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德光中學 109學年度第二學期結業式宣導資料 
 

 

 各處室業務說明 

 (一) 教務處： 
(請各年級導師參酌內容與需要，摘要公布學生暑期須知與下學年開學之準備) 

師長的期勉〜 

   這學期最後 1/3的時間，受到疫情影響，所以課程全採用線上教學模式進行，停課不停學，學校

所有老師也做了快速因應與處置，同學們是否也有為自己的學習負責，確實配合老師線上課程的學

習要求呢?在疫情期間居家學習，更是同學們展現主動學習與自我要求的重要契機，別忘記時間是不

等人的，盼望每一位同學留意身心健康，青春不要留白。也期盼 9月份開學後，大家能更珍惜返校

後能與同窗一起學習，與導師和任課老師的配合。也讓自己有更好的學習表現。 

 

一、下學年起之全校作息時間調整，也已於期中臨時校務會議中報告與通過。 

早自修 第一節 第二節 第三節 第四節 午餐 

07：30 

‖(25) 

07：55 

08：00 

‖(50) 

08：50 

09：00 

‖(50) 

09：50 

10：00 

‖(50) 

10：50 

11：00 

‖(50) 

11：50 

11：50 

‖(35) 

12：25 

午休 第五節 第六節 第七節 第八節 晚自修 

12：25 

‖(30) 

12：55 

13：00 

‖(50) 

13：50 

14：00 

‖(50) 

14：50 

14：55 

‖(45) 

15：40 

15：55 

‖(50) 

16：45 

16：50 

‖(40) 

17：30 

●早自修時間:7:30~7:55 (升旗.班會.周考與各項早自修會議等時間,同步調整為 25分鐘) 

●晚自修與夜自習時間規劃:  

     晚自修 16:50~17:30 (40 分鐘授課或練習檢討複習)  17:40發交通車 

     夜自習 (1)18:30~19:30 (60分鐘自修)  、  19:30~19:40 (10分鐘下課) 、 

     夜自習 (2)19:40~20:40 (60分鐘自修)  。  20:50發交通車 

●夜自習每周實施四天  

     (星期一〜星期四)。國三高三原班原教室參加，若參加未達一半則併班夜自習。    

               高一高二與國一國二併班於大會議室參加夜自習 

     (星期五)不安排夜自習，全校課程 17:30全部結束，17:40全線發交通車 

     (星期五)有需要留校自修學生，開啟 C，D教室，第一會議室,但仍然安排一位行政人員 

             留校至 20:40，學校不另發交通車 

【暑假重要時間與行事曆規劃】 

1、 7/29公告暑期輔導線上課程課表。授課規劃如後附件所列。 

2、(全校二、三年級)8/2~8/20 實施暑期輔導線上課程 3週，共上 15天(每天 4節)   

4節*5天*3週=60節，會請導師協助發送暑期輔導同意書。 

    3、8/5公告全校一二年級補考名單(8/6~8/9 採多元學習評量方式進行補考)。學生特別 

留意補考期限，且務必參加。 學生補考請假不另行「再補考」。 

4、9/1(三)開學、正式上課。 

【招生工作】 

1.國中部會於 7/8（四）上午辦理轉學說明會。若有鄰居朋友詢問，歡迎家長同學推薦。 

【109 學年度第二學期 05/19-07/02 防疫停課相關課程後續安排】 

年級 課程名稱 實行狀況 

國一 
數資、語資特別班 05/25〜06/10 計停課 6 次（退費） 

國文、數學、英語學習扶助 05/25〜06/10 計停課 6 次（退費） 

國二 
數學學習扶助 05/25〜06/09 計停課 6 次（退費） 

特別班週六課程 05/22、05/29、06/05 計停課 3 次（退費） 

國三 直升班銜接課程 05/24〜05/28 全數停課（退費） 



高一 
S106 英文、數學夜間課程 05/25〜06/24 計停課 10 次（退費） 

第二外語—進階日語週六課程 05/22、05/29、06/05 計停課 3 次（退費） 

高二 

S206 英文、數學夜間課程 05/24〜06/23 計停課 8 次（退費） 

數學 B 週六課程 05/22、05/29、06/05 計停課 3 次（退費） 

S204、S205、S207、S208 週六課

程 
05/22、05/29、06/05 計停課 3 次（退費） 

S206 週六課程 
05/22、05/29、06/05、6/19 計停課 4 次（退

費） 

高一高二 C++程式設計週六課程 05/22、05/29、06/05 採線上授課方式進行 

以上退費資料皆已於 05/31（週一）交與總務處。謝謝！ 

高一高二 高中學習扶助計畫課程 
各停課 2 次或 4 次（學生無須繳費亦無需退

費） 

煩請本學期協助高中學習扶助課程之授課教師盡快將「點名單」、「課程紀錄表」、「家長同

意書」、「上課教材」繳回教學組，以利於 7 月底核報成果。 

 

【110-1 學生學習規畫】 

    1. 高一選組：高一選組結果——，社會組 164 人、自然組 207 人，班級安排社會組、自然組各 

        班。 

    2. 高二選組申請：至 07/02（本週五）截止。欲申請之學生請電洽教務處。（此訊息已於 06/16 公 

        告於學校首頁） 

  3.今年暑期休假期間，即不開放高三全班返校自修，謝謝導師的辛勞付出。 

    4.110 學年度國三模擬考規畫如下： 

回  次 考 試 日 期 範  圍 版  本 

第一次 
110 年 09 月 07、08 日 

(星期二、三) 

第一~二冊 

(自然為第一冊、第三冊) 
康軒 

第二次 
110 年 12 月 23、24 日 

(星期四、五) 
第一~四冊 翰林 

第三次 
111 年 02 月 17、18 日 

(星期四、五) 
第一~五冊 康軒 

第四次 
111 年 04 月 19、20 日 

(星期二、三) 
第一~六冊 南一 

   5. 110學年度高中模擬考規畫如下： 

回  次 考 試 日 期 備註 版  本 

第一次 
110 年 08月 03、04日 

(星期二、三) 

（線上測驗，五科皆

考，未考英聽）參加班

級：高三各班＋S201、

S206。五科 270元 

翰林 

第二次 
109 年 09月 01、02日 

(星期三、四)暫定 

（加考英聽，五科皆

考）五科＋國文、英文 A

級眉批＋英聽：330元 

詮達 

第三次 
109 年 11月 01、02日 

(星期一、二) 

（數學始分Ａ、Ｂ，分

開選考）五科 270元、

四科 240元，加考數Ａ

或數Ｂ單科 25元 

翰林 

第四次 
109 年 12月 14、15日 

(星期二、三) 

（數學始分Ａ、Ｂ，分

開選考）五科 270元、

四科 240元，加考數Ａ

或數Ｂ單科 20元 

南一 



   6.高二、高三：國語文寫作模擬考（文昌版） 
   原高一、高二訂於 110/05/28（五）舉行，因疫情延期辦理。將於 110-1以高二、 
     高三新班級擇期再舉行測驗。 
【暑假作業抽查】 

1. 新學年度之國中及高中一、二年級學生皆有暑假作業（國文、英文），詳見學資中心公告。 

【高中選組、轉組與特別班進退場】 

1.高中特別班進退場：於 07/02（週五）截止申請。申請表已於 06/16公告於學校網頁。 

公布學期成績後將依學生成績、申請人數調整班級，特別班若因班級人數過少或過多， 

將作適度的調整，以均衡班級人數。 

2.高二轉組申請：於 07/02（週五）截止。 

3.07/27（週二）公告高一新生班級名單。 

4.07/27（週二）公告高一升高二班級名單。 

5.07/27（週二）公告特別班進退場名單。 

【教學設備教科書相關事宜】 

 (一)翰林雲端學院 
   原訂購方式為：全校一二年級統一訂購，三年級自由訂購，皆為一學年期 650元。 

因應疫情及線上自主學習趨勢，110學年度的訂購方式改為： 
      全校一二年級和國三統一訂購【一學年】650元，高三訂購【上學期】325元。 
 (二)大家說英語、空中英語教室、MyET 

1、110學年度的訂購方式改為：  
(1)國一、國二、高一：【12期雜誌＋Web-English線上影音學習系統＋ MyET】 

      價格為 1500＋150＝1650元；若不訂雜誌，則價格為 500＋350＝850元 
(2)國三、高二、高三：【12期雜誌＋Web-English線上影音學習系統】 

      價格為 1500元；若不訂雜誌，則價格為 Web-English使用費 500 元。 
  2、補充說明： 
   (1)因【Web-English 線上影音學習系統】已提供更多元的文章、影音、測驗、評量…等資

源，故不再訂購光碟。 
   (2)【雜誌＋Web-English】共 1500元，是空英公司特別提供給德光的優惠價；至於 Web-

English使用費 500 元，是空英公司基於和德光長年合作情誼下，特別給少數真的自己已
備有雜誌的學生之個案價，否則是不得拆開訂購的。 

   (3)承上，110學年度起不再調查學生訂購大英和空英雜誌的意願，只處理少數個案。 
     如有下列情形，請學生帶著 9月份雜誌自行至設備組更改訂購明細： 

① 已自備雜誌者（老師不主動詢問） 
② 欲加訂或改訂雜誌者（國中欲改訂空英，高中欲改訂 AD） 

提案通過之說明: 
一、109學年第二學期因應疫情所調整之成績評量辦法與成績比例修訂，此會議予已通過追認。 

說明: 

1. 確認國高中部一二年級，期末多元學習評量之線上測驗為一次平時測驗成績(供教師作為一次期

末平時成績之依據使用)。 

2. 109學年度第二學期國中部期末定期考成績評量方式與學期成績比例確認。請討論確認。(台南

市教育局來文明訂：定期評量 40％，平時評量 60％) 

方案 第一次 定期評量 第一次 平時成績 期末 平時成績 

方案二 

40/60 
40 30 30 

3. 109學年度第二學期高中部期末定期考成績評量方式與學期成績比例確認。請討論確認。 

方案 第一次 定期評量 第一次 平時成績 期末 平時成績 

方案三 

40/60 
40 30 30 

 

 



二、109學年第二學期因應疫情所調整特別班進退場比例修訂(高一升高二與高二升高三)，此會議

予已通過追認。 

說明: 

德光高級中學高中部一升二年級年級特別班學生進退場實施辦法 

(109入學適用) 
目的：為使學生能有最適宜的學習環境，教師因材施教維持一貫的教學品質，進而使學生展現出應

有的學習成效。 

(為因應 109 下學期疫情狀況調整之辦法) 

班

別 
年級 進退場 說明 

數

理

資

優

班 

高一 退場 

全學年四次定期考成績，學科成績加權平均，年級排名平均高於 60

名者，由教務處公告退場名單。 

註：學科成績加權平均＝(國文＊6＋英文＊6＋數學＊6＋歷史＊2＋ 

    地理＊2＋公民＊2＋地球科學＊2＋物理＊2＋生物＊2＋ 

    化學＊2)／32  

高一 進場 

下學期期末至教務處填寫申請表，經教務處審查同時符合下列二條件

者可進入該班： 

1.全學年年排名平均在 60名內。 

2.全學年定期考數理成績達高中部全年級排名前 25％者。 

註：定期考數理成績＝定期考數學平均成績×5＋(定期考基礎物理、

基 

    礎化學、基礎生物、基礎地科平均成績)×2 

備註:數理班每班人數上限 49 人。申請人數超出班級人數上限並成績符合者，則依年排

名次擇優錄取。 

語

文

資

優

班 

高一 退場 

全學年四次定期考成績，學科成績加權平均，年級排名平均高於 90

名者，由教務處公告退場名單。 

註：學科成績加權平均＝(國文＊6＋英文＊6＋數學＊6＋歷史＊2＋ 

    地理＊2＋公民＊2＋地球科學＊2＋物理＊2＋生物＊2＋ 

    化學＊2)／32 

高一 進場 

下學期期末至教務處填寫申請表，經教務處審查同時符合下列二條件者

可進入該班： 

1.全學年年排名平均在 130名內。 

2.全學年定期考國文及英文成績達高中部全年級排名前 25％者。 

註：定期考國文及英文成績＝四次定期考國文平均成績×5＋四次定期

考英文成績×5 

備註:語文班每班人數上限 47人。申請進場依年排名次擇優錄取。 

備註：1.進場學生申請依此辦法辦理，如特殊狀況，則召開會審查。 

 2.高二進退場的標準，於高一下學期訂定。 

 3.若原班學生無人退場，或人數未低於 47人，將不再錄取申請進場者。 

   (110 高二數理班可達 49人) 

      4.家長請關心孩子課業成績之表現。 

教務處 110年 6月 

 

 

 

 

 



德光高級中學高中部二升三年級特別班學生進退場實施辦法 
(108入學適用) 

目的：為使學生能有最適宜的學習環境，教師因材施教維持一貫的教學品質，進而使學生展現出應

有的學習成效。 

(為因應 109 下學期疫情狀況調整之辦法) 

班

別 
年級 進退場 說明 

數

理

資

優

班 

高二 退場 
每學期定期考年級排名平均未達該類組排名前 28%者，由教務處公告

退場名單。 

高二 進場 

每學期期末至教務處填寫申請表，經教務處審查同時符合下列二條件

者可進入該班： 

1.每學期定期考年級排名平均達該類組排名前 28%者。 

2.全學期數理成績達類組排名前 25%者。 

(一次定期考 40%，二次平時考 60﹪) 

註：全學期數理成績＝全學期數學平均成績×5+(全學期物理、化學、

生物平均成績)×3 

備註:數理班每班人數上限 47人。申請人數超出班級人數上限並成績符合者，則依年排名次、數

理成績比序擇優錄取。 

語

文

資

優

班 

高二 退場 
每學期定期考年級排名(數 A.數 B合併計算)平均未達該類組排名前

35%者，由教務處公告退場名單。 

高二 進場 

每學期期末至教務處填寫申請表，經教務處審查同時符合下列二條件者

可進入該班： 

1.每學期定期考年級排名平均達該類組排名前 35%者。 

2.全學期國文＋英文成績之總和達該類組排名前 25％者。 

  (一次定期考 40%，二次平時考 60﹪) 

註：全學期國文及英文成績＝全學期國文加權成績＋全學期英文加權

成績 

備註:語文班每班人數上限 47人。申請進場依年排名次、國文及英文成績比序擇優錄取。 

備註：1.進場學生申請依此辦法辦理，如特殊狀況，則召開會審查。 

 2.高二進退場的標準，已於高一下學期經行政會議通過。 

 3.若原班學生無人退場，或人數未低於 47人，將不再錄取申請進場者。 

      4.家長請關心孩子課業成績之表現。                

                                                                      教務處 110年 6月 

 

 

 

110暑假活動及線上輔導課程 行事曆安排 
說明: 

一、7/15上午高中免試入學分發錄取報到，7/30準備線上暑輔開始。 

二、(全校二、三年級)8/2~8/20 實施暑期輔導線上課程 3週，共上 15天(每天 4節)  4節*5天*3   

     週=60節  

三、(高一新生)8/9~8/20實施暑期輔導線上課程 2週，共上 10天(每天 4節)  4節*5天*2週=40 

     節 (國一、高一英語生活營取消) 

四、8/23、8/24兩天為教師研習及共備日(共備時間規劃另行公告)。請各處室進行既定研習，進行 

    事先規畫安排，本次研習均會採用線上研習方式,也請規劃時做思考與因應,謝謝。 

五、各學科教學研究會時間 下午 14:00開始。 

六、109期末校務會議公告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重 要 活 動 

7/ 

5 
6 7 8 9 10 11 

＊7/6教師須將成績完成輸入與回存(平時成績與定期考成績)。 

＊7/8國中部轉學說明會。 
 

7/ 

12 
13 14 15 16 17 18 

＊7/12上午高中免試入學分發錄取公告(全校行政上班)。採 

  用線上登記報到方式。 

＊7/15上午高中免試入學分發錄取報到截止。 

 

7/ 

19 
20 21 22 23 24 25 國中部、高中部成績計算與高中部分班作業  

7/ 

26 
27 28 29 30 31 

8/ 

1 

＊7/27公告高一新生班級名單。 

＊7/27公告高一升高二班級及特別班進退場名單。 

＊7/27 8:00~9:00線上導師會報 

＊7/28-7/30高三畢業班學生參加指定科目考試。 

＊7/29公私立國中常態編班。   

＊7/29公告暑期輔導線上課程課表。 

＊7/30 9:00~10:00二、三年級各班進行線上班會 

＊7/30公布國一編班名單。 

＊7/30準備暑期輔導線上課程開始,行政人員全體上班。 

 

8/ 

2 
3 4 5 6 7 8 

＊8/2-8/20國二、國三、高二、高三暑期輔導線上課程三週。 

＊《8/3-8/6各科教學研究會一》 

   教學研究會時間均為 14:00開始 

  8/3社會科教學研究會  8/4自然科教學研究會 

  8/5數學科教學研究會  8/6 英文科教學研究會 

＊8/3-8/4高三第一次學測模擬考（線上測驗） 

＊8/5公告補考名單(8/6~8/9採多元學習評量方式進行補考) 

 

8/ 

9 
10 11 12 13 14 15 

＊8/9-8/20高一新生暑期輔導線上課程二週。 

＊《8/9-8/13各科教學研究會二》 

      教學研究會時間均為 14:00開始 

  8/9 國文科教學研究會  

  8/12 輔導活動、生涯規劃與生命教育教學研究會  

  8/13 藝術領域、綜合領域家政童軍、科技領域、健康與體   

       育領域教學研究會 

＊8/11教師繳交補考成績 

 

8/ 

16 
17 18 19 20 21 22 

＊8/16大學指考成績公布與寄發 

＊8/17大學指考選填說明會 

＊8/18-8/20志願選填輔導 

＊8/17英語會話科教學研討會(中午 12:20 召開) 

 

8/ 

23 
24 25 26 27 28 29 

＊8/23、8/24兩天校務會議、會前祈禱、教師研習及共備日 

＊8/25二三年級返校日、一年級新生日 

＊8/23 IEP會議 

＊8/24 特推會會議 

 

8/ 

30 
31 

9/ 

1 
2 3 4 5 

＊8/31大學指考分發公告 

＊9/1開學典禮，開學祈福禮，正式上課 
 

 

 

 

 



科目 節數 科目 節數 科目 節數

國文 3 國文 3 國文 3

英文 3 國文閱讀理解 1 國文閱讀理解 1

數學 3 英文 3 英文 3

地理 1 英文閱讀 1 數學 3

歷史 1 數學 3 理化 3

公民 1 數學演練 1 生物 1

物理 / (上課班級1~8班) 1 理化 3 地球科學 1

銜接化學 / (班級1~8班) 2 歷史 1 歷史 1

生物 / (上課班級5~8班) 1 地理 1 地理 1

地球科學 / (班級1~4班) 1 公民 1 公民 1

學習歷程與地圖 (學資 / 輔導) 1 班級輔導 (導師) 2 班級輔導 (導師) 2

學生生活輔導 (學務 / 資訊) 1

班級輔導 (導師) 2

每周總節數 20 每周總節數 20

每周總節數 20

(8/2~8/20) 共60節 (8/2~8/20) 共60節

(8/9~8/20) 共40節 國二導師課程安排於週一 第1節 國三導師課程安排於週一 第1節

高一導師課程安排於週一 第1節 國二導師課程安排於週四 第4節 國三導師課程安排於週四 第4節

高一導師課程安排於週四 第4節 學科18節,非學科2節 學科18節,非學科2節

學科16節,非學科4節

高一授課二週(每週20節)

生活輔導與資訊(學務1/資訊1)

學習歷程與地圖(輔導1/學資1)

國二 國三

國二授課三週 (每週20節) 國三授課三週 (每週20節)

高一

110暑期輔導課(線上課程授課時數規劃) 

 
 

 

科目 節數 科目 節數 科目 節數 科目 節數

國文 4 國文 4 國文 4 國文 4

英文 4 英文 4 英文 4 英文 4

數學B 4 數學A 4 數學(甲.乙) 4 數學A 4

地理 2 物理 2 地理 2 物理 2

歷史 2 化學 2 歷史 2 化學 2

公民與社會 1 生物 1 公民與社會 2 生物 2

銜接資訊教育/自主 1 銜接資訊教育/自主 1 班級輔導 (導師) 2 班級輔導 (導師) 2

班級輔導 (導師) 2 班級輔導 (導師) 2

每周總節數 20 每周總節數 20 每周總節數 20 每周總節數 20

(8/2~8/20) 共60節 (8/2~8/20) 共60節 (8/2~8/20) 共60節 (8/2~8/20) 共60節
高二導師課程安排於週一 第1節 高二導師課程安排於週一 第1節 高三導師課程安排於週一 第1節 高三導師課程安排於週一 第1節

高二導師課程安排於週四 第4節 高二導師課程安排於週四 第4節 高三導師課程安排於週四 第4節 高三導師課程安排於週四 第4節

學科17節,非學科3節 學科17節,非學科3節 學科18節,非學科2節 學科18節,非學科2節

給學資中心進行自主學習概念說明 給學資中心進行自主學習概念說明

高二社會組授課三週(每週20節) 高二自然組授課三週(每週20節) 高三社會組授課三週(每週20節) 高三自然組授課三週(每週20節)

高二(社會組) 高二(自然組) 高三(社會組) 高三(自然組)

銜接資訊教育2節課(2周) 銜接資訊教育2節課(2周)

自主學習1節課(1周) 自主學習1節課(1周)



110 學年度線上暑期輔導申請書收取說明 
 

一、教務處於 06/30將「110 學年度線上暑期輔導實施要點」以及「線上課業輔導申請書」掛置於 

學校首頁，請家長或學生下載「申請書」後，填寫並確實簽名，在 07/15（週四）晚上 23：59

前拍照回傳與導師。 

二、請導師將全班回傳之申請書照片收整完成後，上傳至「教務處導師群組」，並以「班級申請書 

相簿」方式放置。 

三、請導師統計參加人數後，於導師群組留言以下資料，供總務處核對名單之用。 

（一）線上暑輔參加人數： 

（二）不參加學生之座號： 

無論學生參加與否，都須填寫→簽名→回傳。若因故無法參加者，亦請敘明緣由。 

 

 

臺南市德光高級中學 110 學年度線上暑期輔導實施要點 

(全校一二年級) 
壹、目的：協助學生在暑假期間提升基本學識能力，並協助維持學習活動與生活作息正常之適應。 

貳、活動規劃： 

 一、期程：今年因疫情影響，各級學校均於五月中旬起實施線上課程至學期結束，也為因應尚未

明朗化之疫情發展，110 暑輔經校務會議決議採線上課程方式進行，自 110 年 8 月 2

日起至 20 日止，為期 3 週。故採集中週一至週五，每日上午上課 4 節。 

 二、內容： 

(一)為發展學生潛能，學科採主題式線上互動教學，進行分組合作學習。 

(二)促進學生多元成長開設各學科複習、閱讀理解、課程諮詢學習地圖、自主學習計劃書、班

級輔導等多元課程，亦配合不同年級學生需要適性調整。 

   四、上課的規範、請假手續，與平日上課相同。 

   五、授課教師：以原班任課教師擔任為原則，必要時得由教務處另行安排。 

   六、班級人數：開課人數以不超出教育部核定之班級人數為原則。 

参、實施對象：全校學生經調查後得自由參與。 

肆、收費及退費事宜： 

一、依「向學生收取費用規定」試算後，已於 110.6.29 提交代收代辦會議通過。110 學年開學將

繳費收據繳回總務處。 

二、家境清寒者(請導師證明)，得憑家長申請書，於繳費前向教務處註冊組申請減免繳費。 

三、退費：因公、事、病、喪或不可抗力之原因請假退費者，持核完章之請假單向總務處申請。

因重大天然災害等不可抗力因素之停課者，於暑期輔導結束後由總務處統一退費。 

伍、其他： 

 一、課業輔導不列入各科目學期成績計算，且不授予學分。 

 二、授課教師自編課業輔導補充教材或講義進行授課。 

 三、學生請假應報告任課教師及導師，無故缺課者依校規處理(學務處定期在學校網站公告各班學

生出席情形)。 

陸、本實施辦法經行政會報討論，並提校務會議討論通過後實施辦理。 



臺南市德光高中 110年暑期線上課業輔導申請書 

班級：□國中部 □高中部     年     班     號 

姓名：                     學號： 

□本人同意參加暑期線上(視訊)課業輔導。 

□本人因故無法參加暑期線上(視訊)課業輔導，原因如下： 

 

 

 

此     致      臺南市德光高級中學 

學生簽名：                      家長簽名：                       

家長聯絡電話：                  

※無論參加與否，請家長於期限前填寫並簽名後，拍照回傳給導師。謝

謝！ 

中 華 民 國  1 1 0  年     月     日 

繳交期限：即日起至 7/15(四)下午 23：59前 

 

備註：因故無法參加者需加敘明理由，並不得逕自加入線上課程。 

 



 (二) 學務處： 
1.高一、高二 109學年度第二學期之幹部名單與社團社長均已嫁接至學習歷程檔案中，請同學務必  

    至系統確認；社團其他幹部證明均已上傳至雲端供同學下載，請自行上傳至學習歷程檔案之多元 

    表現。 

2.佰十二級班聯會正副會長選舉因應疫情更改為線上投票，投票網址將公告於學校首頁，投票時間  

   為 7/2(五）8:00~14:00，投票資格為本校一二年級學生與全體教職員。 

3.畢聯會周邊產品因應疫情將由畢聯會包裝整理完畢後於開學由班聯會協助發放。 

4.因應暑輔改為線上課程，原訂暑期舉辦的班際球賽順延至 110-1學年寒假辦理。 

5.7/30(五)9:00-10:00線上班會 

6.暑假期間返校拿取個人物品須知： 

  因應疫情關係最好 7/12 後再回來拿，若真的需要提前來拿，校方會控管進入校園人數，遇同時

間人多時需要等待，並遵守防疫規範。 

  回校開放時間：上午 08：00〜下午 17：00。 

  回學校需攜帶學生證或穿校服方便判別身份。請各位同學確實遵守，一起來守護健康！ 

 

臺南市德光高級中學 學生暑假活動安全注意事項 

親愛的 貴家長 您好： 

本學期課程即將結束，暑假亦於 110年 7月 2日(星期五)10:00時結業式後正式開始，敬請協

助貴子女安排愉快而又充實的假期生活，為維護學生健康及安全在此亦要提醒貴家長注意以下事項，

以避免學生涉足不良場所或從事無安全規劃之工作，肇生意外事件： 

一、暑輔課採線上課程方式進行，時間為 8/2~至 8/20，共計 3週每日上午上課 4節。請督促貴子

女認真向學，缺課考勤與平時相同，若因故無法到校上課，請提早完成請假手續。 

二、開學日為 9月 1日（星期三），若疫情發展當時可到校上課時，當日 07:30 前到校，開始正式

上課須攜帶餐具，請家長注意開學時間，以督促貴子女做好開學前各項準備事宜。 

三、暑假期間請家長特別叮嚀貴子女活動注意： 

(一)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防疫事項：於 COVID-19疫情三級警戒期間，避免學生不必要移

動。參與各項活動者，仍須保持社交距離，保持室內 1.5公尺、室外 1公尺；無法維持社交

距離時，應戴口罩，勤用肥皂洗手。 

(二) 網路上課請同學注意網路資安素養，嚴禁竄改及登錄他人帳密或登入他班課程擾亂秩序或不

當留言、加強個人媒體識讀辨識假消息、注意網路購物安全避免詐騙、依個人年齡瀏覽網路

資訊等。 

網路沉迷防制：假期間學生閒暇的時間變長，加上行動上網的普及，因此更容易使得學生沉

迷於網路世界或遊戲，應注意孩子的上網時間及行為，並與孩子共同制訂上網公約及培養正

確的網路使用習慣。 

(三)活動安全：應告誡同學不涉足複雜是非多之撞球場、ＫＴＶ、電動玩具店、舞廳、夜店等場所，

以免產生人身安全問題。夜間 22 時以後依「春風專案」規定，不得在公共場所遊蕩。 

(四)寒假期間從事各類戶外活動，首先應注意天候變化及熟悉地形環境，禁止前往公告危險水域或

無救生人員的地方進行活動。 

(五)交通安全：假期學生可能因為參加活動等因素，增加使用交通工具的機率，因此需特別提醒學

生騎乘自行車等一定要注意自身安全，依規定養成戴安全帽，切勿無照騎乘機車以策安全。  

(六)菸害防制：依據菸害防制法規定，未滿十八歲者，不得吸菸及「電子菸」(外觀設計新潮、酷

炫，吸引年輕族群使用，種類非常地多，含有尼古丁、焦油等致癌物質)。 

(七) 藥物濫用防制：為避免學生因對毒品危害及濫用藥物認知不足而好奇誤用，請關心學生校內



外交友及學習狀況，鑒於新興混合式毒品除有精美包裝之特徵，易降低施用者對於毒品的警

戒性，參加聚會活動時，務必提高警覺並且不隨意接受陌生人的物品及飲料。 

(八)詐騙防制：寒假期間應提醒勿點選不明簡訊網址，切勿洩漏帳號與密碼，應切記反詐騙 3 步驟：

「保持冷靜」、「小心查證」、「立即報警或撥打 165反詐騙諮詢專線」尋求協助。 

(九) 犯罪預防：請提醒同學切勿從事違法活動如：飆車、竊盜、販賣違法光碟軟體、參加犯罪組

織活動或從事性交易（援交）等。另近年來逐漸增多的電腦網路違法事件如：非法散布謠言

影響公共安寧、違法上傳不當影片、入侵他人網站竊取或篡改資料等，請加強學生網路使用

認知素養並尊重個人隱私權益，以免誤蹈法網。 

請提醒貴子女，假期中仍是德光中學的學生，請注意自己的言行舉止及服裝儀容，保持「優質德光

人」良好的形象。如有特殊事故，可與學校或導師連絡。 

聯絡電話：(06)289-4560學務處 分機 612  / 教官室 分機 613  

 

 (三) 總務處： 

一、暑假學校將進行全校網路更新工程、三省五樓及希聖 1 樓飲水機清缸、其他樓層飲水機已更新

濾心及驗菌、更換第一會議室及禮堂部份長桌及化糞池抽取。 

二、防疫期間 7、8 月場地不外借，一樓自修教室暑假暫不開放(高三指考生例外)。 

三、配合線上教學及符合資訊化時代需求，110 學年度第一學期提供線上繳納註冊費，多元繳納方 

式提拱繳費，不另行寄送紙本。 

(一)、註冊單查詢方式： 

1.中國信託學費代收網 自行查詢、下載或列印註冊繳費單。 

2.下載或列印註冊繳費單路徑： 

  A.中國信託銀行＞學生繳費作業 https://school.ctbcbank.com/cstu/get_school_list.do 

  B.學校代號＞雲嘉南＞台南市德光高級中學＞輸入學號＞驗證碼＞查詢。 

  C.選擇預繳註冊單「查詢列印繳費單」 

(二)、繳款方式： 

1.網路信用卡繳費、電話信用卡繳費、手機 ATM 繳款。 

2.自行列印繳費單至郵局及中國信託臨櫃繳款。 

(三)、更換註冊繳費單： 

1.請先自行列印註冊繳費單，若無法自行列印者，可以到學校總務處處理。 

2.高中免學費及各項公費生減免補助：請持學雜費註冊繳費單先至教務處申請後，再至總務處 

換單。 

3.暑輔不上課請假：總務處依教務處 110 年暑期線上課業輔導申請書名單更改輔導費繳費單的 

金額。  

4.以上相關說明會隨同教務處成績單寄送時一併給家長，網路也會公告。註冊單預定掛網公告 

時間：國二、三年級 7/20、國一及高中部 8/5。(國一 7/30 編班確定；高中二、三年級 7/29 

國教署公告齊一學費)。 

若有任何疑問，歡迎電洽出納組 2894560-510、513 

 

 

 



 (四) 輔導處： 

•高中 

一、學習歷程檔案作業提醒⏰ 

（一）檔案上傳時間 

     （根據教育部來文，110 年 5月 19日、5月 25日與 6月 7日通報辦理）因應學生自 110年 5 

       月 19日起停止到校上課，採居家線上學習至 110年 7月 2日止，為使學生有充裕之時間完 

            成並上傳學習歷程檔案資料。 

      1.學習成果上傳：即日起至 9月 5日(日)截止 

      2.任課老師認證：9/6 (一)至 9/15(三) 

      3.多元表現上傳：至 9月 15日(三)止 

    （本學期學校辦理多項活動皆可列為多元表現項目，例如：德光之星、生涯講座、校內、外各 

          項競賽等，請同學為自己紀錄下精彩的過程） 

（二）學期結束勾選時程：9/16(四)至 9/30(四)止。 

（三）參閱「申請入學參採高中學習歷程資料完整版查詢系統」高一二同學請善用假期，聚焦大學 

           校系，了解各大學「申請入學參採高中學習歷程資料完整版查詢系統」，在上傳勾選期限內， 

           妥善準備相關資料，避免在高三最後一個學期，申請大學時，無資料可用。 

範例如下： 

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 

 

 

 

 

 

 

 

 

 

 

 

 

 

•國中     

1. 因應疫情，若國二，三同學有校外服務時數未送出的紙本資料，請於暑輔第一週，8/6 前，請完

成線上輸入，並將紙本送置輔導處，逾時不候。 

2. 國一二服務時數登入，請按照 109-2學期，至 110年 7月 31日的學期期間。國三下轉高雄就學

區入學高中同學，請特別注意每學期需有 8小時服務時數。網上填報請注意學期時間區段。 

•提升免疫力的建議 

1.疫情期間，有很長的時間待在家，需要提高自我覺察，照顧自己及家人的健康。 

2.我們期待你多些和家人討論，適切安排、執行「健康飲食，足量飲水，適量運動，足量膳食纖維 

    及適量補充營養素。」的計畫。 

3.健康是所有成功的基礎，願你學會照顧自己的身心靈健康。 

4.恢復實體上課前的這段時間，如果你需要老師的支持陪伴，和輔導老師商量討論你碰到的問題，

（因為疫情三級，不能來店諮詢）， 

 歡迎你來電 06-2600165或 2894560*711，*712，*713。如果有需要，也可跟家長商量後，找 

 諮商心理師或醫生處理困難喔。 

 



 

圖／張金堅提供 

文／為何肥胖者容易染疫且重症機率高？權威期刊揭密 

出處：2021-06-22元氣網 乳癌防治基金會董事長、台大

醫學院名譽教授張金堅 
 

 

 

 

 

 (五) 學資中心： 

一、暑假中文、英文閱讀心得作業：升國二、高二的同學都要寫 

(一)中文閱讀心得：寫一篇，國中部至少寫 300字，高中部至少寫 500 字。 

閱讀書籍自選，或是閱讀華藝中文電子書，從校外登入閱讀方式如下: 

1.路徑：德光首頁行政團隊圖書館電子圖書館(電子書) 

2.請看華藝電子書【校外】登入方式說明 https://reurl.cc/ZGVOGA 

(二)英文閱讀心得：寫一篇，國中部至少寫 60字，高中部至少寫 150字。 

        閱讀書籍自選，或是閱讀 Scholastic 的電子書。 

    (三)兩項心得作業，請在開學前，在【校內網路心得認證系統】書寫完畢 

二、從 5/19開始停課不停學，老師們透過線上教學，也會派出一些功課。其中發生【最不應該】的    

       事件有： 

(一)有學生竄改其他同學的學校 e-mail密碼，讓受害的同學無法上網上課。 

(二)有學生知道了其他同學的身份證字號，登入翰林雲端平台，把老師指派的考巻【考很低的

分數】或是【繳白巻】。 

同學們！大家應該要知道，惡意修改或盜用別人的帳戶/密碼，已經不是惡作劇能解釋的，受害者是

可以報警處理，要查到是從那個 ip修改或是登入，一點都不困難，請大家自重，遵守網路規範，做

一個有【學術倫理】的網路行為人。 

 

 (六) 宗輔室： 

一、心靈成長營 

1. 因疫情緣故，取消原定暑期輔導時間，延至學測後舉辦，確定時間將再行公布。在此先行感恩行

政及教職員全力支援協助及參與，求主祝福每位主角成長受益。 

2. 煩請升高三班級之班長及學藝股長，幫忙提醒同學於暑期中完成下列事項： 

1) 為家長洗腳並繳交Ａ洗腳照片給宗輔室，以領取宗輔室發給之[成長突破]證書，Ｂ洗腳照片
電子檔給宗輔室，將於成年禮中播放。--班長幫忙 

2) A學生個人小時照片 B班級生活照片之電子檔 C各班班歌文字檔及音樂檔之收集。--學藝股

長幫忙。 

二、疫情續情 

1. 精神支援及與世界同步，共體時艱，我們一起配合防疫宣導行動，同時也以祈禱為疫情中離世者 

   祈求安息，為痛苦難捨的家屬祈求節哀。 

2. 請學弟妹們一起為今年這特別時期的畢業生們祈禱，祈求天主及聖母媽媽護守及引導，讓每位學 

   長姐心懷感恩，展翅飛翔，新的開始，鵬程萬里。 

 

http://libsrv.tkgsh.tn.edu.tw/webopac7/filedown/%25E8%258F%25AF%25E8%2597%259D%25E9%259B%25BB%25E5%25AD%2590%25E6%259B%25B8%25E6%25A0%25A1%25E5%25A4%2596%25E5%25B8%25B3%25E8%2599%259F%25E5%25A6%2582%25E4%25BD%2595%25E7%2599%25BB%25E5%2585%25A5.pdf
http://libsrv.tkgsh.tn.edu.tw/webopac7/filedown/%25E8%258F%25AF%25E8%2597%259D%25E9%259B%25BB%25E5%25AD%2590%25E6%259B%25B8%25E6%25A0%25A1%25E5%25A4%2596%25E5%25B8%25B3%25E8%2599%259F%25E5%25A6%2582%25E4%25BD%2595%25E7%2599%25BB%25E5%2585%25A5.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