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隆市成功國中因應新冠肺炎課程調整通知【04/14(四)~04/15(五)】 

中華民國 111年 4月 13日公告 

親愛的家長您好~ 

本校為配合國家防疫政策，經基隆市衛生局及教育處指示，為確保疫情期間達到停課不停學之目

的，依據「基隆市 110 學年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含幼兒園)及補習班停課不停學參考指引」，為顧

及師生身心健康及學生之學習能確實達到課程目標及學習權益的前提下，依目前本校師資人力結構變化作

彈性之排課調整，說明如下： 

(一)依據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及基隆市政府防疫規範，本校部分師生居家隔離，於 111年 4月

13日緊急召開課發會討論後決議，4月 14至 4月 15日改採彈性之排課調整(如附件一)，以

因應疫情導致課務安排上之困難。 

(二)在校授課班級皆以實體(線下)與線上同步併行的混成學習(Hybrid Learning)及藝能科改採

跨領域整合方式進行； 

(三)居家隔離之班級採線上統一授課； 

(四)請防疫假之學生則進入原先各班規畫之線上授課教室(classroom)與原班級同步進行授課； 

(五)為兼顧學生身心發展與學習成效，同年段同領域之課程，本校採併班進行協同教學，共同規劃進

度並進行共備，同一時段輪流由一位教師授課，原任課教師仍在實體或線上教室協同觀察學生，

並在實作時提供學生諮詢並適時給予指導。 

(六)學（考）科與藝能活動科目交錯安排，避免學生長時間觀看線上視訊，已規劃彈性運用同步、非

同步、學生實作等教學模式。 

(七)請家長協助做好督促貴子弟能按時進入線上授課之教室，非同步課程或課餘時能要求孩子切

勿過度使用 3C產品。 

(八)防疫期間，本校會不定時召開相關會議（如：教學研究會、領域會議、學年會議、課發會等），

研討課程規劃與教學評量，確保如期如質達成學習目標。 

(九)本次公佈之彈性課表適用期間為 04/14(四)~04/15(五)，下期課表公告時間預計為 04/17(日)

下午五點前，請家長與學生隨時注意本校校網的最新消息欄。 

(十)各班線上授課教室連結如下： 

701：https://meet.google.com/ime-xfsb-bvr  

702+705：https://meet.google.com/jtn-uank-dgz 

703+704：https://meet.google.com/bmq-zacv-rvr 

801：https://meet.google.com/rke-xpjo-jnu 

802+804：https://meet.google.com/zms-vkkx-khk 

803：https://meet.google.com/mhq-yyym-jtd 

901+902：https://meet.google.com/bpd-drko-buo 

903+904+905：https://meet.google.com/oke-uoen-opx 

(十一) 若有其他相關問題:請參閱本校官網『防疫專區』或電洽 02-24225594*10~12成功國中

教務處或各班導師。 

 

防疫工作需要大家共同努力共體時艱，成功國中全體親師生的健康是我們的最高

指引，願所有人皆能平安健康渡過這次的疫情~ 

成功國中校長張志明敬上 

 



附件一：基隆市立成功國民中學因應疫情全校彈性調整課表 

 

701 4/14(四) 4/15(五) 

第一節 08:20-09:05 英文 英文 

第二節 09:15-10:00 國文 國文 

第三節 10:10-10:55 數學 數學 

第四節 11:05-11:50 自然 自然 

第五節 13:00-13:45 科技 社會 

第六節 14:00-14:45 藝文 藝文 

第七節 15:00-15:45 體育 體育 

第八節 15:55-16:40 社會 數學 

 

 

 

 

702+705 4/14(四) 4/15(五) 

第一節 08:20-09:05 英文 英文 

第二節 09:15-10:00 國文 國文 

第三節 10:10-10:55 數學 數學 

第四節 11:05-11:50 自然 自然 

第五節 13:00-13:45 社會 科技 

第六節 14:00-14:45 藝文 藝文 

第七節 15:00-15:45 體育 體育 

第八節 15:55-16:40 英文 數學 

 

 

 

 

703+704+線上 4/14(四) 4/15(五) 

第一節 08:20-09:05 英文 英文 

第二節 09:15-10:00 國文 國文 

第三節 10:10-10:55 數學 數學 

第四節 11:05-11:50 社會 科技 

第五節 13:00-13:45 體育 體育 

第六節 14:00-14:45 自然 自然 

第七節 15:00-15:45 藝文 藝文 

第八節 15:55-16:40 數學 國文 

 

 

 

 



 

 

801 4/14(四) 4/15(五) 

第一節 08:20-09:05 數學 數學 

第二節 09:15-10:00 科技 社會 

第三節 10:10-10:55 英文 英文 

第四節 11:05-11:50 國文 國文 

第五節 13:00-13:45 體育 體育 

第六節 14:00-14:45 自然 自然 

第七節 15:00-15:45 藝文 藝文 

第八節 15:55-16:40 數學 英文 

 

 

 

 

802+804 4/14(四) 4/15(五) 

第一節 08:20-09:05 數學 數學 

第二節 09:15-10:00 自然 自然 

第三節 10:10-10:55 英文 英文 

第四節 11:05-11:50 國文 國文 

第五節 13:00-13:45 藝文 藝文 

第六節 14:00-14:45 體育 體育 

第七節 15:00-15:45 社會 科技 

第八節 15:55-16:40 國文 英文 

 

 

 

 

803 4/14(四) 4/15(五) 

第一節 08:20-09:05 數學 數學 

第二節 09:15-10:00 自然 自然 

第三節 10:10-10:55 英文 英文 

第四節 11:05-11:50 國文 國文 

第五節 13:00-13:45 藝文 藝文 

第六節 14:00-14:45 體育 體育 

第七節 15:00-15:45 科技 社會 

第八節 15:55-16:40 國文 自然 

 

 

 

 



901+902 4/14(四) 4/15(五) 

第一節 08:20-09:05 國文 國文 

第二節 09:15-10:00 英文 英文 

第三節 10:10-10:55 自然 自然 

第四節 11:05-11:50 數學 數學 

第五節 13:00-13:45 體育 體育 

第六節 14:00-14:45 社會 社會 

第七節 15:00-15:45 藝文 藝文 

第八節 15:55-16:40 自然 數學 

 

 

903+904+905 4/14(四) 4/15(五) 

第一節 08:20-09:05 數學 數學 

第二節 09:15-10:00 自然 自然 

第三節 10:10-10:55 英文 英文 

第四節 11:05-11:50 國文 國文 

第五節 13:00-13:45 藝文 藝文 

第六節 14:00-14:45 體育 體育 

第七節 15:00-15:45 社會 社會 

第八節 15:55-16:40 國文 英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