 
新北新北新北新北公立公立公立公立高中職高中職高中職高中職優先免試校內校內校內校內報名(註冊組) 

 

6

月月月月

份份份份 

1 二 畢業典禮畢業典禮畢業典禮畢業典禮(學務處學務處學務處學務處) 

3-8 四-二 五專優先免試優先免試優先免試優先免試正式選填志願(暫定暫定暫定暫定 3校內校內校內校內) 

4 五 

國中教育會考成績網路查詢 

國中教育會考成績單上午領取領取領取領取(註冊組) 

國九下午離校國九下午離校國九下午離校國九下午離校(學務處學務處學務處學務處) 

7 一 

藝才班甄選入學報名確認送件(註冊組) 

實用技能學程放榜(資料組) 

新北公立高中職優先免試優先免試優先免試優先免試校內校內校內校內報名抽換

(註冊組中午止) 

8 二 五專優先免試優先免試優先免試優先免試志願單簽名繳交(註冊組) 

9 三 

產特優先入學放榜(註冊組) 

技藝優良甄審放榜(資料組) 

專業群科職校特招術科測驗術科測驗術科測驗術科測驗放榜(資料組) 

10 四 

新北公立高中職優先免試優先免試優先免試優先免試放榜(註冊組下午) 

五專優先免試優先免試優先免試優先免試放榜 

產特優先入學報到 

技藝優良甄審報到 

專業群科職校特招報到 

實用技能學程報到 

11 五 
新北公立高中職優先免試優先免試優先免試優先免試報到(上午正取 

、下午備取)  

12-14端午連假端午連假端午連假端午連假 

15 二 
五專優先免試優先免試優先免試優先免試報到截止-依各校規定 

藝才(舞蹈舞蹈舞蹈舞蹈)班甄選入學 email志願選填通知志願選填通知志願選填通知志願選填通知 

16-18 三-五 
政大附中/師大附中/西松/海附之特招考試
自行報名自行報名自行報名自行報名(需需需需先網路登錄再到現場報名先網路登錄再到現場報名先網路登錄再到現場報名先網路登錄再到現場報名) 

17 
四四四四 

中午中午中午中午 

＊＊＊＊基北區高中職免試入學查詢個別序位基北區高中職免試入學查詢個別序位基北區高中職免試入學查詢個別序位基北區高中職免試入學查詢個別序位

及開始填志願及開始填志願及開始填志願及開始填志願(註冊組註冊組註冊組註冊組) 

20 日 政大附中/師大附中/西松/海附之特招考試考試考試考試 

22 二 

(新北市)市長獎頒獎典禮(註冊組) 

政大附中/師大附中/西松/海附之特招考試考試考試考試
志願中午起可加入網路選填志願中午起可加入網路選填志願中午起可加入網路選填志願中午起可加入網路選填(註冊組註冊組註冊組註冊組) 

★★★★

23 

三三三三 

中午中午中午中午 

基北區高中職免試入學網路選填志願基北區高中職免試入學網路選填志願基北區高中職免試入學網路選填志願基北區高中職免試入學網路選填志願
校內校內校內校內截止截止截止截止, 下午下午下午下午返校領取返校領取返校領取返校領取志願單志願單志願單志願單(註冊組註冊組註冊組註冊組) 

★★★★
24 

四四四四

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返校繳交返校繳交返校繳交返校繳交簽名完成簽名完成簽名完成簽名完成之志願單之志願單之志願單之志願單(註冊組註冊組註冊組註冊組) 

各區五專免試入學校內校內校內校內報名抽換報名抽換報名抽換報名抽換(註冊組註冊組註冊組註冊組)

藝才(美術美術美術美術／／／／音樂音樂音樂音樂)班甄選入學返校領取
撕榜序號等通知資料(註冊組) 

 

…

  

7

月月月月

份份份份 

1 四 專業群科職校特招公告續招續招續招續招學校名額 

2 五 
各區五專免試入學寄發寄發寄發寄發撕榜序號通知
及公告 

6 二 

＊＊＊＊基北區高中職免試入學放榜基北區高中職免試入學放榜基北區高中職免試入學放榜基北區高中職免試入學放榜(11時) 

政大附中/師大附中/西松/海附之特招放榜 

藝才(舞蹈舞蹈舞蹈舞蹈／／／／戲劇戲劇戲劇戲劇)班甄選入學放榜 

7 
三

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各區五專免試入學現場撕榜報到 

藝才(美術美術美術美術／／／／音樂音樂音樂音樂)班甄選入學現場撕榜
報到 

8 
四 

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基北區高中職免試入學報到基北區高中職免試入學報到基北區高中職免試入學報到基北區高中職免試入學報到 

政大附中/師大附中/西松/海附特招報到 

藝才(舞蹈舞蹈舞蹈舞蹈／／／／戲劇戲劇戲劇戲劇)班甄選入學報到 

…
 部分入學管道續招(自行注意公告) 

   

 

 

 

 

＊＊＊＊放榜錄取注意事項均須自行詳查各高中職之放榜錄取注意事項均須自行詳查各高中職之放榜錄取注意事項均須自行詳查各高中職之放榜錄取注意事項均須自行詳查各高中職之網路公網路公網路公網路公

告告告告，，，，並無書面或電話通知並無書面或電話通知並無書面或電話通知並無書面或電話通知，，，，錯過報到即視同放棄錯過報到即視同放棄錯過報到即視同放棄錯過報到即視同放棄。。。。 

★★★★★★★★務必注意務必注意務必注意務必注意!!!!!各升學管道均規定各升學管道均規定各升學管道均規定各升學管道均規定：：：：只要有只要有只要有只要有到到到到錄取錄取錄取錄取學校學校學校學校

完成完成完成完成報到報到報到報到，，，，即須即須即須即須同時同時同時同時切結繳交畢業證書切結繳交畢業證書切結繳交畢業證書切結繳交畢業證書，，，，亦亦亦亦

不得再參加後續不得再參加後續不得再參加後續不得再參加後續其他其他其他其他升學管道升學管道升學管道升學管道～～～～ 

※※※※ 附註附註附註附註：：：：有關國中教育會考有關國中教育會考有關國中教育會考有關國中教育會考、、、、高中職及五專高中職及五專高中職及五專高中職及五專等等等等各入學各入學各入學各入學

管道詳細日程管道詳細日程管道詳細日程管道詳細日程，，，，以各區各入學管道招生簡章內容以各區各入學管道招生簡章內容以各區各入學管道招生簡章內容以各區各入學管道招生簡章內容

為準為準為準為準，，，，請詳閱簡章請詳閱簡章請詳閱簡章請詳閱簡章。。。。或或或或請請請請隨時注意本校隨時注意本校隨時注意本校隨時注意本校校網右側校網右側校網右側校網右側

升學專區升學專區升學專區升學專區公告事項公告事項公告事項公告事項。。。。 

PS: ★★★★意為畢業意為畢業意為畢業意為畢業離校離校離校離校後必須返校後必須返校後必須返校後必須返校日日日日(需著校服需著校服需著校服需著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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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魔法 

 

 

 

 

 

 

 

109-1 各年級閱讀王(統計日為 109/8/31-110/1/20) 

七年級 八年級 九年級 高一 高二 高三 

705江馨妮 803陳致穎 902連婕伶 105李軒綾 201謝梓翔 從缺 

711莊明宜 803劉又瑄 903李映妤    

710王永謙 803虞雅婷 908陳維茜    

705駱慶薇 808廖予寧 903李亮筠    

707林子銓 807林妤臻 908孫紹婷    

703章沛涵 803林文旭 902鄒家祐    

709鄧宇涵 803高睿杰 909鄒家芃    

707鄧至翔 803張宥妡 904游偉宏    

 811蔡厚德 902何家希    

 811王郁閔 902張育寧    

*快來借書吧，或許下半年的閱讀王就是你啦*(此為各年級前 10名，借閱 10 本以上才列入計算。) 

109-1閱讀運動書香班級得獎名單(統計日為 109/8/31-110/1/20) 
名次 七年級 八年級 高一 高二 

1 710 803 104 208 

2 705 810 108 202 

3 704 802、811 103 201 

4 706  ★全校第一名為 710 班 

全校書籍借閱排行前 10名 

1 墨西哥尋寶記 6 解憂雜貨店 

2 讓高牆倒下吧〈套書〉 7 遜咖日記：改造葛瑞大作戰 

3 最後 14堂星期二的課〈套書〉 8 漫畫四書：論語.孟子〈套書〉 

4 小王子 9 我的心中每天開出一朵花〈套書〉 

5 頑皮故事集〈套書〉 10 午餐錢大計畫〈套書〉 

 
◎百本經典閱讀活動 

◎班級共讀 

◎班級圖書館利用 

◎主題週、書展、特展 

◎高中小論文比賽 

 

◎閱讀心得寫作比賽 

◎專題演講 

◎專題書箱 

◎K書中心晚自習 

【永平高中圖書館閱讀推廣活動】 

   *快來借書吧，或許下半年的閱讀王

就是你啦*(此為各年級前 10名，借閱

10 本以上才列入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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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讚的 K書中心 

～靜下心來讀書是非常重要的～ 

※什麼樣的孩子適合 K 中？ 

1. （輕度）易受朋友吆喝，動不動就被叫到操場打球，出去聊天打屁。 

2. （中度）無法在家唸書之人：在家有父母嘮叨，有兄弟姐妹干擾，有冰箱、床、電視……的呼喚 

3. （重度）易受 3C產品誘惑的孩子，在家不知不覺就會摸到電腦前…..，您還不讓孩子來 K中嗎？ 

※來 K 中的十大好處： 

1. 超省錢：補習要錢，外面的 K中要錢，但我們的 K中不用錢，任何電費、茶水費，陪讀

老師鐘點費……等等都不需要出錢。 

2. 超安靜：全部獨立隔間，一人一桌，不受干擾，每人可用的桌面範圍相當廣。 

3. 超安全：有陪讀老師與您的孩子一起奮鬥(從 18：30到 21：30)，孩子只要每天付出三小

時，長期下來會學到課本學不到的毅力及自律。 

4. 超舒適：護眼燈具，桌椅高度符合人體工學，冷氣機很安靜，冬暖夏涼，廁所近在咫尺

又不會臭。 

5. 超好吃：下課吃個晚餐就可以直接去 K中自習，對面有各式各樣的餐飲店，附近又有樂

華夜市，美食包羅萬象，想吃什麼就吃什麼。 

6. 超方便：外面的圖書館需要排隊，這裡只要每天中午前登記即可，VIP還可以有固定座位

喔。 

7. 超有讀書風氣：陪讀老師上下課點名，掌握出缺席狀況，男女生座位分開，提供良好的

讀書風氣， 

8. 超優秀：把時間用在對的地方，勤奮的準備，自然有能力應付大考。 

9. 超好運：有一年我們 K 中同時出了一類、二類、三類的榜首，因此造就了傳說中的榜首

位子，趕快來搶好位子吧。 

10.超滿足：偶爾有老師貢獻出免費參考書，學長姐提供各大補習班的講義，再加一個小小

的好處，想休息一下時可以把同學當鬧鐘。（您還不趕快把孩子找來？） 

※建議用法： 

想要孩子功課進步，就不要孩子再當手機奴隸，別讓孩子空虛無聊充塞求學生

活，懶惰貪玩摧毀前途；請孩子跟志同道合的朋友們組魔鬼營讀書會，大家一起約 K

中，K中好成績吧！ 

 

 

 

 

 

 

 

  

網路查詢孩子留 K中自習紀錄：永平高中網頁首頁左下方/校園 e化

服務/K書中心出席系統/輸入孩子姓名，即可查詢出每日出席紀錄。

(當日紀錄會隔日一早輸入電腦供查詢，歡迎多加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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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學年度 國中適性入學輔導系列活動 

日期 講座名稱 備註 

110.03.12 

(五) 
九年級適性入學宣導講座 

活動辦理形式依照

國內疫情狀況調整 

110.03.19 

(五) 
八年級專業群科參訪 

110.04.09 

(五) 
八年級高職職群介紹 

110.04.30 

(五) 
九年級包粽激勵活動 

110.04.01- 

110.05.31 

新北市 109 學年度公私立高中

職線上博覽會 

圖片來源：Google圖片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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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性入學官方諮詢管道與網站 

◎教育部 108 課綱資訊網

網址：http://12basic.edu.tw/ 

諮詢專線：0800-012-580、04-3706-1800 

◎新北市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資訊網

網址：https://se.ntpc.edu.tw/12basic 

諮詢專線：02-2960-3456 #2663、2664、2659 

◎技專校院招生策略委員會(五專資訊)

網址：http://www.techadmi.edu.tw/ 

諮詢專線：02-2777-3827 

◎國中教育會考網站

網址：http://cap.ntnu.edu.tw/ 

◎110 年國中畢業生適性入學宣導網站

網址：http://adapt.k12ea.gov.tw/ 

永平高中網頁 

◎高中職五專升學資訊—招生訊息及報名重要日程相關業務

網頁位置：永平高中首頁上方進路升學資訊→高中職五專升學資訊 

圖片來源：Google 圖片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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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學年度國中適性入學相關網站資訊 

http://cap.ntnu.edu.tw/


 

 

 

十二年國教學制介紹 

學制項目 課程主軸及教育目標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高中) 主要課程為基本學科，目標為培養各學科通識能力。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高職) 
主要課程為專業及實習學科，另設有實用技能學程及建教

合作班，培養學生專門技術及職業能力。 

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綜合高中) 
課程涵蓋基本學科及專業、實習課程，目標為輔導學生選

修適性課程。 

五專 

專科學校五年制簡稱五專，是培育中級技術人力的重要管

道之一。五專徹底落實專業證照制度，幾乎所有科別皆有

其對應之專業證照，在學期間亦安排校外實習。 

軍校 

以全人教育的理念為宗旨，以培養未來的領導人才為目

標，為三軍官學校及政治作戰學院儲備優質骨幹學生來

源。 

高職群科類別 

機械群 
機械科、模具科、製圖科、鑄造科、板金科、機械木模科、配管科                                  

電腦機械製圖科、機電科、生物產業機電科 

動力機械群 
汽車科、重機科、飛機修護科、動力機械科、農業機械科、軌道車輛

科 

電機與電子群 
電機科、控制科、冷凍空調科、資訊科、電子科、航空電子科、電子

通信科、電機空調科 

化工群 化工科、紡織科、染整科、環境檢驗科 

土木與建築群 土木科、建築科、消防科、空間測繪科 

設計群 

美工科、陶瓷工程科、室內空間設計科、圖文傳播科、金屬工藝科、

家具設計科、廣告設計科、多媒體設計科、室內設計科、家具木工

科、多媒體應用科、美術工藝科 

商業與管理群 

商業經營科、國際貿易科、會計事務科、資料處理科、電子商務科、

流通管理科、航運管理科、農產行銷科、不動產事務科、水產經營

科、文書事務科 

食品群 食品加工科、食品科、水產食品科、烘焙科 

家政群 
家政科、服裝科、幼兒保育科、美容科、時尚模特兒科、流行服飾

科、時尚造型科、照顧服務科 

農業群 
農場經營科、園藝科、造園科、森林科、畜產保健科、野生動物保育

科 

外語群 應用外語科(英文組)、應用外語科(日文組) 

餐旅群 餐飲管理科、觀光事業科 

海事群 航海科、輪機科 

水產群 水產養殖科、漁業科 

藝術群 
戲劇科、音樂科、舞蹈科、美術科、影劇科、西樂科、國樂科、電影

電視科、表演藝術科、多媒體動畫科、時尚工藝科、劇場藝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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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巿家庭教育中心----好康補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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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立永平高級中學冷氣使用管理及費用收取辦法 

中華民國 108年 12月 12日校務會議通過 

一、依據 108年 5月 24日新北府教中字第 1080887149 號函【新北市公私立國民中小學 108學

年度學雜費暨各項代收代辦費收取基準表】及【公私立國民中小學 108學年度學雜費暨各

項代收代辦費收取基準應行注意事項】、【新北市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補充規

定】、【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補充規定修正規定】與【新北市立永平

高級中學節約能源具體措施】等辦理本校冷氣使用管理及費用收取，訂定本辦法。 

二、目標與計畫： 

(一)建立和維護學校冷氣使用管理秩序，有效發揮冷氣設備設施應有之功能。 

(二)冷氣使用及維護係屬以班級為單位的教學活動與設施，學校應於收費前先以正式書面 

    向家長說明，並經各班家長授權代表參加學校校務會議決議通過，始可收費；調整收 

    費者，亦同。班級教室尚未裝設冷氣，該班級不予收費。 

(三)辦理學校班級冷氣使用永續環境教育。 

三、冷氣使用管理原則： 

(一)冷氣的使用係個別班級事務，相關各班級規定應經由班級會議議決後遵守實施。 

(二)學生教室冷氣開啟時間以 09:00 am到放學時間為原則，溫度須超過 28度。各班須成 

    立冷氣使用維護小組訂定班級冷氣使用公約，提本校總務處審核後，經全班完成簽署 

    後，經口試通過，始得進行冷氣卡之儲值。若違反冷氣使用公約，經查明輔導勸導無 

    效，第一次禁用 1天、第二次禁用 3天、第三次以上一律禁用一週。 

    (三)配合電風扇使用，可使室內冷氣分佈較為均勻，略提高設定溫度即可達到相同舒適

感， 

    並可降低冷氣機電力消耗；過濾網宜每 2週清洗 1次，以利空氣流通，增進效能。 

四、冷氣使用及維護費收取標準： 

    (一)電費： 

      1.基於使用者付費原則，各班使用冷氣收費應以電表所呈現度數核實計算，計算每度收 

        費額度含有【班級教室基本電費】、【流動電費】和【超約附加費用】。 

      2.綜合前項，班級冷氣電費以每度 5元收費。 

      3.各班冷氣裝設智慧電表與讀卡機，可於每日上午至總務處進行儲值，每次儲值以 1,000 

        元為原則。 

    (二)冷氣機維護與汰換費： 

      1.每學期每生收費 200 元。 

      2.低收入戶學生、中低收入戶學生或家庭突遭變故學生倘有繳費困難，經導師家訪認定 

      者，學校得本於收支平衡原則酌減或免收該項費用，並由校內仁愛基金或其他自籌款 

      協助學生繳納。 

五、教育宣導與責任：  

    (一)全校教職員工同仁皆負有指導和輔導班級學生正確有效使用班級冷氣之責任與義務。 

    (二)班級冷氣係屬班級公議事務，非經班級會議同意通過，任課教師不得強迫學生開冷

氣。 

六、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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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室 200 圖書館(主任)、採編組 250

秘書室 201、203 服務台(一樓) 251

健康中心 202、101 資訊媒體組(二樓) 252

合作社(忠孝樓一樓) 204 創造力中心(三樓) 253

音樂專科教室(忠孝樓五樓) 206 會議室(四樓) 254

電腦教室機房(忠孝樓四樓) 208 演藝廳(五樓) 255

電腦教室(忠孝樓四樓) 209 會議室(六樓) 256

教務處(主任) 210 讀服組 257

教學組 211 資訊管理員 258

副組長、幹事 212、219 K書中心(圖書館地下室) 259

實驗研究組 213 人事室(主任) 260

註冊組(一)(二) 214、215 人事室(組員) 261

試務組、行政助理 216、218 會計室(主任) 270

設備組、幹事 217 會計室(佐理員) 271

行政助理、實習老師 610、611 進修學校(主任) 280

學務處(主任) 220 教導組長 281

主任教官、生教組 221、224 教師會會長 290

訓育組、副組長 222、207 英語課程發展中心 188

衛生組 223 七年級導師辦公室(忠孝樓二樓) 267、277

社團活動組 225 八年級導師辦公室(中正樓二樓) 268、278

教官1、教官2 227、228 九年級導師辦公室(忠孝樓二樓) 269、279

體育組(綜合大樓一樓) 226 高一導師辦公室(忠孝樓三樓) 264、274

貴賓室(綜合大樓三樓) 327 高二導師辦公室(和平樓四樓) 265、275

游泳池 205 高三導師辦公室(和平樓四樓) 266、276

幹事1、幹事2(含家長會) 229、168 高中專任辦公室(一)(和平樓四樓) 284

午餐秘書 337 高中專任辦公室(二)(信義樓一樓) 285

總務處(主任) 230 高中美術辦公室(綜合大樓一樓) 286

事務組、幹事1(維修專線) 232、 231 國中專任辦公室(一)(中正樓四樓) 287

出納組 233 國中專任辦公室(二)(中正樓四樓) 288

文書組 234 國中專任辦公室(三)(中正樓四樓) 289

幹事2(含基金會) 235 國中生物準備室(忠孝樓五樓) 295

學校總機和文書收發 236 物理實驗室(和平樓一樓) 296

幹事3 237 化學實驗室(和平樓二樓) 297

輔導處(主任) 240 生物實驗室(和平樓三樓) 298

輔導組、副組長 241、247 警衛室 299

資料組 242 1.總機  2231-9670  自動跳號

特教組 243、343

國中輔導1 244、245 3.校長專線：2922-1572

高中專輔、高中特教 248、249

國中專輔 885

國中輔導2、社工師 883、886

國中學習中心(1)、高中學習中心(1) 246

國中學習中心(2)、高中學習中心(2) 349

國中學習中心(3)、(4) 339

新北市立永平高級中學109學年度全校辦公室電話分機一覽表

4.合作社專線  2928-0802﹝合作社自付﹞

5.游泳池專線  2921-0014﹝游泳池自付﹞

2.校安專線聯絡  3233-9456﹝教官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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