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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學年國一新生暑期行事曆及注意事項 

親愛的家長及同學： 

因受疫情影響，原先規劃的英語營隊與暑期輔導課程，幾經考量都不做安排，好

可惜哦! 希望善加運用學校所提供的四個自主學習平台，成為不停學的最佳學伴，幫

助同學銜接國中課程。學校的新訊息都會放在德光首頁，請家長與同學能多加留意! 

學校為建立新生檔案，彙整各行政處室及日後學習所需，設計 google表單共 8頁，

須全部作答後才能完成提交，並建議家長陪同孩子共同填表，須上傳檔案(個人大頭

照、畢業證書)請先備妥，【檢附診斷證明書】與【重大傷病卡或身心障礙手冊】無則

免填。請於 7/20前完成，謝謝您的配合!! 

週一至週五上午 8點到下午 4點學校各處室都有值班人員，可電話洽詢!!  

●【教務處】06-2894560分機 310、312、313、315、316 

《重要活動日程》 

 日期 辦理事項 說   明 

1 7月 20日(二)前 

上傳個人照

片、畢業證書

電子檔 

請家長陪同學生填寫 goole表單，並先備妥學生照片、

畢業證書等檔案，填答約需 20分鐘。 

 

110 學年新生基本資料填報表。
https://ppt.cc/fU1mbx 
 

2 7月 29日(四) 公告編班 

7/26提供教育局國一新生名單與國一導師名單。 

7/29教育局公私立學校國中常態編班作業。 

7/29於本校佈告欄及招生專區網站上公告編班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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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2日(一) 

｜ 

8月 6日(五) 

導師與家長

進行聯繫 

編班公告後貴子弟的導師，於八月第一週期間與家長進行

第一次的聯繫。 

若連絡電話有更改，請逕撥電話教務處，以利轉知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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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1日(五) 

｜ 

8月 29日(日) 

開放免費 

自主學習 

平台 

網路路徑：德光首頁＞招生專區＞德光中學「110 國中

自主學習平台」 

下列平台之操作步驟說明 (請先看操作說明) 

(一)「翰林雲端學院」 

(二)「Scholastic LitPro 英文閱讀檢測平台」 

(三)「E-Testing線上英檢+單字測驗平台」 

(四) 「作文易學堂」 

使用期間，舉辦兩次【平台使用競賽】: 

四個平台，分別統計出前十名，於開學後頒發豐富獎

勵。(加油哦!!) 

5 
8月 25日(三) 

上午半天 

全校(含國一

新生返校日) 

8/25 活動流程表、攜帶物品及注意事項，將另行公告

在學校網站，當日會有交通車接送。 

6 9月 1日(三) 
開學日暨 

正式上課 

9/1為全日上課，流程表、攜帶物品及注意事項，將另

行公告在學校網站，當日會有交通車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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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處】06-2894560分機 610、611、612、613 

一、 德光管弦樂團甄選即日起開放報名，報名連結請點選首頁公告。 

二、 德光合唱團、各類校隊甄選，將於開學第一週舉行，屆時公告於學校首頁。 

三、 本校社團活動多元，新生可先至學務處->訓育組->社團一覽表/社團線上成果展觀看相關社團介

紹與照片，九月底進行線上選社。 

四、 110學年新生探索體驗營，因疫情影響取消辦理。 

五、 本校衛生組會整理畢業學生留下的二手制服，提供給新生同學，如有需要的同學，請於 8月 3

日至 8月 14日到衛生組索取。 

六、 交通車已於 4月底完成登記。若有需變動或不確定是否完成登記者，可自行上德光首頁招生專

區交通車系統輸入學生身分證字號即可辦理。 

七、 若有相關營養午餐、游泳課、美術比賽等學生事務請電洽學務處。 

 

●【總務處】06-2894560分機 510、511、512、513、515 

一、請家長準備有”學生戶名的存摺”，不限郵局或銀行。若尚未完成開戶的家長，請撥空處理。 

    9月份開學後會請家長上系統填寫學生存摺資料，以利學校退費作業，請先利用平日前往開戶。 

二、制服選購均已完成，開學後會陸續發放，發放完隔天會請廠商入校服務更換事宜，只要不下水， 

    隔天均可更換，開學後發放時會再提醒學生及家長。 

三、相關學雜費等註冊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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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於上班時間到學校總務處辦理。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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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單預定掛網公告時間：110年 8月 9日 

  若有任何疑問，歡迎電洽出納組 2894560-510、513 

 

●【輔導處】06-2894560分機 710、711、712、713、716 

一、 提醒您，國一新生服務時數從開學日 9/1起算，暑假提早做，是不能採計的。 

二、 新生開學 60+問 給家長的完全指南

http://topic.parenting.com.tw/issue/2016/school60q/qa.aspx?channel=3 

三、 如有 IEP或是特殊生需求需要詢問，請在上班時間洽輔導處詢問，將由專人為您服務。 

四、 開學後，每週都有輔導活動課程，安排輔導老師授課，成為學生最佳的諮詢教師。 

https://ars.tcb-bank.com.tw/Student/Page/NSB1_1_600.aspx/
https://school.ctbcbank.com/cstu/get_school_list.do
http://topic.parenting.com.tw/issue/2016/school60q/qa.aspx?channel=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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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資源中心】06-2894560分機 720、721、723、725 

做自己~從自主學習開始 
「停課不停學」多多利用「自主學習平台」，預先充實國一的各門學科知識。 

網路路徑：德光首頁招生專區(icon)國中部招生國一新生自主學習平台 
https://www.tkgsh.tn.edu.tw/nss/s/main/109j1online。 
進入後，先用個人身份證字號(字母大寫)，查到一組帳號/密碼，四個平台都用同一組帳/密。 
操作上有問題，歡迎來電詢問：06-2894560 #721 學習資源中心 楊主任 

一、使用期限：110/4/1～110/9/30。 

二、自主學習平台說明 
   (一)翰林雲端學院：(連結網址：https://tkgsh.teams.com.tw/login.html) 

1.翰林雲端學院是全科(國.英.數.社.自)的家教系統，可於課後、寒暑假在家自主學習。 
2.系統網羅全台各科名師，依據教育部課綱進行單元教學錄影，目前擁有 5000 支教學

影片及 900 支教學動畫，教師可於課堂中播放輔助教學，學生可於課前預習或課後複

習，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系統擁有 27 萬國、高中巨量題庫，教師可由系統中

直接派巻作為學生作業或學生課外自我評量，減少參考書及測驗卷的使用量，可以省

下不少購買輔助教材的費用。 
3.另有小學國、英、數三科資優課程影片、評量，做為學生升國中的銜接課程。 

   (二)Scholastic LitPro英文閱讀檢測系統：(連結網址：https://reurl.cc/qmaVyR) 
全美國每年約有 4000 萬中小學學生利用 SRI(Scholastic Reading Inventory )，測量學生

在不同難度英文文本上的閱讀理解能力。此系統分為兩部份— 
一、 Litpro Test(Lexile 閱讀能力檢測): 
Lexile 是全美國最通用的閱讀能力和圖書分級系統，為定位學生閱讀程度及理解力

而制定。 
學生要先在家做英文閱讀能力檢測，知道自己的 Lexile 閱讀級數。    

二、 Litpro Quizzes(讀本閱讀測驗): 
系統會根據學生閱讀能力檢測的 Lexile 級數程度及興趣推薦讀本。 
系統推薦的英文讀本，是往上 50L 往下 100L 的讀本清單。 
本校可供學生閱讀檢測的英文讀本，紙本書 1,655 冊，電子書 1,211 冊。 

   (三)E-Testing 線上英檢+單字測驗系統：(連結網址：http://tkgsh.dlife888.com/) 

1.擁有快速檢測、使用簡單、隨機出題、不限次數、有效追踪等的優勢功能。 

2.有等級鑑別考試、單一級數考試、混合挑題考試、能力測驗考試、單字考試等類型，

符合不同學生的需求。學生需先做程度前測知道自己的英檢級數，系統為總題庫模

式，練習時系統會依個人程度隨機從題庫中挑題給學生練習。 
   (四)作文易學堂：(連結網址：https://www.ezwriting.com.tw/) 

以引導學生產生興趣為優先，利用豐富的動畫、圖片及淺顯易懂的引導文字，讓學生逐

步踏入寫作的領域當中，並獲得最佳的學習效果。學習的特色分別為作文主題教室、線

上批閱、範文佳句搜尋、語文練功房、發表天地，保留學生的學習記錄及循序漸進的進

步曲線。 

https://www.tkgsh.tn.edu.tw/nss/s/main/109j1online
https://tkgsh.teams.com.tw/login.html
https://reurl.cc/qmaVyR
http://tkgsh.dlife888.com/
https://www.ezwriting.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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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學年全校《作息時間表》 
早自修 第一節 第二節 第三節 第四節 午餐 

07：30 

‖(25分鐘) 

07：55 

08：00 

‖(50分鐘) 

08：50 

09：00 

‖(50分鐘) 

09：50 

10：00 

‖(50分鐘) 

10：50 

11：00 

‖(50分鐘) 

11：50 

11：50 

‖(35分鐘) 

12：25 

午休 第五節 第六節 第七節 第八節 晚自修 

12：25 

‖(30分鐘) 

12：55 

13：00 

‖(50分鐘) 

13：50 

14：00 

‖(50分鐘) 

14：50 

14：55 

‖(45分鐘) 

15：40 

15：55 

‖(輔導課) 

16：45 

16：50 

‖(40分鐘) 

17：30 

 

●上學時間:7:30 到校，第 8節下課 16：45放學 

 

1.晚自修:16:50~17:30 (可在教室寫功課、學校運動與圖書館閱讀)   17:40 發交通車 

2.夜自習:18:30~20:40參加夜自習者須填寫調查表，以利教務處進行座位安排及點名。 

   夜自習第一節 18:30~19:30 (60 分鐘自修) 、19:30~19:40 (10 分鐘下課)  

夜自習第二節 19:40~20:40 (60 分鐘自修)                20:50發夜自習交通車 

3.夜自習每周實施四天  

  (星期一～星期四):國中部一、二年級合併班級，由 2 位老師督導。 

  (星期五)不安排夜自習。  17:40 全線發交通車 

  (星期五)若須留校夜自習學生，以國三、高三優先，開放一樓的 C、D教室。 

          學校安排一位行政人員留校至 20:40，不另發夜自習交通車。 

 

★ 每天 8 節、每週 40 節《課程科目》與《授課時數》 
課程 國文 英文 數學 生物 歷史 地理 公民 音樂 美術 

週/節數 5節 3節 4節 3節 1節 1節 1節 1節 1節 

課程 表演藝術 綜合家政 綜合輔導 綜合童軍 生活科技 資訊科技 健康教育 健康體育 

生活 

萬花筒

(彈) 

週/節數 1節 1節 1節 1節 1節 1節 1節 2節 1節 

課程 
生活哲學

家(彈) 

思辨與表

達(彈) 

閱讀理解

(彈) 

班週會

(彈) 

社團活動

(彈) 

英文 

(輔) 

數學 

(輔) 

生物 

(輔) 

學術社團

(輔) 

週/節數 1節 1節 1節 1節 1節 1節 1節 1節 2節 

 

 110 學年國中部一年級《教科用書版本》 

書名 國文 英文 數學 

自然 

科學 

(生物) 

社會 

(歷、地

公民) 

綜合 

活動 

健康 

體育 
藝術 科技 

版本 翰林 康軒 翰林 翰林 翰林 康軒 康軒 康軒 全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