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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山國中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線上補課計畫 

110年5月26日課程發展委員會修正後通過

一、 實施依據： 

(一) 教育部「線上課程教學與學習參考指引」。 

(二) 新北市各級學校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停課、補課及定期評
量應變計畫。

二、 實施對象：學校因「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導致國小、國中及高中職部分
班級或全校停課期間之線上補課計畫。 

三、 實施程序：本校業於109年3月30日召開課程發展委員會訂定本計畫，如因疫 

 情導致班級或全校停課， 將依本計畫訂定各停課班級線上補課課程表，經 

 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並報經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同意後實施，另公告於本校校 

 網【補課平台】專區，並以通訊群第一時間告知家長 

四、實施方式： 

(一) 時數折抵：線上補課節數得折抵實體補課節數。

(二) 實施原則：

1. 線上補課規劃應符合師生間「即時性」或「互動性」原則，授課
教師得以遠距教學、線上自主學習、紙本自主學習、教育局YouTube 頻

道及第四台公用頻道等授課模式進行，建議使用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親師生平臺及其他數位學習平臺，並應包含指定任務或分派作業
、實施評量與回饋等項目，並將實施歷程資料(如線上平臺學習
歷程記錄、學習單檔案、出缺席紀錄…… 等)留存備查。 

2. 補課方式如為上述「非同步」模式，教師應以其他方式指導學
生，並掌握學生學習理解及轉化之狀況。

3. 教師授課時應以原任教班級對象為原則，如教師可落實共備，得
併班遠距共課，並同步上線指導學生。

4. 為維護學生視力健康，每日實施時間，國中不得超過7節課，每節

課之間應至少休息10 分鐘。。

5. 學校應事先向家長說明線上補課屬正式課程的一部分，對未確實
參與學生，學校於復課後將適時施以補救教學，不另實施實體補
課，另與家長妥善溝通相關事宜。

6. 上下課時間規劃：每1節課上課35分鐘，下課20分鐘，以保護視
力。

7. 折抵實體課程節數：線上補課節數100 % 折抵實體補課節數，
（ 亦即同一科目實體補課節數可100％折抵）為原則。

8. 督課機制：由行政人員隨機進入各視訊教室觀察上課情形。

9. 班級經營：對於專注力不集中的學生，使用視訊平臺「釘選學生
畫面」機制，若學生沒反應，進行記錄及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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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評量方式：

○1 由補課教師使用google classroom平臺上傳學習單、測檢卷丶

  習作等，並由學生上傳填答節果，或於復課後繳交，由補課教 

  師據以評分。 

 ○2 以班網／班群(FB 、 學校班級網頁丶Seasaw 、 

 GoogleClassroom、 Line@、 Classting、Telegram或Wechat 

 等 ）發佈每日課堂聯絡與派任作業事項。 

四、 實施程序： 

(一)預先完成各項整備工作：學校如於停課期間欲實施線上補課，將於停
課前訂定線上補課計畫，並經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另須盤點校內所
需資訊設備、調查學生家中資訊設備情形、訂定師生借用資訊設備流
程、親師生資訊設備使用及線上教學說明、訓練及演練、撰寫緊急停 

 課通知單及補課通知單等工作。 

(二)召開校內會議確認課表：如遇停課時，依上述已訂定之線上補課計畫
召開相關會議邀請相關任課教師共同討論及配置線上補課課程表，並
經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

(三) 將課表寄至教育局承辦人信箱：於停課後 2 日內將線上補課課程表寄
至教育局承辦人信箱。

(四) 學校依計畫實施：學校經校內審查機制通過後即可實施。

(五) 實施後成效檢討及改進：於復課後 1 週內召開會議進行學生學習成效
評估，如學生學習內有不足之處，應請教師於實體補課或正常上課後
實施補強或扶助學習，以確保學生學力。

五、 其他配套 

(一) 學校須訂定校內線上補課計畫及課程表。 
(二) 學校於教師實施線上補課計畫時，得依需求隨機線上巡堂並做成巡堂

紀錄，如未確實實施教學，應立即要求教師改進，如臨時發生不可抗
力的因素以致無法如期實施教學，須另行安排時間補課。

(三) 教師於授課時應掌握學生學習情形，如有學生未依規定進行線上學習，
應於課程結束當日通知家長，並了解學生缺課原因，並做成紀錄。

(四) 學校應提供校內教師實施線上課程所需資訊與流程說明，必要時辦理
相關研習，協助教師熟悉線上學習平臺及教學資源工具使用，並指派
專人適時協助及解決相關使用問題。

(五) 主動調查校內學生資訊設備及網路借用需求；如確實家中無法提供，由
學校統一向鄰近學校借用電腦設備或向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借用sim卡。

(六) 自109年3月20日開始，已由資訊維辦理4場教師「線上教學教育訓練」，
協助教師熟悉線上教學平臺及教學資源工具使用，並適時協助及解決相
關使用問題。

(七) 本校於復課後召開會議，進行學生學習成效評估；如學生學習有不足之
處，將請各班／各科教師實體學習扶助 （補救教學），確保學生學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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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本計畫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核定後實施。

承辦人：  主任：  校長： 

(八) 學生復課後之實體補課時間，由學校統一安排於早自習、第 8 、9
節、週六(日)或寒暑假期間進行，另行通知補課班級。

(九) 諮詢專線：02-2296-2519分機121（教務主任）。

課程路詢專線：02-2296-2519分機122（教學組）。

電腦設備諮詢專線：02-2296-2519分機125（資訊組）。



附件 1：全校停課 

新北市立泰山國中109學年度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停課 

線上學習課程表 

節次\星期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早自習 08:00~08:20 

第一節 

08:20~09:05 
健康教育 國文 國文 生物 國文 

第二節 

09:15~10:00 
國文 生物 英語 英語 地理 

第三節 

10:10~10:55 

歷史[單]

地理[雙]

數學 音樂 英聽閱讀 數學 

第四節 

11:05~11:50 

地理[單] 

歷史[雙]

英語 體育 國文 好好玩數學 

午休時間 12:35~13:10 

第五節 

13:00~13:45 
體育 輔導 數學 

空白

 

第六節 

13:55~14:40 
生物 家政  生科

班週會 

公民 

第七節 

14:55~15:40
數學 國文  生科

童軍 

1. 若遇停課，第八節暫停（另行處理退費事宜）。

1.停課第 1 週，依

原課表進行上午課

程(每日共 7節)。

2.以星期一歷史課

與地理課為例。第

三節上歷史課(原單

週上課)，第四節上

地理課。

1.停課第 2 週，依

原課表進行(每日

共 7節)。

2.以星期一歷史課

與地理課為例。第

三節上地理課(原雙

週上課)，第四節上

歷史課(上雙週

課)。

口訣：先上午後下午，先單後雙

體育 社團



附件2 

Google線上直播(MEET)操作步驟（含錄製影片） 
1.請進「新北市親師生平台」

https://pts.ntpc.edu.tw 右上方點選

登入 

2.輸入自己校務行政帳密

3.點選「停課不停學專區--谷歌雲端服

務入口」

4.點選

5.點選 6.點選

https://pts.ntpc.edu.tw/


7.輸入教師代碼：例如「csjhs-a001」 8.加入會議

9.點選右下角：選擇【錄製會議】 9-1.選擇雲端硬碟，錄製的影片儲存

路徑如下：
我的雲端硬碟Meet Recordings資料夾 

10.教學應用：立即進行簡報(將畫面顯示在所有人的主畫面)
A.要先開啟欲分享的檔案(如:PPT簡報)

B.建議使用單個視窗

C.選擇檔案

D.分享

ttcjh-001 

ttcjh-001 



【手機版】Google線上直播(MEET)操作步驟 

1.安裝Google LLC開發者的

「Hangouts Meet」，並開啟APP。 

2.點選左上角，新增(切換)其他帳戶(使

用教育版)

3.教育版帳戶為

【校務帳號@apps.ntpc.edu.tw】 

4.再輸入自己校務行政帳號/密碼

校務帳號@apps.ntpc.edu.tw 

校務帳號 

校務密碼 

mailto:校務帳號@apps.ntpc.edu.tw】


5.可看見【＋新會議】功能 6.輸入會議代碼：例如「csjhs-a001」

7.加入會議 8.完成

ttcjh-001 

ttcjh-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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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山國中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停課、補課及定期評量應變計畫 

110年5月26日課程發展委員會修正後通過 

一、 依據： 

(一)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109 年 2 月 13 日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應變小組會議

決議事項。 

(二)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國民中小學及教保服務機構停課與課業學習

及成績評量實施原則。

(三) 校園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停課標準。

二、 停課標準： 

(一) 1班有 1位師生被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列為確定病例，該班停課。 

(二) 1校有 2位以上師生被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列為確定病例，該校停課。

(三) 1行政區有 3分之 1學校全校停課，該行政區停課。

(四) 前述(一)至(三)之停課情形，仍應視實際疫調情形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

心公布之指示做適當之調整。

(五) 各直轄市或縣市、各區或全國之停課，將依國內疫情狀況及中央流行疫情

指揮中心公布之措施為實施依據。

三、 補課流程及注意事項：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已擬定「停課不停學、學習送到家」泰山國中

防疫線上學習計畫，供親師生突破時空限制自主備課、學習與複習。各校教職員工生

及其同住家人如因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疑似或確診案例，導致個人、班級或全校停

課，停課期間針對停課學生，應積極利用上開各項資源，持續督導學生課業學習，並

妥善輔導給予學生必要之協助，有關停課期間及復課後之補課方式及原則如下： 

(一) 訂定停課後補課及居家學習計畫，應事先告知家長並留校備查。

1. 個別學生停課(含滯留陸港澳之臺生)：

(1) 行政端：停課期間應確實掌握滯留陸港澳臺生滯留原因、返台時間

及停課學生健康狀態。 

(2) 教師端：

A. 停課期間：定時關懷停課學生學習狀態、宣導本校各項線上學

習資源，必要時，並得依學生需求(如滯留陸港澳學生)協請行

政端以紙本寄送方式將課程相關教材提供給停課之學生，俾利

進行在家自主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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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復課後：於課間或課後透過多元方式指導學生未學習之課程，

並搭配學習扶助機制及本校親師生平臺提供學習資源，並確

實掌握學生學習進度，避免學業落後。

2. 部分班級停課：

(1) 行政端：

A. 會同該班相關教師商擬停課後之補課事宜。

B. 補課可採線上補課或到校補課方式，並於停課日起 1 週內擬定

補課計畫，所有應補課程皆須納入，並報教育局存參。

C. 為掌握課程進度及維護學生受教權益，應於每次復課日起 2 個

月內完成補課為原則。

D. 補課時間可安排於早自習、週六日、寒暑假或課餘時間，惟倘以

集中週六或週日方式辦理，應顧及師生身心健康，擇 1 日為

宜；國高中職以不超過當日之第 9 節，且午休時間仍應維持原

作息。

E. 如有班級遇有尚未完成補課即又重複停課之情況，由本校課程發

展委員會，在同時考量老師、學生作息及學生最佳學習效果之

前提下，結合學生居家學習與學校正式課程，以降低重複停課班

級之補課困擾。

(2) 教師端：

A. 停課期間：定時關懷停課學生學習狀態、宣導本校各項線上學

習資源，俾利進行在家自主學習。

B. 復課後：配合行政端規劃進行後續補課相關事宜。

3. 全校停課：

(1) 由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決定，彈性延長上課時間(週一至週五)或調

整上課日期(分散於每週末或集中於寒暑假補足)，其餘補課原則比

照上開方式辦理。

(2) 為確保停課期間校務及教學運作順暢無虞，並能妥善規劃補課計

畫，學校可使用親師生平台內的Google meet等平台進行「同步」

或「非同步」之線上教學(平台使用教學懶人包請至「新北市資訊業

務入口網」https://mis.ntpc.edu.tw/查詢)。

(二) 班級停課或全校停課期間，學校於確實維護學生學習權益之原則下，得運

用「新北防疫線上學習方案」所列各項線上教學資源及平台，自主規劃線

上彈性補課計畫(含視訊教學、錄製教學影片……等)並將計畫報教育局存參，

如於停課期間實施線上授課，其授課時數得抵免復課後應補課時數。 

四、 如停課適逢定期評量時，其因應措施： 

(一) 個別學生補考：考量學生係因防疫停課，屬不可抗力因素，依「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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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市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補充規定」第 9 點第 1 款辦理補考事宜，其

成績應依實得分數計算，以維護學生權益。 

(二) 班級停課補考：

1. 恰遇定期評量日，惟不影響評量課程範圍者(例如：週二至週五停

課，週二、週三評量)，擇日於復課後 1 週內完成補考，並請注意命

題及評分之公平性。

2. 因停課影響部分評量課程範圍者(例如：前一週之週一至週五停課，

次週二、週三評量)，校內各領域/科目教學研究會得依課程進度調整

命題範圍，並依原定期程進行評量；或由停課班級於完成原定評量課

程進度之補課後 1週內完成補考。

(三) 全學年 2 分之 1 以上班級(含 2 分之 1)或全校停課時，定期評量實施方

式處理如下：

1. 由學校調整實施日期及次數，經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後實施。

2. 學校得另行實施線上定期評量，檢視學生學習成效，惟不納入學期成

績結算，線上評量參考指引由教育局另訂之。

(四) 考量補考試題之公平性，建議在評量命題時，預做補考所需之備份試卷。

(五) 依上開規定，於定期評量日前將因應疫情學校停課之定期評量及補考等

實施計畫，以通知單及學校網站公告宣達，以利親師生周知。

五、本計畫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核定後實施，修正後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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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泰山國中補課規劃表(請依實際狀況填寫，不同年段各 1份。) 

任課教師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一、實施年級：□七年級   □八年級   □九年級

二、實施班級：□全年級   □個別班級分別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課程類別：  

1.□國語文 2.□英語文 3.□數學 4.□社會 5.□自然科學(自然與生活科技)

6.□藝術(藝術與人文)  7.□健康與體育  8.□科技 9.□綜合活動

四、停課及上課時間：（本次免填，補課規劃時間以 2 周計算。） 

1.停課時間：_____年 _____ 月______ 日起至_____年 _____ 月______ 日。

2.上課時間：_____年 _____ 月______ 日起至_____年 _____ 月______ 日。

五、補課節數：原學習節數:共計_______節。（彈性課程回歸領域，請納入節數。） 

    到校補課節數：________節 

    線上學習節數：_______節，佔原學習節數______%。 

    （線上抵免節數得 100%）  

六、線上補課規劃：(以節為單位，1節規畫 35分鐘。) 

學習領

域或 

課程名

稱 

規劃進度 
節

數 
教學資源或教材 

教學策略 

(須含師生互動:可視訊、線

上討論、e-mail及作業回饋

等) 

評量方式 

□視訊直播授課

平台：

□錄製教學影片

平台：

□線上觀看影片

平台：

□其他：

□meet視訊會議平台

□線上討論________

□e-mail

□其他：

□教師上傳學習

單由學生作答 

平台：  

□以班網/班群發

布訊息或派任作

業 

平台： 

□其他：

附件四 補課規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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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補課平臺資源說明 

一、各類線上補課自主學習平臺網址：  
運用親師生平臺登入，進入以下平臺，方便所有資訊彙整與疑難排解。 

1. 新北市親師生平臺（網址：http://pts.ntpc.edu.tw/）登入

2. 均一教育平臺(網址：https://www.junyiacademy.org/)

3. LearnMode學習吧(網址：https://www.learnmode.net/)

4. PaGamO （網址：https://www.pagamo.org/）

5. CoolEnglish英語線上學習平臺(網址https://www.coolenglish.edu.tw/)

6. 谷歌雲端應用服務入口Google Classroom

7. 多媒體翻頁電子書（網址：https://ebook.cy.edu.tw/）

8. 教育雲(網址：https://cloud.edu.tw/)

9. 教育部因材網(網址：https://adl.edu.tw/)

10. Quizlet（網址：https://quizlet.com/）

二、授課教師線上補課建議運用平臺及功能： 
1. 直播視訊教學：meet雲端視訊會議、Google Hangouts meet。

2. 上傳自行拍攝教學影片：Google Classroom。
3. 指定任務或分派作業、實施評量與回饋：Google Classroom。

4. 師生線上即時問答：meet雲端視訊會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