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給即將成為準新興人的一封信 

 各位準新興人以及家長們，你們好，我是新興國中校長楊啟明，首先誠摯地歡迎

大家選擇新興國中就讀，為往後三年的學習，預約一個多元且又紮實的學習未來。今

年將是國家新的教育課綱發展實施的首年，一個穩健而又服膺於未來生活素養的教育

將開始實施，這對於準備進入國中校園的同學們，是再好不過的禮物了。因為課程的

引導，將可以讓選擇新興國中就讀的同學們有一套更完整且實用的學習旅程。 

 新興國中的學習環境舒適而完善，有完整的學習課程規劃、充沛的設備資源，還

有傲人的課程設計，除了一般的國文、數學、英語等常態性的課程外，新興國中還有

許多特色課程，例如「生活英語」課程讓你具有英語口說一把罩的能力；「自然探究實

驗」課程讓同學都能循著科學家的腳步親自操作實驗，發現物理化學迷人之處；國文

課的「走讀」教育，讓同學發揮團隊的精神，透過訪問與探討，國文課文中作者的思

維能在生活中實務體會。除此之外，我們還有「社會人文」課程、「創客教育」以及多

元豐富的社團活動，相信同學進入新興國中必然有很好的學習累積。 

「品德、健康、學習」，是新興國中的師長們要給新興人的禮物與承諾，「品德」是

一切做人做事的最根本，「健康」是讓同學的身心都獲得最妥善的照顧，而「學習」則

是同學們成長的養分。在新興的三年中，學校會不斷地在各項教育活動、學習課程安

排中，讓同學接受品德教育，健康鍛鍊與學力學習，期待這三大項的養成教育，能奠

基同學們人生最好的基礎，創造成就更好未來的機會。 

 校長再次歡迎同學的到來，進入新興，在校園裡學習、成長，三年後，你終會發

現，未來的你將是充滿自信，歡迎你，新興人!     

                                         新興國中校長 楊啟明 108 年 5 月 



 
臺北市立新興國民中學家長會鼓勵學生上進向學獎勵措施 
 

我是新興國中家長會會長楊禮銘，首先歡迎 貴子弟到新興國中就讀。國中階段

是一個孩子逐漸變得更獨立，更有自己見解的階段，雖然有時讓我們煩惱擔心，但我

們有責任協助孩子成長、蛻變成有自信、有品格、有學習力的青少年，未來能更上一

層樓，在 12 年國教的升學機制中，順利進入一所適合自己性向及能力的高中職就讀。 

 

新興國中向來重視孩子的教育活動與鼓勵。考量社區的需求，家長會配合學校推

出照護新興計畫，兼顧扶弱及拔尖，周全照護新興學子，目前辦理四大主要工作，包

含： 

1. 超時照顧：開設本市國中唯一每日傍晚 5：00-7：20 課後自習輔導班(收點心

費，清寒生免費)。 

2. 清寒救助：設有愛心基金，包括急難救助、經濟清寒、特教協助、家庭變故等

協助，另提供清寒生晚餐、分送白米等。 

3. 設立獎助學金：提供獎助學金或獎品，鼓勵優秀學子、清寒向學、學習進歩、

品行優良等良好表現的孩子。 

4. 培育多元才能：配合學校的活動及課程，辦理多元才能課程，培養孩子自信及

生活能力。 

 

家長會為鼓勵更多學區子弟入學新興國中，特別提供新生入學獎學金，凡您的孩

子在國小畢業表現榮獲市長獎、議長獎、局長獎、區長獎、校長獎，一經註冊入學，

可以在開學一個月內，憑國小獎狀向家長會提出申請，即可獲得以下入學獎學金，作

為鼓勵。 

畢業獎項 入學獎學金(新台幣) 

市長獎 3000 元 

議長獎、局長獎 2000 元 

區長獎、校長獎 1000 元 

除此，開學後陸續辦理清寒助學金申請，激勵孩子努力向學，安心就學。 

 

最後，再次歡迎  貴子弟到新興國中就讀。請記得依照學校入學通知單的時間來

學校報到，也歡迎各位家長加入家長會，為孩子成長一起努力。若有任何問題，除與

學校連絡外，也可以隨時與家長會(25714211#509)或家長會曹顧問(0937147483)。 

 

新興國中家長會 會長 楊禮銘 敬上 

 

108 年 05 月 



臺北市立新興國中 108 學年度新生報到注意事項 
 

親愛的家長您好： 

首先歡迎您的子弟成為新興國中的新鮮人，茲將本校新生報到應行注意事項列舉

於後，敬請  貴家長輔導貴子弟切實遵照。 

1.請切記入學卡號。編班結果未公布前，各項測驗、制服購買等均以此為依據。 

2.新生報到時間為  108 年 7 月 5 日(星期五)上午八時。 

我們會在報到當日發給新生入學手冊，裡面包含智力測驗、制服套量、午餐訂購、

暑期課程等資訊。另外現場會發新生暑期作業，請新生完成，並於開學繳交。 

3.若有以下身份者，請於報到日繳交證明文件影本： 

(1)中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證。 

(2)低收入戶：低收入戶證。 

(3)學生本人為原住民者：繳交戶口名簿影本，說明欄部分需註記原住民族別。 

4.暑期學校活動及各項事務時間表：(相關訊息亦公告於本校校網) 

7 月 5 日(五) 8:00 新生報到及校務說明會。(會議室) 

7 月 10 日(三) 8:30 智力測驗(攜帶 2B 鉛筆、橡皮擦)及制服套量。 

7 月 15 日(一)~ 

7 月 17 日(三) 

上午 8:30~ 

下午 16:00 

◎報名課程同學請  

  於 7 月 15 日 

  (一)8:10 至會議 

  室報到 

暑期新生主題式課程。詳細內容請參考本校「108 學年度小六升

國七新生暑期主題營隊實施計畫」，並請於報到當日繳交申請書

報名繳費。 

班別 

(開設兩班) 

期程 人

數 

學生年級 

主題 A: 

數位自造者 
7月 15日(一)~7月 17日(三) 20 6升 7年級 

主題 B: 

魔幻剪輯體驗 
7月 15日(一)~7月 17日(三) 20 6升 7年級 

 

7 月 26 日(五)10:30 新生編班作業。〈歡迎家長旁聽〉 

8 月 12 日(一) 

上午 09:00~11:00 

領取夏季服裝。 

 

8 月 13 日(二) 

上午 09:00~11:00 

更換夏季服裝。 

 



8 月 22 日(四)~ 

8 月 23 日(五) 

上午 07:30~12:00 

新生始業輔導，8 月 22 日(四)請穿著學校發放之夏季運動服到

校，8 月 23 日(五) 穿著夏季制服到校。 

 

8 月 30 日(五) 

上午 07:30~16:05 

註冊開學日 

◎上午 7:30 到校，著黃色夏季制服。 

◎早上進行註冊、開學典禮，下午即正式上課。 

    ★7/1(一)至 8/30(五)暑假期間將進行鐵門窗、行政辦公室、理化實驗室等整修   

      工程。(若有調整進出校區動線，請留意學校公告)★ 

5.新生應就讀本校而未報到者，本校需依規定將學生通報中輟。故若有特殊原因（如

將就讀其他學校、出國…等）而無法入學，請填妥下面表格後，傳真或寄回本校。

（確認無法來本校報到就讀者，請務必回傳下面表格） 

傳真號碼：02-25315449，並請來電確認，感謝您。 

 

新生姓名  
新生 

身分證字號 
 

新生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新生 

入學卡號 
 

欲報到學校  

或出國國家 

 

家長聯絡 

電話 

 

聯絡地址  

 
    家長簽名：                                         108 年    月    日 

 

臺北市立新興國民中學教務處 啟 

承辦人：註冊組洪組長、幹事李小姐 

聯絡電話：25714211 轉 203、傳真：25315449 

學校地址：104 臺北市中山區林森北路 511 號 

 

 



臺北市立新興國中108學年度小六升國七新生暑期主題營隊實施計畫 

一、依據：學校中長期校務發展計畫及 108 學年度教務工作計畫。 

二、目的： 

（一）因應 12 年國教新課綱，透過體驗學習與實作，培養學生的自學能力，鼓勵其 

      多元適性發展，激發自我天賦與學習熱情。 

（二）透過動手實作方式，帶領學生認識基本的電子材料、電子電路設計，並經由 

      未來產房體驗、培養團隊合作默契，在不斷的試驗與糾正失誤中，創造屬於 

      自己的線控機器人。 

（三）體驗與認識專業軟體 Premiere，了解 Youtuber 是如何製作自己的影片，以

培養影音創作能力，剪接自己專屬的酷炫影片。 

三、時間與主題內容： 

（一）時間：108 年 7 月 15 日(一)～7 月 17 日(三)，共計 3 天。 

（二）主題內容： 

1.主題 A（數位自造者）：課程內容 

  
日期 7/15(一) 7/16(二) 7/17(三) 

8:30-12:00 

認識材料及木工膠的

使用，實作體驗：槌

子製作、收藏盒製作

及蝙蝠名牌製作等。 

實作體驗(扭蛋城

堡)：電子零件的基

本原理，了解機構

的設計。 

實作體驗(線控機器

人): 了解如何將電

子電路與自己製作

出的結構進行結合。 

12:00-13:10 午餐及午休 

13:10-16:00 實作體驗: 透過槍型發

射器的設計，了解如何

製作出一個撞針機構。 

雷雕機、鑽床、帶鋸

機體驗。 

成果發表：機器人賽

跑競賽 

             

2.主題 B（魔幻剪輯體驗）：課程內容 

 
日期 7/15(一) 7/16(二) 7/17(三) 

8:30-12:00 

軟體介面認識、影片

格式介紹、FPS 介紹、

素材匯入、Photo 

Slider Show等 

Youtuber字卡

Youtuber特效 

上字幕之技巧 

混剪、鏡頭轉場、作

品發想、個人作品製

作 

12:00-13:10 午餐及午休 

13:10-16:00 快捷鍵使用、影片剪接

技巧1、影片剪接技巧

2、縮時攝影、速度與聲

音 

剪接高手剪輯手法 

如何打馬賽克 

如何取得素材 

免版權音樂下載 

成果發表：個人作品

製作 

 

 



四、費用： 

（一）參加主題 A（數位自造者）者，每人材料費 2000 元（補助 1000元）+午餐費 240 

      元（每天 80元，3天 240元），所需繳交費用新台幣 1240 元。 

（二）參加主題 B（魔幻剪輯體驗）者，每人午餐費 240 元（每天 80元，3 天 240元）， 

      所需繳交費用新台幣 240 元。 

五、報名手續： 

（一）欲報名參加之同學請於 108 年 7 月 5 日（五）報到日將申請書送交教學組，並 

      至總務處出納組繳交費用。 

（二）每個主題開設 1 班，人數以 20 人為限，未達 10 人則不開班。 

六、本計畫經 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亦同。 

 

-------------------------沿線撕下交回教學組------------------------------- 

 

    臺北市立新興國中 108 學年度小六升國七新生暑期主題營隊申請書（請家長填寫）     

           本人子弟（   ）1.擬參加小六升國七新生暑期主題營隊。 

                            □主題 A（數位自造者），費用新台幣 1240 元。 

                            □主題 B（魔幻剪輯體驗），費用新台幣 240 元。 

                   （   ）2.已有妥善安排，擬不參加。  

新生入學卡號：             學生姓名：                  

                          家長簽名：                 聯絡電話：                

                 (因尚無編班，請先填寫學生姓名、家長姓名及連絡電話即可)       

 

備註：1.欲報名參加之同學請於 108 年 7 月 5 日（五）報到日將申請書送交教學組， 

        並至總務處出納組繳交費用。 

      2.每個主題開設 1 班，人數以 20 人為限，未達 10 人則不開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