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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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年 2月 24日新北教國字第 1090312889 號函 

110年 5月 14日新北教國字第 1100931989 號函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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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高級中等學校如有選修或跑班之課程，得比照大專校院停課標準辦理。 

 

三、 補課流程及注意事項： 

    本局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已擬定「停課不停學、學習送到家」新北

防疫線上學習方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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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各校本權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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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導本市各項線上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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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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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親師生平臺提供學習資源，並確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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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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課計畫請留校備查免報

本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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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以未排課之下午為優先安排之時段；另倘補課時數不

足，尚需於課餘時間補課時，國高中職以不超過當日之第 9 節、

國小不超過第 8節為原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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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局同意授

權各校課程發展委員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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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導本市各項線上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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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確保學校師生遭大規模隔離時，停課期間校務運作順暢無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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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台進行雲端視訊會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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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將計畫報本局核定

後實施，各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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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各校依「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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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市國民小學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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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無法依期進行定期

評量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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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考量補考試題之公平性，建議各校在評量命題時，預做補考所需之備份試

卷。 

(五) 請各校依上開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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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各校妥善安排停、補課事宜，有關因補課所衍生之代課費、職務代理、補

休假等問題，由本局另函通知。 

 

六、 如有相關事宜，請聯絡以下人員： 

高中部分：請洽中教科楊輔導員(分機 2653)； 

高職部分：請洽技職科黃輔導員(分機 2652)； 

國中部分：請洽中教科徐輔導員(分機 2670)； 

國小部分：請洽小教科黃輔導員(分機 2748)； 

親師生平臺部分：請洽教資科何輔導員(分機 8422)。 

 

七、 本計畫經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公布後實施，修正後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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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各級學校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線上補課參考指引 
109年 3月 17日新北教國字第 1090465302號函 

110年 5月 14日新北教國字第 1100931989號函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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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性」原則，授課

教師得以直播視訊教學或自行拍攝之教學影片授課，建議使用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本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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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校備查。 

2. 如補課方式為上述授課教師以自行拍攝之教學影片為主，應提供

線上即時問答以掌握學生學習狀況。 

3. 教師每節課授課時應以原任教班級為對象，不得併班上課，如科

任教師任教同學年不同班級，應各班分別線上補課，不得同時

間合併多班授課，實施混齡教學之學校得依原混齡課程授課，

不受上述限制。 

4. 為維護學生視力健康，每日實施時間國小不得超過 4節課，國高

中職不得超過 6 節課，每節課之間應至少休息 10 分鐘。國小每

節課建議實施 30分鐘，休息時間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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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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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於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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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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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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課表寄至承辦人信箱：於停課後 2 日內將線上補課課程表寄至本局

各承辦人信箱。 

(四) 審查通過後依計畫實施：待本局同意後確實依計畫及課程表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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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套措施 

(一) 學校得參考本指引附件「線上補課計畫」及「線上補課課程表」範本，

訂定校內線上補課計畫及課程表。 

(二) 學校於教師實施線上教學時，應指派專人隨機線上巡堂並做成巡堂紀

錄，如有未按課表實施教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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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應主動調查校內師生資訊設備及網路借用需求，並提供借用服務，

如校內資訊設備不足，得向本局提出申請。 

(六) 學校應提供家長課程表並建立諮詢管道提供家長相關服務，並妥善處

理家長反映問題。 

(七) 未能參與線上補課之學生，學校及教師應提供紙本或其他管道教學資

源，以維護學生學習權益。 

 

六、 辦理線上補課卓有成效之人員，得依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

辦法第 6條第 1項第 3款或第 5款，從優敘獎。 

 

七、 如有相關問題，請聯絡以下人員： 

(一)高中部分：請洽中教科楊輔導員(分機 2653)； 

(二)高職部分：請洽技職科黃輔導員(分機 2652)； 

(三)國中部分：請洽中教科徐輔導員(分機 2670)； 

(四)國小部分：請洽小教科黃輔導員(分機 2748)； 

(五)資訊設備及線上學習部分：請洽教資科何輔導員(分機 84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