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南市德光中學 COVID-19遠距教學公告  

(111.6.6〜6.12實施) 

親愛的家長與同學:平安! 

    依據6/1台南市教育局，因應疫情變化發布【6/6〜6/12全市所屬中小學持續延長實施線上遠

距教學措施】，學校屬於完全中學，依照中央疫情指揮中心防疫標準認定，也為顧及整體校園防疫

安全考量與師生健康安全，經6/1(三)下午防疫小組謹慎討論後，有以下事項宣達，請全校師生與

家長知悉。 

一、 6/6(一)、6/8（三）、6/9(四)、6/10（五）全校一、二年級(國中部與高中部)全面實施線上

遠距教學，線上同步教學課程第1〜8節課程。高中部原課表第8節以後晚自修採學生自主學習

方式實施辦理。 

二、 6/6(一)、6/8（三）、6/9(四)、6/10（五）全校三年級線上遠距同步課程，仍實施第1〜7節

課程。原課表第7節以後輔導課採學生自主學習方式實施辦理。 

三、 6/7(二)實施全校學生疫苗施打，當日全校線上課程暫停一日(國高中同一天施打)。疫苗施打

同意書繳交時間：5/30(一)~6/02(四)早上8點至下午4點，請要在校園施打疫苗學生，務必繳

交同意書到守衛室，若未在規定時間內繳回同意書，則視同放棄施打疫苗，請家長及學生留

意自身權利。疫苗施打相關規範補充說明，見附表(二)。 

四、 6/6(一)〜6/10（五）線上課程期間，學生若有需來校線上上課者，亦請向導師申請，學校將

安排至學習資源中心，供到校學生線上上課，學生請自備耳機麥克風。若有任何實施線上課

程學習設備需求，亦請洽學習資源中心商借使用。 

五、 所有學生均須依照班級課表進行，各班級所對應之科目課程代碼均已公告，請導師協助與班

級群組進行提醒。全年段之各項分組跑班課程亦正常進行。請國一導師特別提醒數學、英文、

科技抽離班學生加入任課老師的google classroom。國一分組跑班課程，亦依照公告課程代

碼進入會議室進行課程。 

六、 班級若有接獲教務處課務組傳達之調課通知，請老師按照調動後課表進行（可參考線上點名

系統），也請有調動課程的班級導師協助轉達學生調課訊息。 

七、 學生若需返校拿取教科書與上課用品，請遵照學校規定穿著學校服裝與攜帶學生證出入，並

且配合7:30~18:00校園開放時間返校。若無上述個人物品拿取需要，或必要返校辦理升學等

相關業務，也請勿返校。 

八、 線上同步課程期間，請導師每天需了解班上學生身體狀況，若有【因同住家人確診被匡列】

或是【確診】，請導師於LINE群組上回報，讓學務處知悉並通報。也請所有同學關心個人身

體健康狀況並主動回報導師掌握。 

九、 6/13（一）舉辦畢業典禮。畢業典禮流程說明，見附表(一)。當日全校一、二年級學生正常

到校上課。若仍匡列或居隔學生則採混成式上課。若疫情持續嚴峻，學校將依台南市教育局

公告更新訊息，請留意導師訊息或學校網頁的最新公告。 

十、 6/10（四）班聯會會長、副會長選舉改為線上投票，學務處將另行公告活動時間。 



十一、 一、二年級歡送畢業班海報競賽活動取消。若學生已製做完成，也歡迎於6/8（三）前

送至學校。（請寫上班級、姓名、座號交給守衛或直接交到學務處），仍會依實施計畫給

予敘獎。 

十二、 6/11(星期六）舉行英檢初級聽力/閱讀測驗，使用到的教室為: 

(J101.J102.J103.J104.J107.J108.J109.J208.J201.J202.J203.J204.J205.S101.S102.S103.

S104.S105.S106.S107.S108及希賢二樓互動教室(三)，共22間)、第一會議室。 

請導師協助教室環境整理打掃，桌椅排放整齊，桌面淨空(隔板收起來)，抽屜可以不用淨空書

籍擺放整齊即可。 

【三年級特區】 

★三年級學生，5/30至6/10，需持續實施線上課程，但若有升學相關通知，請務必返校配合辦理，

若有未盡事宜補充，會再請三年級導師即時傳達。也請畢業班同學和家長務必配合，以免影響個人

升學相關權益。 

(1) 原定規劃 6/10(五)三年級返校取消。當日改採線上遠距同步課程第1〜7節課程。 

(2)【國三、高三補考05/30（週一）當日，因確診或匡列而未到校參加考試者】。請於隔離或匡列

時間結束後，迅速返校完成補考。也請以上需要返校實施補考學生，於 6/7(二)前，主動與教

務處註冊組聯繫確認返校補考時間。 

(3) 6/10 (五) 國中教育會考成績寄發至學校。國三同學請運用網路查榜，不用刻意返校拿取，教

務處將會轉交各班導師，並於 6/13(一)畢業典禮當日發放。 

(4) 校內直升作業辦理，配合台南區作業時間規定，請畢業班直升同學於6/7(二)中午前，填妥直

升確認資料並繳交確認單，學校將開始進行資料審核作業。以下羅列直升與免試登記分發作業

重要時間。 

    6/15 (三) 直升錄取名單公告。 

    6/17 (五) 中午12:00前 逾期放棄不受理（直升入學德光新生名單上傳心測中心） 

    6/23 (四) 上午9:00 至 6/26 (日) 下午5:00  上網選填志願 (直升學生不用) 

    6/27 (一) 學校列印志願報名表。家長及本人親自到校簽名 報名費230元   

    7/12 (二) 上午11:00免試入學各校錄取公告 

    7/14 (四) 高中辦理報到 

 

【來校上線上課程者】 

★ 6/6(一)、6/8（三）、6/9(四)、6/10（五）到校線上上課學生，請配合下列事項： 

(1) 學生請於 6/2 中午12：00前，向導師申請到校線上學習。 

(2) 請各班導師回報教務處設備組登記，學校將提供學習資源中心讓學生進行線上課程。 

(3) 每天07:50前入校，先至守衛室量測額溫，簽到 (班級、姓名、家長緊急聯絡電話)。 

(4) 午餐統一由學校代訂，以一週(6/6-6/10)為單位，由原餐費扣除。 

 



【線上課程作息時間說明】 

1.全校師生依照各班級課表，進行線上同步課程。請同學依照課程代碼進入。 

2.上課期間：依照原定課表作息，全校一二年級，每日上課八節。全校三年級，每日上課七節。 

  前5分鐘點名。上課40分鐘。 

第一節8:00~8:05點名。8:05~8:45上課 

第二節9:00~9:05點名。9:05~9:45上課 

第三節10:00~10:05點名。10:05~10:45上課 

第四節11:00~11:05點名。11:05~11:45上課 

第五節13:00~13:05點名。13:05~13:45上課 

第六節14:00~14:05點名。14:05~14:45上課 

第七節14:55~15:00點名。15:00~15:40上課 

第八節(輔導課) 15:55~16:00點名。16:00~16:40上課 

 

    學校線上課程均採線上同步教學授課，使用「Google classroom」之meet，相關課程建置與平

台操作演練均已完備。唯學生所需之學習載具與環境，需要家長做好準備。操作流程請參考本校首

頁:線上課程操作說明。 線上課程請學生善用各學習平台及「翰林雲端學院」平台，老師亦會搭配

課程派送線上學習作業評量。停課期間均按本校線上課程操作說明執行。 

    停課期間全校進行教學空間之清消，並請所有同學留意個人健康。距離不是問題，即便是停課

仍然不停學，教師們會透過多元管道與家長及學生連繫，分派作業或進度，也彼此打打氣或鼓勵，

了解孩子學習、生活狀況，真心希望我們可以一起渡過難關。願天主祝福您闔府平安健康!          

 

 德光中學111.06.01 

 



【6/13畢業典禮流程】附表(一) 

6/13 畢業典禮當天 活動的規劃 

6/13 早上畢業班返校作息  (一二年級正常上課) 
節次 規劃活動 隨班老師 地點 備註 

早自修 

1.分發畢業紀念冊、證書夾、校刊等（學務 

  處） 

2.校長、副校長及各處室主任，親自至教室 

  致贈導師感恩花束 

導師 原班教室  

一 發畢業禮服，禮帽及領巾（總務處） 任課老師 原班教室  

二 領獎代表預演、教室整理（學務處） 任課老師 
原班教室 

預演在禮堂 
 

三 領獎代表預演、教室整理（學務處） 任課老師 
原班教室 

預演在禮堂 
 

四 領獎代表預演、教室整理（學務處） 導師 
原班教室 

預演在禮堂 

 

 

6/13 下午畢業典禮  (一二年級正常上課) 
時間節次 規劃活動 隨班老師 地點 備註 

13:30-15:30 

畢業典禮 

1.學生在教室，領獎代表至禮堂，採線上直 

  播，減少群聚。 

2.15:45入班收回畢業禮服，禮帽及領巾。 

3.16:00離校時繳回教室前後門鑰匙。 

 

導師 

原班教室 

領獎代表在

禮堂 

 

★ 三年級導師 6月 13日課務，由教務處統一排代處理。也請老師預先安排規劃相關作業
練習 

★ 畢業典禮流程規劃： 

 時間：111年 6月 13日 
 地點：若瑟館禮堂、各班級教室 
 煩請學資中心協助當天進行直播。 

時間 活動 備註 

07:30-08:30 校長、副校長至各班致贈導師

感恩花束 

請教務主任、輔導主任、學資中心主任、總務主任、

輔導組長、資料組長 7:30至學務處領取花束，陪

同贈花。 

13:30-13:32 開場影片  



13:32-13:42 天主的祝福 宗輔室開場、主教主禮 

13:42-13:52 校長、副校長致詞  

13:52-14:02 各處室祝福影片  

14:02-14:05 頒發畢業證書 代表：S306黃筱蓉、J303梁彣綺 

由校長授予畢業證書 

14:05-14:08 藝人祝福影片  

14:08-14:10 勤學獎影片  

14:10-14:40 頒獎 市長獎、董事長獎、校長獎 

14:40-14:50 老師祝福影片  

14:50-15:05 頒獎 家長會長獎、校友會理事長獎、特殊貢獻獎 

(家長會長、校友會長於頒獎後致詞) 

15:05-15:09 全勤獎影片  

15:09-15:14 頒獎 全勤獎 

15:14-15:19 在校生致詞 S206林郁晁(英文)、J204陳品穎(中文) 

15:19-15:24 畢業生致詞 S306陳俊愷(英文)、J304蘇珮文(中文) 

15:24-15:29 畢業 mv  

15:29-15:30 畢聯會禮成影片  

   

【6/7疫苗施打規劃說明】附表(二) 

德光中學 6/7疫苗施打規劃(1110601 版) 

 

說明：配合台南市教育局 6/6(一)〜6/12（日），持續非實體上課。學校於 6/7(二) 

      實施疫苗施打相關流程及注意事項。 

一、時間：111年 6月 7日（二）8：30〜11：30、13：00〜15：00 

二、為讓施打過程減少群聚，所以採分年段實施(該天學校沒有交通車) 

時間 項目 人數 時間 備註 

07：45〜08：15 施打預備    

08：15〜08：30 開始排隊    

08：30〜08：45 
高中部三年級 

（含滿18歲高二生） 
77 15分 

 

 

08：45〜09：20 
國中部三年級 

J301〜J305 
413 35分  



★當天返校施打疫苗的學生，入校請穿學校運動服方便施打。 

★請要施打的學生，要提早 20分鐘到校。到校後請回自己班上。  

★早上施打的學生務必用完早餐、下午施打的學生務必用完午餐。 

★要施打的學生請需準備黃卡、健保卡。 

★因校內空間有限及防疫考量，家長車輛不進校。 

★請導師該天提早 30到班上，待班級打完疫苗後 30分離校。不要讓學生在教室逗留。 

 

三、疫苗施打引導人員配置 

09：20〜09：55 
國中部三年級 

J306〜J310 
35分  

09：55〜10：18 
高中部二年級 

S201〜S204 
 

324 

 

23分  

10：18〜10：42 
高中部二年級 

S205〜S208 
24分  

10：42〜11：06 
高中部一年級 

S101〜S104  
339 

24分  

11：06〜11：30 
高中部一年級 

S104〜S108 
24分  

13：00〜13：32 
國中部二年級 

J201〜J205 
393 

32分  

13：32〜14：05 
國中部二年級 

J206〜J210 
33分  

14：05〜14：35 
國中部一年級 

J101〜J105 
356 

30分  

14：35〜15：00 
國中部一年級 

J106〜J109 
25分  

位置 人員配置 人數 任務 備註 

總指揮 校長  防疫長，督促巡視各動線。  

副總指揮 副校長  督促巡視各動線。  

施打中心 學務處 3 
各施打點巡視、與承辦單位溝通協

調、協助處理施打後不適的學生等 

子凱主任、宜嬪

組長、雅婷護理

師、喜惠護理師 

引導 A 總務處 2 
1. 防疫、量額溫、手部消毒 

2. 詢問學生是否攜帶健保卡？ 

負責組長： 

秀雅主任 

引導 B 學資中心 2 

1.引導剛到校的學生往第一會議室 

  及詢問學生是否攜帶健保卡？ 

2.引導打完疫苗往休息、觀察室的 

  學生。 

負責組長： 

淑嬪主任 



★人員配置以處室為單位，在請各處室主任協調人選配合引導及管制。 

★疫苗施打後的休息、觀察室(C、D教室)，建議學生停留 15〜20分，身體無異狀後學生可自行離

開。 

★由學務處準備小冰敷袋，讓學生自由索取。 

★若工作分配上有任何問題，歡迎再跟學務處討論。 

 

四、引導人員配置圖 

 

 

 

 

 

 

 

 

 

 

 

 

 

 

 

 

 

 

 

 

 

 

引導 C 
教務處+校長

室+會計室 
5 報到、發放接種評估暨意願書 

負責組長： 

俊凱主任 

引導 D 輔導處 2 
注意打完疫苗學生是否有問題？有

問題請馬上至疫苗施打中心回報 

負責組長： 

雅惠組長 

引導 E 
學務處 

+副校長室 
3 

1. 協助要施打疫苗學生按動線前

進 

2. 協助疫苗施打中心的佈置。 

3. 管制疫苗施打中心的秩序。 

負責組長： 

子凱主任 



 

 

 

 

 

 

 

 

 

 

 

 

 

 

 

 

 

 

五、新生入校集合場地配置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