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德光中學 110學年高一新生暑期行事曆及注意事項 

親愛的家長及同學： 

歡迎加入德光大家庭，新課綱實施第三年，學校用心的規畫課程，請先至學校首

頁查閱「110 課程計畫書與選課輔導手冊」，對未來高中三年先行了解。今年因疫情原

規劃的英語營隊、新生探索營都取消，但仍會以線上同步課程方式實行高中銜接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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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學年度本校通過教育部核定實施【雙語實驗班】，高中三年規劃 5門課程 12學

分的雙語實驗課程，由外師與專業科目的中師共同上課，依學生的意願填寫申請表單，

以會考英文成績進行甄選，歡迎有興趣的同學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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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3前完成，謝謝同學的配合! 

學校週一至週五上午 8點到下午 4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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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日(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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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德光中學 110學年新生基本資料

填報表(高中)。

https://forms.gle/wD3zPrpFB2yX63pB7 

2 7月 27日(二) 公告編班 
7/27 於本校佈告欄及招生專區網站上公告編班名單與雙語

實驗班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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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27日(二) 

｜ 

8月 2日(一) 

導師與家長

進行聯繫 

編班公告後貴子弟的導師，於暑假輔導前夕與家長進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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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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9日(一) 

｜ 

8月 20日(五) 

高一暑期輔

導線上課程 

請於 7/29上學校首頁查看高一暑期輔導課表 

網路路徑：德光首頁＞教務處最新公告 

每日線上課程時間：AM8:00〜AM12:00，一週五日，共

計 40節課程，採線上同步方式進行授課。 

屆時導師會公布各課程代碼，請所有同學於 8/5 前加

入各課程 Google Classroom。 

5 
8月 25日(三) 

上午半天 

全校(含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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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forms.gle/wD3zPrpFB2yX63pB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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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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連結請點學務處選首頁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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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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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天一夜新生訓練)，因疫情影響改變辦理之型態，另行規劃。 

五、衛生組整理畢業學生留下的二手制服，提供給新生再利用，如有需要者請於 8 月 3日至 14 日 

    上班時間到衛生組選用，依據衣服的款式酌收每件約 50元的費用，作為推動環境保護之用。 

六、搭乘交通車者請於 7 月 23日前完成登記，登記系統連結：德光首頁招生專區新生交通車登

記交通車登記系統；請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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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需申請就學貸款的同學，請向學務處訓育組詢問。 

電話(06)2894560#610、612或上台灣銀行就學貸款專區   

網址：http://www.bot.com.tw/Pages/defaul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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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制服選購 

1.登記時間：110/07/13 (二)早上八點至 110/ 07 /23 (五) 

2.登記路徑：德光中學網站首頁→招生專區→110高一新生服裝登記系統。 

3.請家長上網閱讀注意事項。 

4.因為疫情關係不提供試穿。 

二、請家長準備有”學生戶名的存摺”，不限郵局或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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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服裝費用在註冊時繳交。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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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繳費，不另行寄送紙本。 

(一)、註冊單查詢方式： 

1.總務處 8/5會在德光首頁公告:高一新生臨時編號及註冊單查詢下載繳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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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臨時編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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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school.ctbcbank.com/cstu/get_school_list.do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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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日 

若有任何疑問，歡迎電洽出納組 2894560-510、513 

五、高中免學費：劃撥單統一扣除定額補助 5,684元，家戶所得未超過 148萬，開學後由學校分發申

請單提出申請且通過教育部審核符合資格者，補助金額為 23,484 元。(該補助金額 23,484元扣

除 5,684元，17,800 元將於教育部核發後匯入學生指定之帳戶)。 

六、直升入學獎學金及成績優異獎學金：享有直升入學獎學金及成績優異獎學金者，註冊費全額繳交，

開學後，依教務處名冊，將獎學金另行撥入個人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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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學後，每週都有輔導相關課程，安排輔導老師授課，成為學生最佳的陪伴與諮詢教師。高中重

視自主學習及歷程，所以調整作息，找到適切目標，用對方法，有達標企圖心，執行力成為必要的裝

備。這也是轉大人的練習。揮別過去，重新歸零，給自己一個新的開始。 

   為協助新生更了解學習歷程檔案，將於學生分班確定後，提供線上版 110學年度選課輔導手冊於

學校網頁-最新消息供家長及學生參考，開學後發放手冊，帶領學生一起學習及成長適應高中生活。 

   輔導老師提供小祕方~~ 

一、精熟學科是你高中的重要任務，要善用教師及學校資源，改變學習方法，不懂要問到會，這個過 

    程會幫助你建立自信。 

二、高中階段，好朋友是重要夥伴，一生摯友。鍛鍊人際技巧及獨處能力，助你攻頂高三達標過程中， 

    充滿樂趣與動力。 

三、和家長建立好關係，溝通無礙是你身心安頓，情緒穩定，衝刺得分的關鍵，要珍惜、把握獨立前 

    的相處時光。 

四、舉辦各種升學說明會，讓家長了解你的挑戰，與你同步。 

五、如有特殊生需求需詢問，請洽輔導處，專人為你服務。 

六、用「大學選才與高中育才輔助系統」，認識大學 18學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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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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學時間:上完第 8節輔導課 16：45放學(周一到周五每天只能排一節課，共 5 節課) 

           留校晚自修 17：30放學(以前的第 9 節課) 

 

1. 晚自修:16:50~17:30 (高中課程相較於國中課程艱難許多，每周安排 3-4天各科課程的複

習到 17:30分下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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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部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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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學年高中部一年級《教科用書版本》 

書名 國文 英文 數學 物理 化學 生物 
地球 

科學 

自然 

探究 

實作 

地理 

版本 龍騰 龍騰 龍騰 龍騰 龍騰 龍騰 龍騰 自編 龍騰 

書名 歷史 公民 音樂 
英閱 

Reading 

英語 

口語 

表達 

生涯 

規劃 

閱讀 

理解 
  

版本 泰宇 龍騰 華興 海學 東華 泰宇 自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