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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校長的話 
 
         2022 年春天如期開學，經歷兩年的疫情動盪，從疫情中學習健康的重要性，生活

習慣與環境衛生的重新檢視與調整，全球皆然，看不見的病毒改變了世界，得失之間

難以說得清楚，卻印證了與自然和諧共處的挑戰與必要性了。 

 

    「學習」從書本裡、從生活中、從人際互動或是網絡世界已現多元型態發展，孩

子們的特質與天賦固然影響其學習樣貌，惟家人與師長的關心、陪伴與教導亦是不可

或缺的關鍵支持力量，並非要加重家人與師長的負擔，而是學習歷程中，孩子是主角，

需要面對自己的舞台，而家人與師長可說是參與其中的工作人員、啦啦隊以及指導教

練，不論孩子舞台表現如何，給予提醒督促、鼓勵與守護，都是孩子成長的養分，可

能是辛苦的，但，對於孩子，所求的也只是他們能茁壯、找到自己的方向指南針、邁

步前行，而非回報，不是嗎? 

 

    學校課程著重於基礎學力之奠基、良好學習態度之養成、學習合作模式之培育以

及生活品行教育之提升，一切努力，都是期盼孩子們學業進取之外，亦具備人文素養、

優質公民與社會關懷之情操，這也是學校願景—「健康、善良、卓越」之核心價值，

有鑑於此，學校分別於七、八、九年級規劃彈性課程為：「探索世界」、「懷哲學

習」、「知行課程」，不拘泥於書本形式，期待給予孩子與師長們更寬廣的發展與學

習空間，立意良善，需要實踐，也要特別感謝所有辛勞付出的老師們以及給予學校支

持鼓勵的家長們和社會賢達人士，由衷感謝! 

 

    新年新氣象，新學期開始了，一步一腳印，祝福孩子們學業進步、身體健康，做

個良善、有活力的好孩子，共勉之! 

 

                                                   校長 宋雨親 筆 

                                                            2022.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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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教務處資料報告 

1. 教學組 
【榮耀光華】 

1. 110 學年度新竹市國中數學能力競賽(HCMC)表現優異，百分王及達人賽獲獎名單

如下表 

百分王獲獎名單 達人賽獲獎名單 

組別 姓名 名次 班級 指導老師 組別 姓名 名次 班級 指導老師 

A 林嘉洛 銀 805 郭亮偉老師 A 曹喜學 金 803 郭亮偉老師 

A 王宥婷 銀 806 郭亮偉老師 A 羅景鴻 金 901 王哈拿老師 

A 張翔富 銀 903 王哈拿老師 A 洪翊俊 金 904 王哈拿老師 

A 陳俊言 銀 905 王哈拿老師 A 易宥男 銀 801 郭亮偉老師 

A 蔡嘉晉 銀 906 王哈拿老師 A 蔡承達 銀 901 王哈拿老師 

A 梁愷安 銅 802 郭亮偉老師 A 劉家宇 銀 901 王哈拿老師 

A 謝翔恩 銅 805 郭亮偉老師 A 林宥和 銀 902 王哈拿老師 

A 黃楚鈜 銅 810 郭亮偉老師 A 梁愷安 銅 802 郭亮偉老師 

A 羅景鴻 銅 901 王哈拿老師 A 王宥程 銅 803 郭亮偉老師 

A 林宥和 銅 902 王哈拿老師 A 林嘉洛 銅 805 郭亮偉老師 

A 楊恆安 銅 902 王哈拿老師 A 楊恆安 銅 902 王哈拿老師 

A 陳威寰 銅 903 王哈拿老師 A 陳威寰 銅 903 王哈拿老師 

A 洪翊俊 銅 904 王哈拿老師 A 陳俊言 銅 905 王哈拿老師 

B 賴柏元 銅 915 張巧萍老師 A 魏世凱 優勝 801 郭亮偉老師 

A 陸竑穎 優勝 708 蕭慶利老師 A 曾靖傑 優勝 807 郭亮偉老師 

B 曾子祥 優勝 801 吳秀蓉老師 A 王梓豪 優勝 905 王哈拿老師 

A 魏世凱 優勝 801 郭亮偉老師 A 蔡嘉晉 優勝 906 王哈拿老師 

A 王宥程 優勝 803 郭亮偉老師 A 潘彥宇 優勝 907 王哈拿老師 

A 曹喜學 優勝 803 郭亮偉老師 A 趙振辰 優勝 908 王哈拿老師 

B 黃莉蓁 優勝 815 黃健凱家長 A 饒以凡 優勝 908 王哈拿老師 

A 劉家宇 優勝 901 王哈拿老師 B 劉嘉銘 優勝 911 黃惠斌老師 

A 林穎孜 優勝 904 王哈拿老師 

A 王梓豪 優勝 905 王哈拿老師 

A 潘彥宇 優勝 907 王哈拿老師 

B 陳俞均 優勝 917 黃惠斌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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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校參加 110 年全國語文競賽新竹市複賽表現優異，各項成績如下 

人次 班級 座號 姓 名 參賽項目 名次 指導老師 

      王志男 寫字(教師) 第一名   

1 911 22 曾靖芸 閩語情境演說 第一名 李亭慧老師 

2 919 4 林睿騏 閩語朗讀 第五名 郭瑜林老師 

3 812 20 李沛語 國語演說 第二名 陳紀璇老師 

4 706 16 王莉婷 國語朗讀 第四名 陳淑筠老師 

5 815 7 陳昭叡 客語情境演說 第三名 黃銀椿老師 

6 919 15 余皓薇 原民語朗讀 第一名 蔡欣容老師 

7 901 22 劉家宇 字音字形 第三名 謝玓卲老師 

8 905 12 羅鋐育 客語字音字形 第一名 陳怡伶老師 

9 708 18 張芯瑀 寫字 第六名 王志男老師 

 

3.上表複賽第一名代表新竹市參加全國決賽，表現優異，全體師生與有榮焉，獲獎等

第如下表 

姓名 姓別 班級 指導教師 全國賽等第 

王志男 男 教師組   優等 

曾靖芸 女 911 班 李亭慧老師 優等 

余皓薇 女 919 班 蔡欣容老師 甲等 

羅鋐育 男 9005 班 陳怡伶老師 優等 

 

【學習評量】110 學年度第二學期各次定期考及模擬考時間： 

日期 年段 考試項目 備註 

2/17-2/18 九年級 第三次模擬考 範圍為第 1~5 冊 

3/30-3/31 全年級 第一次定期考  

4/19-4/20 九年級 第四次模擬考 範圍為第 1~6 冊 

5/16-5/17 七八年級 第二次定期考  

5/21-5/22 九年級 國中教育會考 範圍為第 1~6 冊 

5/24-5/25 九年級 第二次定期考 畢業考 

5/31 九年級 九下領域不及格學期補考  

6/28-6/29 七八年級 第三次定期考  

 

【教學活動】110 學年度第二學期重要教學活動如下： 

日期 年級 活動名稱 負責教師群 

2/11~2/1

8 

七、八年級 寒假作業優良評選 各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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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八年級 英語字彙王競賽 英語科 

3/8 七、九年級 英語字彙王競賽 英語科 

3/16 七、八年級 文學光華語文競賽 國文科 

4/26-4/27 八年級 作業抽查 教學組 

5/3-5/4 七年級 作業抽查 教學組 

5/12 九年級 會考祈福活動 教務處、九導 

5/21-5/22 九年級 國中教育會考 行政人員、九導 

6/2 七年級 光華知識王 社會領域 

6/2 八年級 定向運動競賽 綜合領域 

6/10 九年級 桌遊競賽 數學科 

【學期領域成績不及格補考】第一學期學習領域不及格補考，已於 2/10 辦理完畢，並

已發下補考成績通知單；第二學期之補考暫訂於暑假第三週辦理(7/13-7/14)。依市府

指示，補考僅辦理一次為限。 

 

2. 註冊組 
【國九升學報名期程】以下是 111學年度高中職五專各種入學方式及考試報名日程。

(本表日期皆為簡章所列，校內報名均需提早完成，要以校內報名期程表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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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年級升學簡章資訊】 

請到光華首頁，依下圖找到今年度升學簡章電子檔，自行下載閱讀，有問題可找老師

討論或詢問相關組長。 

        

 

 

 

 

 

 

 

 

 

 

 

 

 

 

 

 
所有升學報名簡章電子檔都會在此，若未買五專紙本簡章，五專的報名表可從電子簡

章列印出來使用。 

1. 免試入學高中職紙本簡章下學期 3月底才會印製完成發下。 

2. 有跨免試就學區的同學，例如:基北區，桃連區，要自行到該區免試入學委員會下

載今年度升學簡章來閱讀，有問題到註冊組詢問。 

3. 2月 14日發下的本校校內報名管制期程表，請妥善保管，並遵守校內的報名期

程。 

 

在學校首頁右下方的 12 年國教連結

的第一個區塊 

 

請同學找 111學年度(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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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專優先免試】 

1. 限定應屆畢業生參加，採全國一區，共可填 30個志願，學生需自行上網選填。 

2. 只要是國立五專學校各科或是私立學校之護理科，總積分計算項目須採計會考成

績。非護理科、私立五專學校，則自行決定是否採計。如：私立助產科、私立視

光科，招生學校可以選擇不採計。 

3. 可選填學校科別之資訊，以簡章為主。 

4. 採計積分說明: 

積分上限 積分採計項目 說明 

26 志願序 

每五個志願為一群： 

第 1～5志願：26 分、第 6～10志願：25分、 

第 11～15志願：24 分、第 16～20志願：23 分、 

第 21～25志願：22 分、第 25～30志願：21 分。 

15 
多元 

學習 

表現 

競賽 

🔾 核分標準：國際、全國、區域及縣市之競賽項目：1.0

～7.0分（省轄市級採計，縣轄市級不採計） 

🔾 獎狀落款人須為市長或所屬一級機關署長。 

🔾 同學年度同項競賽擇優採計 1次。 

🔾 採計加總上限：7.0分。 

🔾 獎狀採計日期：國中就學期間至 111年 5月 14日

（含）前為限。 

服務學習 

🔾 服務時數每累計滿 1小時：0.5分。 

🔾 時數採計為限：111年 5月 14日。 

🔾 擔任班級幹部、小老師或社團幹部，任滿一學期得 2

分，同時擔任僅以 2 分計，除副班長、副社長，其餘

副級不採計。 

3 技藝優良 

採計技藝教育課程〔平均〕總成績： 

90～100分：3.0分、80～89.9：2.5分、 

70～79. 9分：1.5 分、60～69. 9分：1.0分。 

3 弱勢身分 

🔾 低收入戶：3.0 分，免繳報名費。 

🔾 中低收入戶：1.5分，繳交 120元報名費。 

🔾 支領失業給付家庭：1.5分，免繳報名費。 

🔾 特殊境遇家庭：1.5分，繳交 300元報名費。 

🔾 注意：五專優免繳過報名費，如未錄取，五專一般免試

入學還要再繳交一次。（與竹苗區高中職不同） 

🔾 注意：以上身分皆要提供具時效之證明影本（如：時效

涵蓋 111 年 5 月 23 日～5 月 31 日之﹝中﹞低收入戶證

明、就業保險﹝再﹞認定、失業給付申請書暨給付收

據、認定收執聯、各縣市社會局處寄給民眾之特殊境遇

核定書函影本）。 

21 均衡學習 
健體、藝術、綜合、科技只要任一領域國中階段五學期（一

上～三上）平均及格，可得 7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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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國中教育會考 

🔾 一共 5科目：國文、數學、英語、自然、社會 

🔾 科目等級換算： 

A++：6.4分、A+：6.0分、A：5.0分、 

B++：4.0分、B+：3.0分、B：2.0分、 

C：1.0分，缺考則為 0分。 

🔾 會考科目違規每扣 1點，則扣該科積分 0.15分，至該

科積分 0分為止。 

1 寫作測驗 

作文等級換算： 

6級分：1.0分、5 級分：0.8分、4級分：0.6分、 

3級分：0.4分、2 級分：0.2分、1級分：0.1分， 

缺考或因違規 0分則為 0分。 

101 總積分 

【五專免試】 

1. 五專分為北、中、南三區，各區比序項目大致上相同，但是各校在申請時，仍會

針對各項比序項目採計不同之權重計算，而且比序項目的順序也多有不同，這部

分請自行參閱簡章為準。 

2. 五專較竹苗區高中職採計許多不同項目為「競賽成績」、「採計班級幹部、小老

師及社團幹部」、「體適能」、「技藝優良」和「適性輔導」等，另有各校自訂

之其他採計項目（例如全民英檢）。此外五專並無所謂的「志願序選項」，五專

報名方式為北中南各區，一區限報一校，錄取之後才到現場進行撕榜（選科

系）。 

五專比序項目 
（日常表現採計至 5 月 14 日為止） 

（服務學習採計至 5 月 14 日為止） 

多元學習表現(上限 16分，含 1-4項) 

1.競賽 
1. 得分上限為 7 分 

2. 區域及縣(市)競賽以地方政府機關主辦為主 

2.服務學習 
3. 得分上限為 7 分 

4. 擔任班級幹部，小老師或社團幹部一學期得 1 分，同一學期不重

複採計校內外時數滿 4小時得 1分，採用最後累積總時數計算 

3.日常表現 

1. 無小過記錄、功過相抵後得 1 大功以上得 4分 

2. 無小過記錄、功過相抵後得 1 小功以上 3 分 

3. 無小過記錄、功過相抵後得 1 嘉獎以上 2 分 

4. 功過相抵後無任何記錄 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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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體適能 

5. 得分上限為 6 分 

檢測成績 3項達門檻標準得 6 分 

檢測成績 2項達門檻標準得 4 分 

檢測成績 1項達門檻標準得 2 分 

5.技藝優良 

6. 得分上限為 3 分 

7. 技藝教育課程總成績達 90 分以上得 3分 

8. 技藝教育課程總成績達 80 分以上得 2分 

技藝教育課程總成績達 60 分以上得 1分 

6.弱勢身分 
得分上限為 2分 

低收，中低收，直系親屬失業身分或特殊境遇家庭子女身分者 

7.均衡學習 
（健體、藝術、綜

合、科技） 

1. 每 1 項可採計學習領域「5 學期平均成績」達 60 分以上得 

2分。 

2. 積分上限為 6 分。 

8.適性輔導 得分上限為 3 分 

9.教育會考 

1. 得分上限為 15 分 

2. 「精熟」每科得 3分 

3. 「基礎」每科得 2分 

4. 「待加強」每科得 1 分 

10.招生學校自訂 得分上限為 5 分，依各校簡章規定 

 

【高中職優先免試】 

1. 應屆畢業生，於畢業學校就讀滿一學年以上者。 

2. 每生限上網選 1個志願序位。 

3. 若各校報名人數多於錄取名額，依照 111學年度竹苗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作

業要點之超額比序方式辦理。 

4. 111學年度各校給本校學生錄取名額。 

竹北高中 3 建功高中 5 成德高中 3 香山高中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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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職免試】 

1. 竹苗區免試入學超額比序項目積分表 

 

P.S.有關 111免試入學作業要點扶助弱勢，新竹市無偏遠地區國中亦無非山非市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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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志願選填:每位學生至多選填 25個志願序位。高中一校為一志願序位，高職連

續選填同校同職群為同一志願序位。 

3. 竹苗區全區模擬會考及志願選填模擬分發結果，也於 111 年 2 月 16 日放榜，

請家長可利用本次模擬分發結果和孩子及老師討論志願選填的觀念及注意事

項。 

【各項升學有關費用說明】 

■ 國中教育會考報名費：應屆畢業生免費。 

■ 五專優先免試入學報名費: 新臺幣 300元，中低收入戶子女新臺幣 120元，低收

入戶子女免費。 

■ 五專（北、中、南區）免試入學報名費：新臺幣 300元，中低收入戶子女新臺幣

120元，低收入戶子女免費。 

■ 高中職優先免試入學報名費: 新臺幣 230元，中低收入戶子女新臺幣 92元，低收

入戶子女免費。 

■ 高中職免試入學報名費：新臺幣 230元，中低收入戶子女新臺幣 92元，低收入戶

子女免費。 

【國民身分證】 

新竹市北區戶政事務所受理設籍北區之國三學生（年滿 14歲）辦理國民身分證

及領證作業事宜，已於第一學期末完成，若是尚未辦理的同學，請自行至該戶籍所在

之區戶政事務所（北區、東區或香山區）辦理申請國民身分證，必須由學生本人親自

前往，並帶一張兩吋大頭照以及戶口名簿影本。 

【學期成績不合格及補考】 

  新竹市國中學生成績評量辦法之畢業規準，有關於學業成績的部份為「八大學習

領域有四大學習領域以上畢業總平均成績丙等(60分)以上。」因此本校於每學期初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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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針對學生有五個領域以上總平均不及格學生，發放畢業預警通知單，用以提醒學生

需留意此畢業規定，同時校方也針對學期領域成績不合格的學生，於每個學期結束之

後進行補救及補考。 

    每學期結束之後的補考機會只有一次，若辦理過後將不再針對先前所補考過的學

期進行修正，請家長務必提醒孩子把握機會，好好準備補考。 

【學生證遺失補發】補發需做愛校服務２小時，請學生務必妥善保管學生證。 
 
 

3. 資訊組 

『居家防疫、學習持續』，善用數位平臺資源讓學習不中斷 

一、  因應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之學生居家自主健康管理及防疫期間的學習需求，

教育部彙集教育部教育雲及民間數位學習資源、平臺與工具，提供老師教學及學

生自學的數位資源，讓孩子學習不間斷、不落後。詳見新竹市教育網：

https://www.hc.edu.tw/edub/Elearning_resources.aspx 

二、  線上學習資源：非同步教學資源與工具                              

  

網站 內容 

教育部因材

網 

學習科目及年級國語文（1至 9年級、108 課綱 1 年級與 7年級）數學（1至

9年級、108 課綱 1 年級與 7 年級）自然（3至 6 年級、理化、108課綱-生

物）英語文（108 課綱-3 至 6 年級） 

教育部學習

拍 

提供教師備課後遠端進行教學和指派學生學習內容、測驗與作業等學習活

動。數位內容可連結引用教育部教育雲「教育大市集」、「教育媒體影

音」、「教育百科」資源。 

教育部教育

媒體影音 

匯集各領域學科資源 1萬 692 筆教學影音，提供關鍵字及學科分類檢索查

詢。 

教育部教育

大市集 

匯集各領域學科資源，含 web 資源（教案、素材等） 16 萬 5,576 筆、電子

書 4,094 筆、教育 APP 913 筆，提供關鍵字及學科分類檢索查詢。 

教育部教育

百科 

收錄國語文、閩南語、客家語、辭書等常用電子辭典約 35萬餘筆詞語解

釋，提供關鍵字、全文及音讀檢索查詢。 

https://adl.edu.tw/
https://adl.edu.tw/
https://learning.cloud.edu.tw/
https://learning.cloud.edu.tw/
https://video.cloud.edu.tw/
https://video.cloud.edu.tw/
https://market.cloud.edu.tw/
https://market.cloud.edu.tw/
https://pedia.cloud.edu.tw/
https://pedia.cloud.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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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英語

線上學習平

臺 

提供介於 9歲至 15 歲學生個人學習為主，特別規劃學習區及遊戲區兩大區

塊，內容包含聽、說、讀、寫、字彙、文法等，影片 1,712 部，習題 7,079

題。 

教育部國民

中小學課程

與教學資源

整合平臺

CIRN 

以教師為主，內容分為 12個構面，內含 20個新建網頁資源及 50個連結本

部以外之網站，提供 12年課綱最新、最完整的資訊及輔導團產出之教材、

教案等。 

臺北市酷課

雲 

包括國小、國中、高中職階段教學資源，提供「線上教學影片」約 11,964

部、「線上試題」約 43,821題、「酷課網路學校」公開課程數約 277門。 

臺南市飛番

雲-創課坊 

集合全國各級機關、學者、學校、教師、學生、業者等，提供國小、國中各

學習領域教學資源、符合課程單元的知識，約 1800 筆影音或電子書。 

高雄市 E-

game 

以遊戲式學習的方式讓學生進行自主學習，內容有英文單字的「英文島」、

配合「程式翻轉城市」的主題開發「打寇島」、以訓練學生思考和邏輯推理

能力的「賽斯島」及「史丹島」、及以數學為主的「美斯島」。 

新竹縣合作

備課平臺 

一個數位教學課程製作的夢工廠，讓老師們可以協同合作共創課程，享受平

臺各項優越的教學活動模組，設計適性學習內容與學習路徑，與夥伴教師共

構課程資源與教學想法。並且可以將產出的課程包裹發佈到課程市集，分享

給全國教師。 

花蓮縣字音

字形網 

專為孩子設計的學習網，有成語、字音字形、唐詩三百首、國語辭典、論

語、注音查詢等功能，讓孩子依據不同的年級、難度與題數，自動產生測驗

題目，考驗學習與應用能力。 

LearnMode

學習吧 

國中小各版本課程：教學影片、講義、練習題。 跨領域素養導向閱讀理解

課程，包含時事、國際新聞、科普文本、閱讀理解評量，AI結合語音辨識，

增進數位閱讀理解能力、口語表達及敘事能力。 教師亦可使用平臺工具建

立個人線上課程供學生使用。 

均一教育平

臺 

包括國小、國中、高中及高職教材影音與測驗。 

PaGamO 線

上學習平台 

內容涵蓋國小、國中、高中及高職各版本教科書個科目題庫，以及閱讀素養

題目。老師使用題庫選題製作回家作業，學生透過遊戲任務完成作業。後臺

可查看學生答題狀況、進行補救教學。 

科普一傳十 以國高中師生為對象，目前累積將近 200 集，橫跨自然領域的科學教育節

目，節目形式為科學家訪談，並透過專屬 APP平台可於收視過程中即時推播

延伸閱讀和小測驗，並完整記錄學習履歷。教師則可於平台上開設學習社

群，遠端發送作業進行簡易評量，更可上傳獨一無二的補充教材給學生使

用。 

https://www.coolenglish.edu.tw/?code=H1
https://www.coolenglish.edu.tw/?code=H1
https://www.coolenglish.edu.tw/?code=H1
https://cirn.moe.edu.tw/Facet/Home/index.aspx?HtmlName=Home&ToUrl=
https://cirn.moe.edu.tw/Facet/Home/index.aspx?HtmlName=Home&ToUrl=
https://cirn.moe.edu.tw/Facet/Home/index.aspx?HtmlName=Home&ToUrl=
https://cirn.moe.edu.tw/Facet/Home/index.aspx?HtmlName=Home&ToUrl=
https://cirn.moe.edu.tw/Facet/Home/index.aspx?HtmlName=Home&ToUrl=
https://cooc.tp.edu.tw/
https://cooc.tp.edu.tw/
http://hahay.tn.edu.tw/
http://hahay.tn.edu.tw/
https://www.egame.kh.edu.tw/login
https://www.egame.kh.edu.tw/login
https://weteach.edu.tw/
https://weteach.edu.tw/
https://hualienword.edu.tw/
https://hualienword.edu.tw/
https://www.learnmode.net/
https://www.learnmode.net/
https://www.junyiacademy.org/
https://www.junyiacademy.org/
https://pagamo.org/
https://pagamo.org/
https://etrans.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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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學務處報告資料 

1、訓育組 

訓育組各項重要活動行事： 

日期 活動 

02/17(四) 幹部訓練(第五、六節) 

02/17(四) 社團確認 

02/24(四) 社團開始 

03/07(一) 弦樂四重奏全國決賽(新北市) 

03/08(二) 木管五重奏全國決賽(新北市) 

04/11(一) 八年級校外教學 

04/12(二) 七年級校外教學 

04/16-17(六日) 戶外教育自主學習課程(A) 

04/23-24(六日) 戶外教育自主學習課程(B) 

04/28(四) 七年級直笛比賽 

05/07(六) 光華民富管樂音樂會(新竹中學演藝

廳) 

05/28(六) 光華感恩音樂會(新竹中學演藝廳) 

05/29(日) 光華弦樂團音樂會(悅學樓) 

06/08-17(三~五) 社團成果展(綜合大樓一樓會議室) 

06/16(四) 畢業典禮受獎學生預演(1-3節) 

06/17(五) 畢業典禮預演(1-4節) 

06/18(六) 市長獎、傑出表現獎市府頒獎 

06/20(一) 畢業典禮(上午) 

                

2、 生教組 

(一)依據新竹市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辦法第十九條畢業資格內文如下： 

「學生修業期滿，符合下列規定者，為成績及格由學校發給畢業證書；未達畢業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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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發給修業證明書： 

1、學習期間扣除學校核可之公、喪、病假，上課總出席率至少達三分之二以上，且

經獎懲抵銷後，未滿三大過。 

2、國民中學階段：語文、數學、社會、自然科學、藝術、綜合、活動、科技及健康

與體育八領域有四大領域以上，其各領域之畢業總平均成績，均達丙等以上。 

【上課日數舉例】 

Q：假設六學期的總上課日是 100天，香吉士的六學期假是 10天公假、5天病假、3

天喪假、35天事假，請問香吉士可以畢業嗎? 

A：香吉士應該上課出席日為：100天- 10天公假-5天病假-3天喪假=82天 

香吉士的出席率為：(82天- 35天事假)/82*100%=57%。低於 2/3，不可以畢業。 

(二)多注意孩子們的異常行為，可能在對家長發出警訊。 

(三)地震防災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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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電子煙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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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防制藥物濫用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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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交通安全教育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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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光華國中上、放學建議接送區，懇請協助 

本校校園寧靜區之管制，感謝家長們配合，執行到目前為止大抵上狀況良好，另需家

長再多協助落實上學期間學生下車區域之情況。請開車或騎車載學生上學的家長，提

前在下述「建議接送區域讓孩子先下車，並走一小段路上學」，避免在交通崗哨前才

放孩子下車，使交通管制同仁在值勤時能更明確分辨出家長及一般用路人，增加值勤

效率以護學生行的安全。 

上學期間正門建議接送區域： 放學期間正門建議接送範圍： 

  

A：展新藝術帆布 到 豐聖藥局 之間 

B：東來炒羊肉 到 三陽機車 之間 

C：好日子 到 豪果複合式餐廳 之間 

D：光華北街 36 巷內 

E：長頸鹿 到 美天美 之間 

F：光華牙醫診所前 

請汽車一律不進入管制區接送，於周遭自覓停

車處(光華北街 36 巷有停車空間)。 

機車在 4 點前進入管制區者，請停在校門口對

面，欲往文昌書局方向者請停“庚“區；欲往

7-11 方向者請停“辛“區。4：00~4：20 請

於甲~丁尋覓適合處。 

上學期間後門建議接送區域：(防疫期間後門上

學暫不開放) 

放學時間後門建議接送範圍： 

 
 

A：湳雅街公有停車場 

B：維也納音樂生活館 到 萬丹紅豆餅 

C：思夢樂停車場 

請避免在門口前等待，適合等待接送地點如上

圖甲~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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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總務處報告資料 
一、總務工作總指標： 

  （1）維護校園的安全   （2）改善學習的環境   （3）充實教學的設備 

二、【近期已完成之重要改善教學環境、設備採購案及工程】 

序號 項    目   經費來源 進    度 

1 

執行 110 學年度 9年級

校外教學招標案 

決標金額:每生 3200元 

500人*3200元

=1,600,000元 

109年 9月 15日開標。 

109年 9月 17日評審並決

標。 

110年 11月 21日、22日

履約。 

2 

執行 110學年度 8年

級校外教學招標案 

代辦費 

每生 2300元*580人

=1334000元 

109.9.17開標 

109.10.01 評選 

預定 110年 10月 14、15

日履約 

3 110學年度學校午餐公

辦民營委外辦理勞務

採購契約 

預算金額 14,065,800元

(1700人*197天*42元)  

110年 07月 27日開標 

履約期限 110年 8月 1日

至 111年 7月 31日 

  4. 109學年度學校午餐公

辦民營委外辦理勞務採

購契約 

預算金額 14590,800 元 

預估學生 1650 人 教職員

150人每餐 42元 

109年 7 月 28 日第二次開標

並決標。109 年 7月 29 日評

選會議。履約期限 109年 8

月 1日~110年 7 月 31日 

 5. 體育館整修工程 新竹市政府補助金

額:5265,000元 得標金

額:4,700,000元 

鑫創工程有限公司得標 

 

 

110年 6月 2日開標 

預定竣工日期 110年 8月

31日,展延至 9月 18日 

110年 7月 21日體育館耐

震補強工程變更設計議價 

議價金額 47,383元 

110年 9月 15日竣工,110

年 9月 29日驗收完成。 

6. 110年度基層運動訓練

站改善訓練環及器材

設備計畫-投擲網與網

架、不銹鋼羽球柱 1

組 2支等 

(綜合大樓 4F，綜合大

樓後方空地) 

金額 265,000元 

 

履約期限 110年 8月 31日 

110年 9月 7日完工 

110年 9月 13日驗收完成 

7.  110年購置樂器乙批採

購案(小號 4支、爵士

預算金額 196000元 110年 11月 16日開標並決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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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組、大提琴、中提

琴) 

110年 11月 26日前交貨測

試完成。 

8. 個人拔河機 4台採購

案 

預算金額 164,000元 110年 12月 15日開標。 

110年 12月 30日完成。 

9. 110學年度校慶員工體

育服裝採購案 

校內預算 

 
 

10. 校園修繕及綠化美化工

作 
本校預算 全學年執行 

11. 落實全校節能減碳措施

與宣導 
本校預算  全學年執行 

12. 化糞池處理與廁所全面清

洗   
本校預算 110.8月下旬完成 

13. 清洗水塔及各項校園安全

維護及檢測 
本校預算 110.8月下旬完成 

14. 各班教室公物修繕與全校

環境整理 
本校預算 110.8月下旬完成 

 

三、【本學期工作重點】 

序號 項    目 經費來源 進    度 

1 110學年度學校午餐公

辦民營委外辦理勞務採

購契約 

預算金額 14,065,800元

(1700人*197天*42元)  

110年 07月 27日開標。 

履約期限 110年 8月 1日

至 111年 7月 31日 

2 信義樓耐震補強工程 申請金額 12,267,360元 110年 9月 24日申請 

預計 111年 7月施作 

  3. 執行 110 學年度畢業紀

念冊及照相製作招標案 

代辦費，每生 650元*560

人 

110年 9月 14日開標, 

111年 6月 6月前履約完成 

4 111學年度 9年級校教

學活動 

預算金額:1800000元 

決標金額 1800000元每人

3600元*500人 

111年 01月 04日開標,111

年 01月 06日評選並決標 

預計 111年 10月 13-14日

履約。 

6. 執行 110學年度 7年

級校外教學活動 

 

預算金額 1150元*450人

=517,500元  

110年 12月 16日開標 

110年 12月 16日評選 

並決標（日期 111年 4月

12日） 

7.  111學年度 8年級校外

教學活動 

預算金額:1,170,000 元 

每人約 2,600元 

預計 111年 2 月 24日開標並評

選 

預計出發日期:111年 10月 13-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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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操場跑道改善案 預算金額 14000000元 待教育部核定。 

9. 綜合大樓老舊廁所整

修工程委託設計及監

造服務 

預算金額 299,441元 109年 11月 25日開標。

109年 11月 27日決標。待

教育部工程款核撥。 

10 新竹市電力系統改善

工程 

新竹市政府補助金

額:4,220,000元 

110年 7月 1日開工 

目前進度落後 

11. 校園修繕及綠化美化工

作 
本校預算 全學年執行 

12. 落實全校節能減碳措施

與宣導 
本校預算  全學年執行 

13 

本校水田街、民族路公

有宿舍管理(水田街 17

號、21號) 

無 1/5 (民族) 

   1/15(21 號) 

於 110.01.05 民族路宿舍點

交後歸還,將於 111 年依現況

點交返還市縣府。110.01.15

水田街 21號歸還、

110.01.31 水田街 17 號歸還 

四、公告事項 

(一)、【111年起教育部補助國中小 5、6、9、10月學生作息時間電費】 

  因應教育部補助班級教室電費，上學期之電費，會於開學後一個月內退費完畢，

110學年度下學期開始，教育部補助月份中，在學校作息時間內不收取冷氣電費，請

大家愛惜資源，節能省碳並依學校冷氣使用辦法規定，開關冷氣。 

 

(二)、【教育部電力改善、EMS系統施作、太陽能板建置計畫進行中,進度落後】 

校園電力改善工程持續進行中，廠商已陸續將改善箱體及材料，放置於校園中；裝設

在冷氣機上的 EMS系統裝置，也於 1月裝設完成；太陽能板建置，規劃目前總務處還

在與廠商討論中，期待在 111年夏季前全面打造優質適溫的校園環境！   

   
EMS 系統安裝情形 

 

（三）、【感謝家長們捐款協助推動校務】 

      本學年度家長會的預算和鼓勵捐款通知單已在 109年 10月 20日第二次委

員會中審議通過(總金額為$1438,400元)，為了順利協助推動校務及提升教學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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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我們鼓勵家長們及各界踴躍捐款。特別感謝導師協助推動捐款，截至 111年

01月 24日止，累計捐款金額為新台幣 865,906元(含指定捐款 248,600元)，離

年度目標尚有努力空間，若各班家長尚有意願捐款，請隨時聯繫總務處出納組。 

       家長的捐款收據已於 111年 1月以班級為單位，由導師轉發給學生帶回交給

家長。此收據適用採列舉扣除方式申報綜合所得稅的家長，其捐款可以抵稅(學

生家長會之統一編號：31618818)。 

     

（四）、【感謝家長們共同參與學校活動】 

    感謝光華國中家長們一路上的支持，上學年家長會辦理活動有：「耶誕節耶誕樹

佈置及感恩卡活動」、「虎虎生威紅包祝福」、「家長讀書會」到感謝家長委員們對

孩子們的關心與付出，還有對學校活動的支持，光華人，一家人，有您真好！ 

  

聖誕樹佈置開始                班級佈置 

  

聖誔感恩小卡       聖誔卡一串一串心連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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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們掛上自己歲末的感恩及祝福 委員們在聖誔樹前合影,伴隨歡樂的聖誕歌曲 

  

  

虎虎生威小紅包 虎虎生威一元復始 

  
虎虎生威紅包製作第一批 虎虎生威紅包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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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元復始紅包圖案 虎虎生威紅包製作中 

（七）、【110學年度第一學期校園維護捐執行情形】 

家長會從 107年起持續推動校園維護捐活動，除了每年固定的飲水機濾心更

換維護孩子每天的飲水安全外，其餘多用在與孩子相關的校園安全防護上，這學

期捐款金額扣除手續費部分，實際可運用金額為 287,500元，感謝家長們的大力

支持，協助推動校園捐款，每學期 250元逐步改善孩子們的學習空間，本學期學

校優先改善下列項目： 

本學期學校已規劃改善下列項目： 

項次 項目 

1. 綜合大樓靠信義樓防護網 

2. 志學樓 2F、3F 電梯旁圍牆加裝白鐵欄杆 

3. 忠孝樓後方水溝工程(陰井) 忠孝樓後方水溝工程 

4. 操場旁防撞貼條 

5. 忠孝樓旁人行步道施作 

6. 操場旁地面掏空修復 

 

  
因科學館拆除後,綜合大樓的側邊圍牆低

矮,因此在圍牆處施作防護網,加強安全。 

綜合大樓靠信義樓側 1F防護網施作完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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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館空地舖面改善,改善前為草地,遇下

雨天多泥濘,影響行走安全。 

科學館空地舖面改善(改善中) 

  
科學館空地舖面改善(改善中) 科學館空地舖面改善(改善中) 

  
科學館空地舖面改善後 志學樓 2F、3F 電梯旁圍牆加裝白鐵欄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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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場旁地面掏空 操場旁地面掏空修復中(一) 

  
操場旁地面掏空修復中(二) 操場旁地面掏空修復完成 

 
 

操場旁防撞貼條老舊破損無保護作用 操場旁防撞貼條更換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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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場旁防撞貼條更新完成(一) 操場旁防撞貼條更新完成(二) 

 

誠摯邀請大家一起愛護光華國中，期待孩子們能有一個更安全與舒適的校園。 

 

（八）、【請善用教育儲蓄戶資源，主動協助學生】 

  本校教育儲蓄專戶已邁入第 14年了，感謝校內老師悉心關懷孩子學習狀況，能

及時協助申請以解決其困境，也感謝校內外善心人士的關懷與支持。呼籲老師與家長

善用此資源，若發現新案例即洽詢總務處。相關詳情可在本校網站連結或逕上教育部

儲蓄戶網站（www.edusave.edu.tw）查詢。 

        戶名：新竹市立光華國民中學教育儲蓄戶 

        帳戶：台灣銀行新竹分行，帳號：015038293274 

110年辦理情形如下： 

年度 勸募許可文號 捐款金額 補助金額 結 餘 補助人次 

110 104年 2月 17日府

教國字第

1040036169-35號 

(永久使用) 

80,555 104,111 -23,556 結餘款可再動支 

149,709元 

教育儲蓄戶歷年帳戶總餘額 173,265元 

附表一  新竹市立光華國民中學教育儲蓄戶申請表 

學生姓名  就讀班級 年  班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身份證字號  聯絡電話  地址  

符合條件 

□1.低收入戶 

□2.中低收入戶 

□3.家庭突遭變故，致無法順利接受教育者 

□4.前三款以外家庭，需要協助順利就學之特殊個案學生 

http://www.edusav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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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金額       元整 申請人簽名  關係  □老師□本人 

檢附文件 
 

 

家庭狀況 

簡述 

 

導師意見 

 

 

 

 

導師簽名                   

審核意見 

 

 

 

 

審核人員 

簽名 

                        

                                   年  月  日 

（九）、【衷心感謝家長的支持】 

    總務處將繼續本著服務的熱忱，加強校舍校園安全維護檢修，營造更優質的學習

環境，讓學子有更好的學習成效。總務處感謝您的關懷與付出，請繼續支持我們各項

建設和採購教學設備(施)，家長會提供的人力支援和各項社會資源，將是光華師生不

可或缺的最大動力。 

學校 總 機：03-531-6605，03-531-6654，03-542-7039 

總務處專線：03-531-5734， 總務處傳真：03-534-0698 

總務主任：吳容茹（分機：131），事務組長：林宜代理（分機：132）， 

文書組長：蔡淑珠（分機：135），出納組長：彭秀香（分機：134）， 

事務組幹事：林宜（分機：133）， 

臨時人員：李麗滿（分機：136）、賀冠庭、林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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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立光華國民中學教育儲蓄戶執行規定     

103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校務會議通過(104 年 1 月 5 日) 

壹、依據：  

    一、各級學校扶助學生就學勸募條例。 

    二、各級學校扶助學生就學勸募許可申請辦法。 

    三、各級學校教育儲蓄戶管理小組組成及運作辦法。 

貳、 勸募目的： 

    一、為扶助經濟弱勢之在學學生，本校特設置教育儲蓄戶（以下簡稱本專戶)，專款補助，使學生

順利就學。 

    二、在嚴謹透明的動支程序下，善用社會各界捐款，確實幫助需要幫助的學生。 

參、補助對象：就讀本校之下列家庭之學生 

    一、低收入戶。 

    二、中低收入戶。 

    三、家庭突遭變故，致無法順利接受教育者。 

    四、因其他特殊狀況造成家庭經濟困難，致無法順利接受學校教育之在學學生。 

肆、勸募方式： 

    一、於教育部教育儲蓄戶網站辦理全國公開勸募。 

    二、捐款流程： 

        (一)捐款人填寫捐款意願書。 

        (二)匯款至本校教育儲蓄戶。 

        (三)3-5 個工作天後於教育儲蓄戶網站查詢捐款是否成功。 

        (四)學校開立收據寄發捐款人。 

伍、經費存管：  

    一、依規定於代理公庫開立專戶儲存，其經費收支採代辦方式，專帳管理，專款專用。 

二、專戶名稱：新竹市立光華國民中學教育儲蓄戶 

              帳號：015038293274 台灣銀行新竹分行 

陸、組織與職掌：  

        成立本校「教育儲蓄戶管理小組」（以下簡稱管理小組，詳見表一），設置委員九人，負責辦

理本校教育儲蓄戶相關業務。其任務如下： 

    一、經濟弱勢學生之認定。 

    二、公開勸募個案及需求金額之審查。 

    三、勸募所得支用於補助案件之審查。 

    四、勸募所得收支、保管、運用及移轉之審查。 

    五、教育儲蓄戶結束後清算之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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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辦理公開徵信事項之審查。 

    七、通過「勸募許可申請」、「收支報告」、「核結報告」等相關行政事項。 

    八、其他有關勸募及管理事項。 

表一    管理小組組織與職掌表 

職  稱 人  員 職     掌 

召集人 校長 統籌及督導教育儲蓄戶工作事宜 

執行秘書 總務主任 承辦及綜理本校教育儲蓄戶業務 

委員 家長會代表 協助審查教育儲蓄戶事宜 

委員 社區公正人士 協助審查教育儲蓄戶事宜 

委員 專家學者 協助審查教育儲蓄戶事宜 

委員 教務主任 協助審查教育儲蓄戶事宜 

委員 學務主任 協助審查教育儲蓄戶事宜 

委員 輔導主任 協助審查教育儲蓄戶事宜 

委員 級導師代表 協助審查教育儲蓄戶事宜 

柒、補助經費用途： 

    一、本專戶補助經費用途限於本校在學個案學生之下列項目之一： 

        (一)學費。 

        (二)雜費。 

        (三)代收代辦費。 

        (四)餐費(含早餐、午餐、晚餐)。 

        (五)與教育相關之生活費用。 

    二、捐款人有指定對象或用途者，應依其指定對象或用途之需求項目支用。 

    三、前項指定對象於本校畢業後，原捐款仍有賸餘者，應報新竹市政府核准後，依「各級學校扶

助學生就學勸募條例」所定扶助經濟弱勢學生之目的，補助其他學生。但捐款人指定由原

指定對象繼續支用者，得將勸募所得移轉其他學校教育儲蓄戶繼續執行。 

捌、補助基準： 

    一、每一個案學生每學期申請補助總額上限為一萬元整，若情況特殊得依教育儲蓄戶管理小組審

核結果，以能解決或減輕個案學生困難，使其順利就學為原則。 

        補助標準如下： 

        (一) 學費、雜費及代收代辦費需依實際註冊金額補助。（需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二) 餐費每學期依實際使用金額補助。（需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三) 學校教育生活費得依個案學生實際需要提供補助。（需檢附相關證明文件，管理小組依個

案情況核定補助金額） 

    二、個案學生已接受其他經費補助者，不再重複補助。但其他經費補助仍無法解決其困難時，得

依其需要申請本專戶核予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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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 經費動支程序及方式： 

    一、申請方式：由本校教職員工為需要照顧之個案提出書面申請；個案學生家長可向老師提出補

助申請，申請表格（如附表一）得向總務處領取，填寫後逕交至總務處，再交

由管理小組審核辦理。 

    二、審核方式： 

        (一)管理小組審核前，得請導師協同相關人員進行家庭訪問並填寫訪視紀錄表。 

        (二)管理小組召開會議審核，個案學生之導師得列席說明。    

    三、撥款方式： 

        (一)管理小組審核通過後，如帳戶款項足額，則進行撥款補助；如帳戶款項不足，則需上網進

行公開勸募，待款項足夠方進行撥款補助。 

        (二)撥款程序依學校會計程序辦理。 

    四、其他：相關審議紀錄暨憑證資料需專案存檔備查。 

拾、捐款人之褒獎依本市規定，函報市政府表揚或由本校開立感謝狀。 

拾壹、公開徵信： 

    一、於教育部教育儲蓄戶網站公告下列資料，以為公開徵信： 

        (一)定期將捐贈人之基本資料（捐贈者名稱或姓名、捐贈金額、捐贈年月及捐贈用途、收據編

號)及辦理情形公開徵信。 

        (二)學校每月於教育部指定之網站，公告教育儲蓄戶之經費收支明細，以公開徵信。 

        (三)學校於每年一月三十一日前，將前一年度教育儲蓄戶收支報告及結餘留用情形，報學校主

管機關備查，並公告於教育部指定之網站，以公開徵信。 

    二、公告之內容依資訊保護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拾貳、預期效益： 

    提供因經濟弱勢或家庭突遭變故而無法繳交學校教育生活相關費用之學生，得到適時的協

助，以達成教育機會均等之目標。 

拾參、其他相關事項： 

    一、本規定所稱學生家長，係指直接提供經濟來源教養學生之父母、監護人或隔代教養之祖父母、

外祖父母或親屬。 

    二、本專戶補助款來自社會大眾之愛心，各款項核發需明確審核，救急優先，避免浮濫，並適時

教育受助學生及家長，常懷感恩，有能力時更當盡力回饋社會，讓愛延續。 

    三、本規定未盡事宜，悉依教育儲蓄戶相關法令辦理。 

拾肆、本執行規定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表一  新竹市立光華國民中學教育儲蓄戶申請表 

學生姓名 
 就讀 

班級 
     年    班 申請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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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證 

字號 

 聯絡 

電話 

 地址  

符合條件 

□1.低收入戶 

□2.中低收入戶 

□3.家庭突遭變故，致無法順利接受教育者 

□4.前三款以外家庭，需要協助順利就學之特殊個案學生 

申請金額          元整 
申請人 

簽名 

 
關係 

 □老師□本人 

檢附文件 
 

 

家庭狀況 

 

簡述 

 

導師意見 

 

 

 

 

導師簽名                   

審核意見 

 

 

 

 

 

審核人員簽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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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輔導室報告資料 

1、輔導組 

(有相關問題請洽輔導室輔導組分機 143) 

一、本學期辦理之學生心理衛生講座如下： 

 1.3/2 (三)八年級性別教育宣導(朝會) 

 2.3 /4(五)七年級網路成癮宣導(朝會) 

 3. 3/18(五)七年級生命教育宣導(朝會) 

二、本學期辦理家長讀書會及家庭教育講座 

1.家長讀書會:共讀書目<與幸福有約>  (1) 111.3/24  (2) 111.3/31 (3) 

111.4/07  (4) 111.4/14   (5) 111.5/12  (6) 111.5/19 (7) 111.5/26  (8) 

111.6/2  (星期四 9:30~11:30) 

2.家庭教育講座:111.2.19(六)10:00~12:00 講題:「解癮，從心開始－談網路和手

機成癮」， 講者:黃璧君心理師 

三、每個月底的親子札記：邀請家長與孩子一起共讀，家長和學生參加文章末頁的小

活動，還有小獎品喔。 

 

2、 資料組 
一、 [全年級] 班親會：2/19(六)8:30-10:00辦理各班線上班親會，10:00-12:00辦理

技職教育講座以及家庭教育講座。 

二、 [九年級]適性入學宣導：市府來函說明家長場，以及教師學生場以影片方式辦理，

詳細日程將再公告。 

三、 [九年級]技職教育： 

1. 九年級技藝學程於 2/24（四）開學第三週開始，2/23(三)午休 12：30 將召開技

藝教育課程行前說明會（仁愛樓 2 樓 B 視聽教室），請名單同學務必參加。試探

期發現興趣不合者請於 3/1（二）前領表申請退出。 

2. 本學期課程：光復高中餐旅職群－帶隊老師許瑋媜、廖妍惠老師，及磐石高中電

機電子職群－帶隊老師陳慧容、許瑋媜老師。 

3. 開課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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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18(五)午休 12：30將召開技藝競賽報名與集訓說明會，預計技藝集訓將於三月

展開，是老師們額外抽出時間之安排，因此將會進行集訓篩選，篩選方式為技藝

競賽之學科測驗達 85分，才能繼續參加。集訓時間將會在 3/8(一)前完整公告。 

5. 學科模擬測驗訂為 3/1(二)、4/12(二)、4/26(二)中午 12:20，地點在校史室，請

參加學生一定要早點到才寫得完考題。 

6. 全市技藝競賽為 4/28(四)展開，校內報名日期為 2/18(五)至 2/24(四)截止。技

藝競賽得名會是參加技藝課程學生的榮耀，請老師鼓勵學生努力準備。 

四、 [八年級]技職教育： 

1. 職群參訪： 

 （1）3/03(四)中午 12:20-16:00，參訪班級為 803、804、805、806、808、810、

811、814、817、818、819，共 11班。 

 （2）3/17(四)（日期暫訂，原訂 2/24因市府防疫政策延期）中午 12:20-16:00，參

訪班級為 801、802、807、809、812、813、815、816、 820、821，共 10班。 

 （3）參訪班級、日期、與學校群科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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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技藝教育課程預備：4/13(三)八年級技藝教育與技藝教育課程宣導(朝會)、技藝

教育課程報名說明會(午休) ，4/14(四)-4/22(五)八年級技藝教育課程報名。 

五、 [全年級]生涯發展紀錄手冊： 

1. 九年級：2/21(一)午休 12：30於 B視聽教室舉行九年級輔導股長生涯手冊抽查說

明會（煩請修正行事曆），3/28（一）進行九年級手冊抽查，請各班輔導股長協

助收齊後交至團輔室，抽查範圍為第一次模擬志願選填結果單(家長、九導、輔

導老師簽名)，貼在 P18。 

2. 七、八年級：4/11（一）午休 12：30於校史室，舉行七年級輔導股長生涯手冊抽

查說明會；4/12 (二)午休 12：30 於校史室，舉行八年級輔導股長生涯手冊抽查

說明會。5/9(一)進行七、八年級手冊抽查，請各班輔導股長協助收齊後交至團

輔室，抽查範圍如下，詳細內容請參照 110 學年度竹市光華國中學生生涯發展紀

錄手冊內容。 

年級 抽查重點 

七 
P1(一)、P2(一)、P3(一)、P6、P8-9、P13、P14、P16-17、

P24、P26 

八 
P1(二)、P2(二)、P3(二)、P4、P8-9、P13、P14、P15-16、

P22、P24 

六、 [九年級]志願選填輔導： 

1. 九年級學生「第一次模擬志願選填輔導報表」將於 2/18(五)前印給輔導活動任課

老師，請九導、輔導活動老師及家長進行三方填寫與簽名，完成後請學生貼在生

涯手冊 P18。 

2. 6/23(四)-6/25（六）於校史室進行志願選填諮詢。 

七、  [九年級]實用技能班升學： 

1. 關於實用技能班相關內容，請同學看簡章（學校網頁置頂公布）。 

2. 5/6(五)午休 12：30於校史室舉辦實用技能班校內報名說明會。 

3. 5/9(一)-13(五)實用技能班校內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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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特教組 

 



38 

 

 
 



39 

 

 



40 

 

 

 
 
 



41 

 

 



42 

 

 

 



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