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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 110 學年度 

高一新生始業輔導流程 
  

一、 時間：110年 8月 18、19日（三、四）07：50～16：00 

二、 方式：登入班級 Google Classroom 參與線上課程 

(新生編班預計於 8/17校網公告，請自行留意。) 

110學年度臺北市立建國中學線上新生始業輔導活動流程 

2021/8/18    星期三 

時間 活動內容 講師/主持/協助 

07:50-08:10 登錄入班：點名、校歌播放 導師、學務老師、教育班長 

08:10-09:00 班務時間：班務處理及資料填寫等 各班導師 

09:10-09:40 始業式 徐建國校長 

09:40-10:00 校歌教唱 音樂科-曾黛君老師 

10:10-10:30 建中出才子，才子躍紅樓 學務處-王鼎中主任 

10:30-11:00 認識教官室與建中同學的迷思 
教官室-蔣篤明主任教官                     

生輔組-蔡家豪組長 

11:10-11:35 校園整潔與環境保護工作 衛生組-張家齊組長 

11:35-12:00 校園生活環境點滴 總務處-陳彧弘主任 

12:00-13:00 午餐時間：班級線上聊聊天 班級同學自由參加、教育班長 

13:00-13:50 分場教育宣導 A、B、C、D 外部講師、學務處、輔導室、健康中心 

14:00-14:50 分場教育宣導 E、F、G、H 外部講師、學務處、輔導室、健康中心 

15:00-16:00 班務時間：班級幹部選舉 各班導師、教育班長 

2021/8/19    星期四 

時間 活動內容 講師/主持/協助 

07:50-08:10 
登錄入班：點名、校歌播放 

認識學務老師 
導師、學務老師、教育班長 

08:10-08:35 後疫情時代的課程學習 教務處-沈容伊主任 

08:35-09:00 陪伴你高中三年的好夥伴─輔導室 輔導室-姚予婷主任 

09:10-09:40 彈性學習、課程諮詢與學習歷程 教務處-沈容伊主任、輔導室-姚予婷主任 

09:40-10:00 認識建中圖書館 圖書館-潘威歷主任 

10:10-10:45 校本學生活動 訓育組-盧佳欣組長 

10:45-11:00 班聯會初探 班聯會代表-游閔翰同學 

11:10-11:45 服務學習講座 外部講師、訓育組-盧佳欣組長 

11:45-12:00 結業式 徐建國校長 

12:00-13:00 午餐時間：班級線上聊聊天 班級同學自由參加、教育班長 

13:00-14:40 社團博覽會 社團活動組-林芬蘭組長、各社團 

14:40-16:00 班務時間 各班導師、教育班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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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同學請在確認班級之後，再以課程代碼登入班級專屬之雲端教室。 

 
110學年臺北市立建國中學新生線上始業輔導實體班級雲端教室名稱與課程代碼 

實體

班級 
雲端教室名稱 課程代碼     

實體 

班級 
雲端教室名稱 課程代碼 

101 CK76-101雲端教室 dvyj3s7   115 CK76-115雲端教室 nh2py56 

102 CK76-102雲端教室 tjgkx5w   116 CK76-116雲端教室 cmdbzbi 

103 CK76-103雲端教室 gwauexb   117 CK76-117雲端教室 2zbynuw 

104 CK76-104雲端教室 sjdknif   118 CK76-118雲端教室 jkorg2k 

105 CK76-105雲端教室 pkisvxm   119 CK76-119雲端教室 xeeuj4x 

106 CK76-106雲端教室 ipfj5f2   120 CK76-120雲端教室 yxq6qs4 

107 CK76-107雲端教室 skqof6b   121 CK76-121雲端教室 t3he3h4 

108 CK76-108雲端教室 2ybh5iq   122 CK76-122雲端教室 4ni6snc 

109 CK76-109雲端教室 apwca6e   123 CK76-123雲端教室 erjaka2 

110 CK76-110雲端教室 w3ue7af         

111 CK76-111雲端教室 dc7h63t   125 CK76-125雲端教室 yf5wmwz 

112 CK76-112雲端教室 nutecvw   126 CK76-126雲端教室 tkthdoc 

113 CK76-113雲端教室 vbsncwe   127 CK76-127雲端教室 yhmxnjq 

114 CK76-114雲端教室 ukvynim   128 CK76-128雲端教室 76lwp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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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始業輔導始業式程序 

 
 

 

 

 

 

新生始業輔導結業式程序 

 

一、典禮開始（樂旗隊奏樂） 

二、全體肅立 

三、主席就位 

四、唱國歌 

五、主席致詞 

六、介紹師長 

七、全體起立 

八、奏校歌 

九、禮成（樂旗隊奏樂） 

一、典禮開始（樂旗隊奏樂） 

二、全體肅立 

三、主席就位 

四、唱國歌 

五、宣誓 

六、主席致詞 

七、唱校歌（全體起立、慢/快板各一次） 

八、禮成（樂旗隊奏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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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史 

本校之創始，當遠溯至民國前十四年日治時期。本校初為「國語學校第四附

屬學校」增設尋常中等科，僅有日籍學生十名，為臺灣中等學校之嚆矢。民國前

三年，遷至南海路現址。迨民國七年，方招收本省籍學生。越三年，改稱為「臺

北州立臺北中學校」。次年，復改為「臺北州立臺北第一中學校」。 

臺灣光復後重隸祖國版圖，我政府乃將臺北原有之第三中學、第四中學之

臺籍學生併入第一中學，於民國三十四年十二月六日改組成立，定名為「臺灣省

立臺北建國中學」。 

改組成立之初，依照我國學制，編為高、初中十四班。自民國三十五年來臺

學生日多，本校收容男女學生二百餘名，增至二十一班，創臺灣中等學校男女同

校之先例。三十八年，增至三十九班。同年八月，增設夜間部高、初中十二班，

並附設補習學校高、初中十班，總計六十一班。四十三年高級工商職業補習班，

自成立至結束，前後兩期，共計畢業八班，同年復奉令收錄海外回國就讀僑生二

百餘名。四十四年增闢分部於南勢角，招收學生五班，於五十二年獨立，即今臺

北縣立中和國民中學，初中部即行結束。六十年八月，增設空中補習學校，迄六

十四年奉令結束。目前在校學生計八十三班，學生約三千名，教職員工近二百八

十名。 

本校雖位繁華喧囂之南海路，卻鄰接茂林清幽之植物園；喬木參天，蔚然深

秀，紅蓮出水，青蔭漲池。加以光復之後，政府對文教之建設，不遺餘力，如國

立中央圖書館、歷史博物館、科學教育館、藝術館等，皆次第成立，匯為南海學

園。崇樓延閣，聳立校前；畫棟飛簷，望衡對宇；莘莘學子，藏修息游於其中，

涵泳悠久文化，鑽研最新知識，可謂得天獨厚者矣。 

本校歷史既久，聲譽日隆。畢業校友，人才薈蔚，允文允武，濟濟蹌蹌，或

績著事業，為各界之領袖，功在國家之棟樑。數十年來，學子固仰慕盛名而爭入

門牆，教師亦樂得英才而普施化雨。歷任校長均擘畫經營，除添置圖書教具、充

實儀器設備外，興建校舍列為首要。現有普通教室九十四間，特別教室二十二間，

並有紅樓、莊敬、明道、自強、正誼、致知、科學館、學生活動中心和資源大樓

各一棟，校地一萬七千餘坪，規模宏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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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歷任校長為張校長耀堂（三十四年十二月至三十五年七月）、陳校長文

彬（三十五年八月至三十六年七月）、孫校長嘉時（三十六年八月至三十七年七

月）、梁校長惠溥（三十七年八月至三十八年七月）、賀校長翊新（三十八年八月

至四十三年十二月）、凌校長孝芬（四十四年一月至四十六年七月）、賀校長翊新

（四十六年八月至五十六年一月）、崔校長德禮（五十六年二月至六十一年十月）、

王代理校長蕪先（六十一年十一月至六十二年一月）、黃校長建斌（六十二年二

月至七十五年一月）、李校長大祥（七十五年二月至七十八年一月）、劉校長玉春

（七十八年二月至八十五年七月）、李校長錫津（八十五年八月至八十八年一月），

吳校長武雄（八十八年二月至九十七年七月）、蔡校長炳坤（九十七年八月至九

十九年十二月）、徐代理校長建國（九十九年十二月至一百年七月），陳校長偉泓

（一百年八月至一百零四年七月），現任校長徐校長建國於一百零四年八月一日

到任，以「人文為本」、「世界公民」、「厚積實力」、「關懷投入」等精神為本，具

體實踐建中固有的「關懷」、「創新」及「宏觀」教育理念；並引入全球化元素，

培養具備人文涵養、創新宏觀視野的建中學子，成為引領臺灣前進向上之新世紀

領航人才。 

我們的校訓 

共同校訓 

禮義廉恥 
本校校訓 

勤樸誠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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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像您的未來 

徐建國 

    恭喜您在自我努力、師長教導、家人期許、親友祝福下，終於踏入夢寐以求

的建中校園，成為第 76屆建中人，也是實施新課綱的第 3屆。雖然您只是建中

新鮮人，但建議您不妨現在就想像一下，三年後坐在畢業典禮會場時的模樣。您

想過未來三年最想完成什麼事嗎？根據吸引力法則，只要您不斷地去想像期待，

並努力去實踐，就很可能成為您想要成為的人。 

   建中的教育目標是培育能多元實踐的博雅建中人，也就是要讓建中人成為自

由自信、多元卓越、思行合一、關懷社會、具國際觀的未來領袖人才。所以建中

的課程秉持「多元、實踐」的教育願景，以「博雅教育」為核心理念，期望經由

「個人、群體、多元文化、知識、倫理、美感」六大核心能力的養成，培育出具

有反省能力、通識知能、奉獻精神的建中人。 

為了迎接新課綱，師長們經過 9年的進修和研發，為大家設計了最適性的課

程和活動，希望讓您們了解自己的性向、興趣和能力，引導您們去尋找自己的優

勢和人生目標，為自己設定喜歡的願景圖像，做為努力的目標。您可能想努力用

功，在學業上有頂尖的成績表現；或許您想投入科學研究，在國際奧林匹亞競賽

或國際科展上出人頭地；也許您想投入社團，在興趣或專長上追求精進，為您的

未來打好基礎；或許您想散發熱情與創意，在文學藝術上創作出不朽的作品；也

或者您想服務人群，在學校或社區裡展現領導長才與魅力。我相信只要願意投入

心力，成就必然不凡。 

    建中是一所 123年具優良傳統的國際菁英高中，歷屆學長在國內外科學、藝

文、體育競賽和升大學都有亮麗的成績。如果您也想在未來三年，在喜歡的領域

嶄露頭角，為自己開創一片天，謹提供下列建議作為參考： 

一、立定志向：選擇常常比努力重要。依據自己的性向、興趣和優勢能力，去尋

找和設定人生目標，堅持努力下去。雖然人生有無限可能，現在設定的願望

未來也可能改變，但如果能先以現階段設定的目標做為奮鬥的方向，即使未

來志向改變，前一段時間付出所得到的寶貴經驗，也將成為下一階段發展的

基礎，大大提高成功的機會。 

二、計畫執行：對於自己設定的目標，提出能力所及的計畫，以週、月或年為訂

定計畫的期間。再擬訂執行的策略，一步一腳印、踏踏實實地去完成。 

三、時間管理：在時間有限、學海無涯的情形下，把握主要的時間用來處理「重

要」的事，其次再處理「緊急」的事。不妨時時提醒自己：分析事情的輕重

緩急，再決定處理事情的先後順序，才能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四、大量閱讀：聰明的人，會利用別人成功或失敗的經驗，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學

習。高中三年是學習的黃金時期，應大量閱讀各領域的書籍，善用網路科技

與工具，為自己建構未來學習所需的知識基礎；若時間有限，不妨先熟讀、

反覆精讀大師級的經典之作，深入了解其精髓，並歸納出自己的心得。 

五、全球視野：加強英語、認真學好第二外語，充實基礎科學與資訊能力，關心

國內外時事，經常閱讀英文報紙、雜誌與期刊，並參加國際交換學生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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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活動，擴大學習的眼界。 

六、耐心有恆：牢記 1萬小時法則。時時提醒自己：抗拒誘惑，別急著吃棉花糖，

忍痛割捨眼前的小利，追求自己未來更高遠更有意義的目標。努力者不一定

都會成功，但成功者肯定都是奮鬥不懈的人，因此，持之以恆是成功的不二

法門，成功屬於堅持到底、永不放棄的人。 

七、身心調適：凡事都有壓力，許多同學會因為學業達不到自己的理想或跟不上

別人而情緒低落，這是正常現象，也表示大家有榮譽心。但多數同學很快就

會找出提升的策略，自我努力，或請教師長、學長及同學，藉由他們的幫助

或經驗傳承，問題自能迎刃而解。適時尋求協助和懂得心理調適，才能從容

快樂地成長學習。 

    建中是您自我探索與實現的好地方，這裡有經驗豐富的師長，這裡有天賦異

稟的同學，希望您認真踏實做好每件事，入寶山滿載而歸。您設定好自己的理想

了嗎？祝福您築夢踏實，美夢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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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學年度高一導師名單 

 

班級 教師 班級 教師 

101 盧怡靜 115 簡志剛 

102 賈本曜 116 吳孟寰 

103 胡世強 117 吳昌政 

104 劉子維 118 曾昭鑫 

105 王郁惠 119 劉家慧 

106 李瑞清 120 楊芳華 

107 朱綺鴻 121 黃慧茹 

108 趙翠婷 122 林欣怡 

109 許淳茹 123 張惠雯 

110 洪靜宜 125 尤貴弘 

111 林郁婷 126 楊傑超 

112 蔡孟燕 127 蔡韋弘 

113 王雅楨 128 黃鴻龍 

114 鄭翔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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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人員名單、各辦公室聯繫資訊 

校址：10066 臺北市中正區南海路 56 號    網址：http://www.ck.tp.edu.tw    總機：(02)2303-4381 

單位 職稱 姓名 分機/專線電話 電子郵件信箱 

校長室 
校長 徐建國 101/23035463 ckpl@ck.tp.edu.tw 

秘書 鄧書華 102/23035463 secret@ck.tp.edu.tw 

教務處 

教務主任 沈容伊 201 acad9@ck.tp.edu.tw 

教學組長 廖育琳 202 acad1@ck.tp.edu.tw 

註冊組長 林炯伊 204 acad2@ck.tp.edu.tw 

設備組長 曾奕勛 206 acad3@ck.tp.edu.tw 

特教組長 曾靖夫 208 acad4@ck.tp.edu.tw 

實驗研究組長 張均瑋 213 acad5@ck.tp.edu.tw 

學務處 

學務主任 王鼎中 301 stud9@ck.tp.edu.tw 

訓育組長 盧佳欣 320 stud1@ck.tp.edu.tw 

社團活動組長 林芬蘭 302 stud2@ck.tp.edu.tw 

生活輔導組長 蔡家豪 304 stud3@ck.tp.edu.tw 

衛生組長 張家齊 306 stud4@ck.tp.edu.tw 

體育組長 簡健華 308 stud5@ck.tp.edu.tw 

教官室 主任教官 蔣篤明 321 mio@ck.tp.edu.tw 

總務處 

總務主任 陳彧弘 501 geaf9@ck.tp.edu.tw 

事務組長 陳景宏 502 geaf1@ck.tp.edu.tw 

出納組長 喬慧怡 504 geaf2@ck.tp.edu.tw 

文書組長 陳薇倫 506 geaf3@ck.tp.edu.tw 

輔導室 輔導主任 姚予婷 601 guid@ck.tp.edu.tw 

圖書館 

圖書館主任 潘威歷 621 libi9@ck.tp.edu.tw 

讀者服務組長 鮑順聰 622 libi1@ck.tp.edu.tw 

資訊媒體組長 廖勝雍 627 libi2@ck.tp.edu.tw 

人事室 人事主任 施錦雀 701 pers@ck.tp.edu.tw 

會計室 會計主任 林純妙 711 acco@ck.tp.edu.tw 

資優教育資源中心 主任 王曼娜 721 trcgt@ck.tp.edu.tw 

教

師

辦

公

室 

莊敬樓二樓 
高二、高三導師 

各科專任老師 

801～804  

莊敬樓三樓（舊） 805、806  

莊敬樓三樓（新） 814、815  

明道樓 高一 101~118 導師、專任 808、809  

自強樓 高一 119~129 導師、專任 810、811  

格物樓 藝能科老師 812、813  

校友會 總幹事 蔡哲銘 522/23077482  

家長會辦公室   523/23394895  

員生消費合作社 理事主席 張祐穎 524/23070981  

學校緊急電話 24小時專線 值班教官 23047272 一般事務請撥各處室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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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常集合時間：週二放學 16:20-18:00 (每學期至少十次) 
• 培訓內容： 

1. 使節團接待工作說明……2 小時 
2. 建中校史與校園導覽……3 小時 
3. 基礎日語與進階課程……3 小時 
4. 主持技巧與線上會議操作課程……3 小時 
5. 國際交流接待實習………最少 4 小時 
6. 跨校交流與培訓……視實際活動規劃而定 
7. 英語口說與即席翻譯技巧……3 小時 
8. 簡報製作與口語表達技巧……5 小時 
9. 國際時事與接待注意事項……5 小時 

10. AED、CPR 簡易急救技巧…..1.5 小時 
11. 參與各項國際交流活動：日本、中國大陸、新加坡、德國…等。 
12. 規劃參與各類服務學習與文化參訪活動 

 
 

 

 

 

 

 

 

國際人物粉墨登場：各國大使現身說法、外國講師專題講座。 

 

 

 

 

 

 

 

 

 

 

 

 

 

 

• 團員毋須繳費，培訓與接待活動費用，皆由指定捐款及建中學生家長會贊助。 
• 國外各項參訪活動由參與團員自費，清寒同學由指定捐款部分或全部贊助。 
• 公益服務學習活動及扶少團相關活動，由敦化扶輪社專款補助。 

CK Ambassador 

建中學生使節團 

 

創團/2011 年 

   每屆招募約 20 名新團員 

指導/鄧書華 秘書 

電話/02-23034381#102 

E-mail/secret@gl.ck.tp.edu.tw 

團長/吳彥廷（高二/ 10th 團員） 

電話/0963-610-096 

E-mail/ck1090689@gl.ck.tp.edu.tw 

 

1. 協助學校接待國內外參訪團 

2. 參與各項國際交流活動 

3. 支援校內各項重大活動典禮 

4. 從事公益、服務學習活動 

 

除了能在豐富的培訓課程中成長

外，還能有更多機會熟練外語口

說、與國內外來賓交流。同時在接

待與服務過程中，體悟待人接物、

團隊合作的重要性。若疫情許可，

使節團亦會定期規劃出國交流與公

益服務，曾經走過了山東濟南、北

京、日本、緬甸等地區。就算疫情

尚未結束，我們仍會透過線上進行

國際交流，並安排國內校際活動。 

此外，更有機會加入敦化扶輪社扶

少團，從事各項公益活動、職業參

訪、國際交換學生計畫等。加入使

節團，你會擁有開闊的視野以及數

不完的豐沛通識！你還在猶豫嗎？

學弟加使節，高中不後悔！！！ 

線上
報名

初選
培訓
實習

複選
正式
團員

 基本資料 Basic Information 

 主要工作任務 Main Task 

 學習與成長 Reward 
 

培訓活動 New Member Orientation  

使節必經之路 The Roads We stepped 

 1 

 2 

 3 

報名與甄選 Sign Up & Test 

報名費用（免費） Registration fee ( Free) 
 

國內外交流活動接待：國內外交流活動，參訪團接待。 

重大典禮與活動支援：國際科展、畢業典禮、成年禮、校慶等。 

說明會報名連結 

建中使節團 
ckambassadors_10th 

▲日本福島會津學鳳高校交流 ▲新竹石磊國小參訪團 

▲聖文森 柏安卓大使講座 ▲法國導演講座 

▲國際科展接待活動 ▲畢業典禮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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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建中使節團

我們不是社團

建中使節團

高中生活最豐滿

To Learn

To Do

Request

英文表達能力

認識建中校史

簡報設計技巧

危機處理能力

接待外賓參訪

參與國際交流

支援重大活動

從事服務學習

心思敏銳細膩

個性樂觀積極

態度認真負責

團隊合作精神

報名

入團考

正式團員

建中使節團 ckambassadors_10th

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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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自己一個美好的未來——高中三年的學習歷程 

教務處 沈容伊主任 

一、 關於教務處 

組別 任務 地點 

教學組 
和課表有關的課程事務，例如：課表安排、教師請假時的

調/代課、校內各項考試規畫……等等 

莊敬樓 1 樓 

教務處辦公室

註冊組 
和成績有關的各項事務，例如：全校成績行政管理、入建

中管道的規畫、升大學事務的安排、獎學金申請……等等。 

莊敬樓 1 樓 

教務處辦公室

實研組 

 

和課程相關的學習活動，例如：德國、新加坡與韓國高中

生的互訪活動；語文競賽；外交小尖兵……等等。 

莊敬樓 1 樓 

教務處辦公室

設備組 
和學習有關的配套措施，例如：教科書發放、數理能力競

賽與科展的辦理、專科實驗教室管理……等等。 

科學館 1 樓 

設備組辦公室

特教組 
和資優教育有關的各項事務，例如：免修鑑定考試、跳級、

資優班與科學班事務……等等。 

科學館 1 樓 

特教組辦公室

 

二、 關於未來  

 
圖片來源：【宣導摺頁】111 學年度起適用之大學多元入學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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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來源【宣導摺頁】111 學年度起適用之大學多元入學方案 

 

三、 關於現在 

身為高中新課綱的先鋒，111 年度面對的是新考招制度—考試有混合題型、重視在校

學習歷程、多元入學管道的考科與其參採項目異於高二和高三學長。因此，在欣喜進

入高中之餘，請謹記下列心法 

（一） 使用駝客展圖，探索與選擇自己的喜好 

（二） 參與課程諮詢，瞭解與釐清各類的課程 

（三） 運用彈性學習，培養與累積學習的歷程 

（四） 關注建中網頁，掌握與參與喜歡的活動 

 

四、 必遊網站 

（一） 建中網站「學生專區」，例如：新校務行政系統、駝客展圖、夢駝林…… 

（二） 大學選才與高中育才輔助系統 https://collego.ceec.edu.tw/ 

（三） 新課綱銜接教材數位平臺 https://ecc.pro.edu.tw/?AspxAutoDetectCookieSuppor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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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成績及格標準與畢業條件 

一、不同身分別學生學業成績及格（補考）標準 

項次 身分別 
學業成績及格（補考）標準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1 一般學生 60 (40) 60 (40) 

60 (40) 

2 原住民學生 

40 (30) 
50 (40) 

3 蒙藏學生 

4 僑生 

5 政府派赴國外工作人員子女 

6 境外優秀科技人才子女 

7 重大災害地區學生 

8 運動成績優良學生 40 (30) 50 (40) 

9 身心障礙學生 由學校依特殊教育法相關規定辦理 

 

二、成績與學分 

（一）學期學業總平均成績之計算，為各科目學期成績以學分數為權數之加權平均數。 

（二）各科學期成績不及格之科目達補考標準時，得予補考，補考及格者，授予學分，

並以及格分數計。 

（三）各科學年成績，以該學年度上下學期成績平均計算。學年成績及格之科目，該學

年度各學期均授予學分。學期成績不及格之科目，得申請重修，重修及格之科目，

授予學分，並以及格分數登錄。 

 

三、出席規定 

（一）學生缺課除因公假、病假、喪假，經學校核准給假外，其缺課節數達該科目全學

期教學總節數三分之一者，該科目成績以零分計算。 

（二）學生除公假外，全學期缺課節數達教學總節數二分之一，或曠課累積達四十二節

者，經提學生事務相關會議後，留校察看。 

 

四、重讀規定 

學生各學年度取得之學分數，未達該學年度修習總學分數二分之一者，得重讀。該學年度

取得之學分數計算，應包括補考、重修及補修後及格科目之學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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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畢業應修學分說明 

已修習 180學分，並取得 150學分成績及格，包含： 

（一）必修學分：至少須修習 102學分且成績及格。 

（二）選修學分：至少須修習 40學分且成績及格。 

 

六、畢業條件 

符合下列情形者，准予畢業，並發給畢業證書： 

（一）依教育部所定課程規定修業期滿，已修習 180 學分，並取得 150 個畢業應修學分

成績及格。 

1.必修學分：至少須修習 102學分且成績及格。 

2.選修學分：至少須修習 40學分且成績及格。 

（二）修業期間德行評量之獎懲紀錄相抵後，未滿三大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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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中真書藏萬貫 掌握文武半邊天 
 

1. 2021年亞太數學奧林匹亞競賽參賽之本校選手，勇奪金牌 1面、

銀牌 1面、銅牌 1面、榮譽獎 2名。(截至 110 年 8月 12日) 

 

2. 2021年亞洲物理奧林匹亞競賽參賽之本校選手，勇奪金牌 2面、

榮譽獎 1 名。 

 

3. 2021年國際數、理、資訊奧林匹亞競賽參賽之本校選手，勇奪金

牌 4面、銀牌 3 面、銅牌 2面（包括數學科 1 銀 2 銅、物理科 1

金 1銀、化學科 1金、生物 1 金、資訊 1 金 1 銀）。 

 

4. 109學年度臺北市數學、自然及資訊學科能力競賽獲得一等獎 21

名、二等獎 12 名、三等獎 13名、佳作 6名。 

 

5. 109學年度全國數學、自然及資訊學科能力競賽獲得一等獎 5 名、

二等獎 13名、三等獎 10名、佳作 1名、潛力 Star 獎 1 名。 

 

6. 109學年度臺北市第 54屆中小學科展本校表現優異，勇奪數學科 2件佳作、物理

與天文學科 1件特優 1 件優等、化學科 1 件特優、動物與醫學學科 2件優等 2 件佳

作。 

 

7. 2021年臺灣國際科展榮獲：化學科第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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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競賽獲獎成果 

年度 國際數學 國際物理 國際化學 國際生物 國際地科 國際資訊 國際地理 亞太數學 亞洲物理 

1991        1 金  

1992 2 銀 1 銅  1 金 1 銀     1 金 2 銅  

1993 1金 1銀 1銅  1 金 1 銀     1 銀 2 銅  

1994 1 銀 1 銅  2 銀 1 銅   2 銅  1 金 1 銅  

1995 3 銀 1 銀 1 銀   1 銀  1 銀 1 銅  

1996 1 銅 1 金 1 銅 1 金 1 銀   1 銀 1 銅  1 銀 2 銅  

1997 1 銅 1 銀 1 金   1 金 1 銀  1 金  

1998 1 銀 1 銀 1 金 2 銀   1 銀 1 銅    

1999 1 銀  1 金 2 金  1 銅    

2000 1 金 1 銀 2 金 1 銅 1 金 2 金  2 銀  1 銀 2 銅 3 金 1 銅 

2001 4 銀 1 銀 2 銀 2 金 1 銀  1 銅   1金 1銀 1銅 

2002 1 金 3 銀 3 金 1 銅 1 金 1 銀 3 金 1 銀  1 金 2 銀   2 金 2 銀 

2003 1金 1銀 2銅 1 金  1 銅  1 金  1 金 1 銅 1 金 1 銀 

2004 2 金 3 銀 3 銀 1 銅 1 金 3 銀  1 銀 1 銅  2 銀 4 銅 2 銀 1 銅 

2005 2金 2銀 1銅 2 金 1 金 1 銀 2 金  2 銀  1 銀 3 銅 1金 1銀 1銅 

2006 1 金 3 銀 1 金 1 銀 1 金 3 金  1 銀  1 銀 3 銅 1 金 1 銅 

2007 3 銀 1 金 1 金 1 銀   1 金 1 銀  1 銀 4 銅 1 金 1 銅 

2008 1 金 3 銀 2 金 1 金 1 銀 3 金 1 銀 1 金 1 銅 1金 1銀 1銅 1金 1銀 1銅 

2009 1 金 1 銀 1 金 1 銀 1 金 1 金 2 金 2 金  1 銀 2 銅 3 金 1 銀 

2010 1金 2銀 1銅 1 金 1 金 1 銀   2 銀 2 銀 1 銅 2 銀 1 銅 1 金 1 銀 

2011 2 金 1 銀   3 金  2 金 1 銀  1金 1銀 3銅 2 銀 

2012  3 金 2 金 1 銀 2 金 2 金 2 銀 1 銀 1 金 1 銀 4 金 

2013 1 金 3 銀 1 金 2 金 1 銀 1 銀 2 金 1 金 2 銅  1金 1銀 4銅 1 金 

2014 2 金 3 金 2 金 1 銀 2 金 2 金 1 銀 1 銅 1 金 1金 2銀 1銅 

2015 1 銅 2 金 1 銀 2 金 2 金 2 銀 1 銀 1 銅 1 金 1 銅 1 銀 1 銅 2 金 2 銀 

2016 3 金 2 金 1 金 1 銀 2 金   1 金 1 銅 1 金 3 銅 1 金 1 銀 

2017 1 銀 1 金 1 銀 2 金 3 金 2 金 1 銀 1 銀 1 金 1 銀 1 金 1 銅 3 銅 

2018 1 金 3 金 1 金 2 銀 1 金 1 金 1 銅 1 銀  1 銀 1 銅 3 金 1 銅 

2019 1 銀 2 金 2 銀 1 金 1 銀     1 金 1 銅 3 銀 1 銅 

2020        1 金 3 銅 取消 

2021 1 銀 2 銅 1 金 1 銀 1 金 1 金  1 金 1 銀  1金 1銀 1銅 2 金 

合計 

12 金 

42 銀 

12 銅 

33 金 

14 銀 

3 銅 

28 金 

22 銀 

2 銅 

35 金 

6 銀 

1 銅 

11 金 

4 銀 

1 銅 

11 金 

23 銀 

10 銅 

3 金 

4 銀 

5 銅 

15 金 

19 銀 

47 銅 

29 金 

20 銀 

13 銅 

1919



紅樓才子的科學擂臺 

一、 科學競賽 

 數理及資訊能力競賽 

教育部為將加強輔導公私立高級中學推動數學、自然學科及資訊教育，提高學生對於基

礎科學及資訊科學之興趣，並鼓勵學生與校際間相互觀摩，以提昇科學教育品質。每年均辦

理全國高級中學數理及資訊學科能力競賽。比賽的方式除傳統的學科筆試外，更增加實驗設

計與操作及口試等項目，測驗天數高達 2-3 天，期盼能以多元的測量方式，評測出參加學生

的潛能。測驗結果各科評選一等獎 3人、二等獎 7人、三等獎 10人及佳作若干人。 

比  賽  名  稱 競  賽  時  程 備      註 

校內初賽 9月上旬 比賽日期詳見學校公告 

校內複賽 9月中旬 比賽日期詳見學校公告 

校內決賽 9月中旬 10月上旬 比賽日期詳見學校公告 

臺北市數理及資訊能力競賽 11月上旬 由本校一等獎參賽 

全國數理及自然科能力競賽 11月下旬至 12月下旬 由臺北市一、二等獎參賽 

 TRML 高中數學競賽 

臺灣區高中數學競賽（TRML）乃是一個針對國內 15~18 歲的高中在學學生所設計的競

賽，命題範圍在於數論、代數、幾何及組合等四個主題，每隊由 15人組成，進行一場分團體、

思考、個人與接力等四個階段的數學團體競賽。 

此數學競賽是固定利用每年八月的第三個星期六、日所舉行之大型數學活動。其起源於

超過 25年以上歷史的美國高中數學聯盟（ARML）所主辦的全美高中數學競賽模式。在台灣

每年參加國際數學奧林匹克的培訓選手，大多數亦參加過此項數學比賽，且多有優異的成績

表現。 

比   賽   名   稱 競   賽   時   程 備      註 

TRML高中數學競賽 8月中旬 由同學自行報名參加 

 全國中學生力學競賽 

全國中學生力學競賽，是由中華民國力學協會為中學生舉辦的競賽，鼓勵與促進全國中

學生對於力學研究及其應用的興趣，提升科技素養，厚實基礎科學涵養。命題範圍為中學生

程度力學為主，採兩階段比賽，競賽前 30名可代表台灣參加海峽兩岸力學交流暨中學生力學

競賽活動。 

比   賽   名   稱 競   賽   時   程 備      註 

初       賽 4月上旬 3月中旬報名 

決       賽 5月下旬 由同學自行報名參加 

海峽兩岸交流賽 7月中旬  

 清華盃高中化學科能力競賽 

國立清華大學化學系與財團法人水木化學文教基金會（原名為清華化學科技文教基金

會）為促進高中學生對化學科目興趣及推廣化學教育，舉辦清華盃全國高級中學化學科能力

競賽，希望能透過本活動，發掘國內高中生化學學科之傑出人才。  

競賽方式共分二階段，第一階段之初試為筆試，著重於個人榮譽，只要個人成績達競賽

成績高標之人數的前 50%就可獲得金、銀、銅及成績優良獎榮譽，並頒予所有參賽同學及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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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參賽證明，在第一階段小組（每四人一組）筆試總成績為前 12 組同學還可晉級參加決賽；

第二階段決賽為團隊實驗競賽，著重團隊合作、發揮巧思與創意、及協力完成實驗的精神。 

比   賽   名   稱 競   賽   時   程 備      註 

初       賽 10月 30日 8月 31日~9月 7日報名 

決       賽 11月中旬 因應疫情調整 

 智慧鐵人創意競賽 

由台灣這樣一個資源有限的島國，能否永續經營下去，「創意」絕對是未來決勝負的關

鍵。為實踐創意，除「擁有一個堅強的團隊」外，更取決於領導者的體能（鐵人）和活用所

有知識的能力（智慧），因此本比賽是以團隊來進行智慧鐵人創意競賽。 

初賽分分兩梯次，一梯次 3場次，共計 6場次。每隊 4-6人報名參加。 

比   賽   名   稱 競   賽   時   程 備      註 

初賽  第 1梯次 3月上旬 因應疫情調整 

初賽  第 2梯次 5月中旬 因應疫情調整 

複          賽 7月中旬 因應疫情調整 

決          賽 7月下旬 因應疫情調整 

二、 科學展覽 

 全國科展 

為培養學生對科學的正確觀念及態度，提高其對科學的思考、創造與技術創新能力，並

激發學生對科學研習的興趣與獨立研究潛力，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先督導各校於學期中辦理科

學展覽會，以讓學校師生感受科學創作的魅力。另於每年 5月舉辦全市性中小學科學展覽會，

並據此選拔參加全國科學展覽的臺北市代表隊。藉由辦理科學展覽會，除提供平臺讓各校優

秀作品得以相互交流、觀摩學習，以增進師生研習科學機會，倡導科學研究風氣，進而改進

中小學科學教學方法及增進教學效果外，並促使社會人士重視科學研究，普及科學知識，發

揚科學精神，以協助科學教育之發展。此外，並定期舉辦科展講習會，除邀請優秀指導教師

現身說法外，並邀請熱心的教授支援指導製作科展的優秀學生，以提昇本市學子科學研究風

氣。 

科   展   名   稱 科   展   時   程 備          註 

校內科展初審 2月上旬 高一、高二自然組各班 

校內科展決審 2月中旬  

臺北市科學展覽 
報名時間：3月下旬 

比賽時間：4月中旬 
由校內科展特優作品代表參展 

全國科學展覽 7月下旬 臺北市科展特優作品代表參展 

 國際科展 

國際科展是國際上十分受到矚目的科學競賽，各國為提昇自身科學教育水準，促進國際

間科學教育的交流，紛紛投入大量資源，辦理國際科展活動。許多研究機構及科技廠商也非

常重視這項活動，贊助大會設立各類獎項。自民國八十年起，我國開始選拔學生代表參與國

際科學展覽會，參加國家現已累計有美國、加拿大、香港、新加坡、紐西蘭、泰國、南非、

墨西哥、德國及法國等國。 

目前國內針對科學教育的目的不同，已將國際科展及全國科展的定位進行區分。全國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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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研究題材原則上以學生就學當年教材為主，培養學生對科學觀察研究之興趣。而國際科

展的研究題材則不加限制，以發掘具備科學研究發展潛力之學生，並培養成為未來科學家為

目的。 

科   展   名   稱 科   展   時   程 備      註 

臺灣國際科展 10月下旬 由同學自行報名參加 

 旺宏科展 

為了鼓勵台灣科學教育能向下紮根，創新獨立的思考能力能從高中（職）階段開始培

養，財團法人旺宏電子教育基金會為全國高中（職）熱愛自然科學和應用科學的同學舉辦

了「旺宏科學獎」，讓這些優秀的年輕人，得以在官方和學校競賽之外，重新體會一場不

一樣的「生命原點」科學競技。 

科展名稱 科展時程 備    註 

旺宏科展 

1.報名時間：3月上旬至 6月上旬。 

2.公佈決賽入圍名單：7月中旬。 

3.決賽時間：9月上旬。 

1.必須以個人作品參賽 

2.由同學自行報名參加 

3.獎勵優渥 

三、 科學研究獎助計畫 

 臺北市中小學科學研究獎助計畫（臺北市辦理） 

臺北市教育局非常重視啟發青年學生對於科學的興趣，培養具有研究潛力的優秀人才。除

推動各校開設「專題研究」課程，鼓勵學生合作學習，從事獨立研究。並積極利用本市資源

辦理中學生科學研究獎助計畫，輔導有研究潛力的同學進行深入研究。 

科展名稱 科展時程 備註 

臺北市中小學科學研究獎助計畫 
報名時間：3 月下旬 

~4月下旬。 

由學校統一報名參加 

9-11 月成果評審及發表 

 青少年培育計畫（科教館辦理） 

培育有潛力與興趣之中等學校學生參與科學研究，接受大學教授之指導；儲備基礎科

學、應用科學之優秀研究人才及以其研究成果參加臺灣國際科學展覽會。 

＊研究期間： 

（1）活動起迄時間：自 5月 4日至 12月底止，計 8個月。 

（2）研究計畫實際執行期間為 6個月，自 6月 1日開始，11月 30日前  

完成研究報告並參加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舉辦之臺灣國際科學展   

覽會報名手續，次年 1月初審、2月正式評審。  

＊申請日期：2月 18日至 3月 8日前向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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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學年度新生報名語文競賽須知 

親愛的新生您好： 

    以下為臺北市 110年度語文競賽中等學校學生組（國語類）實施計畫（節

錄）與臺北市 110年度語文競賽中等學校學生組（本土語言類）實施計畫（節

錄）。 

  若您符合新生增額推薦資格、且有意願報名代表本校參賽，請下載表件，

將報名表（附件 7或 8）、同意書（附件 5）與獎狀(得獎證明)於 8月 23日（一）

17:00 前繳交至本校教務處實驗研究組（02-23034381#203、213）或是以 Email

寄件至 acad11@gl.ck.tp.edu.tw 繳交。為利整合同學資料與報名事宜，請準

時繳交，逾期不予報名。 

 

教務處 實驗研究組 敬啟 

 

參賽組別項目及實施辦法請參考校網公告 www2.ck.tp.edu.tw/news/15427 

 

※ 臺北市 110年度語文競賽中等學校學生組（國語類）實施計畫（節錄） 

1. 第一階段複賽日期：110年 9月 25日（星期六）、26日（星期日）。 

2. 第二階段複賽日期：110年 10月 16日（星期六），僅限之演說及朗讀項目。 

3. 新生增額推薦資格： 

(1)110學年度新生於前一學習階段曾獲得市(縣)賽(不限本市，他市亦可) 

國語類該組項目複賽第 1至 6名，於就讀下一學習階段(如：110年 9月就讀高

中職一年級，曾於國中時獲獎)時 ，可由該就讀學校「增額」推薦參加本年度本

市第 1階段複賽，不佔該校原核定名額。增額推薦者學校需上傳得獎證明。 

(2) 110學年度新生於前一學習階段曾獲得全國語文競賽國語該組該項目第 1至 

6名或特優，於就讀下一學習階段(如：110 年 9月就讀高中職一年級，曾於國中

時獲獎)時，可由該就讀學校增額推薦參加本年度本市第 2階段複賽（作文、寫

字、字音字形三項僅辦理一階段複賽，故直接參加第 1階段複賽），不佔該校原

核定名額。增額推薦者學校需上傳得獎證明，每人申請增額推薦以 1次為限。 

(3) 各競賽員不得跨語言（例如國語類跨本土語類）、跨組報名。 

 

※ 臺北市 110年度語文競賽中等學校學生組（本土語言類）實施計畫（節錄） 

1. 複賽日期：110年 10月 17日（星期日）。 

2. 新生增額推薦資格： 

(1) 110學年度新生於前一學習階段曾獲得市（縣）賽（不限本市，他縣市亦可）

本土語言類該組該項目複賽第 1至 6名，或全國語文競賽本土語言類該組該項目

第 1至 6名或特優，於就讀下一學習階段（如： 110年 9月就讀高中職一年級，

曾於國中時獲獎）時，可由該就讀學校「增額」推薦參加本年度本市複賽，不佔

該校原核定名額。增額推薦者學校需上傳得獎證明。 

(2)各競賽員不得跨語言（例如國語類跨本土語類）、跨組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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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110學年度資賦優異學生縮短修業年
限實施計畫 

 

壹、依據 

一、特殊教育法第十二條第二項、三十九條（102.01.23總統華總（一）義字第10200012441號

令） 

二、特殊教育學生調整入學年齡及修業年限實施辦法第五條（101.06.11教育部臺參字第

1010100066C號令） 

三、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辦法（101.09.28教育部臺參字第1010173092C號令） 

四、臺北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資賦優異學生縮短修業年限實施要點（102.07.11北市教特

字第10237567100號函修正） 

五、臺北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資賦優異學生縮短修業年限實施方式須知（102.07.29北市

教特字第10140829400號令發布） 

 

貳、目的 

一、因應資賦優異學生學習需求，提供適性教育服務。  

二、提供學習優異學生加速、加深或加廣之學習機會。 

 

參、實施對象：本校符合申請資格且具加速、跳級學習需求之學生。 

 

肆、鑑定評量小組（以下簡稱「評量小組」） 

一、召集人：校長 

二、委  員： 

（一）行政代表：教務主任、教學組長、註冊組長、特教組長為當然委員。 

（二）學科鑑定委員：依學生申請學科，每學科另聘三至九名教師為學科鑑定委員，其中一

人為該學科鑑定委員召集人，代表學科出席評量小組。 

（三）另視需要聘請相關學科之學者專家為指導委員。 

三、開會時間：每學期召開兩次，鑑定前與鑑定後各開一次會議。開會要旨如下 

（一）鑑定前：各類型資賦優異縮短修業年限學科鑑定辦理方式。 

（二）鑑定後：審核學科的鑑定結果，並送特推會追認。 

 

伍、辦理類型：分成「免修課程」、「部分學科加速」、「部分學科跳級」、「全部學科

同時加速」、「全部學科跳級」等五類。每類辦理方式詳見附件1～附件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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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實施期程 

學期 預計計畫公告 預計報名申請 預計評量考試 

第 1學期 110.6.12起 
舊生 110.6.15至 110.7.2 

新生 110.7.8至 110.8.6 
開學前 1週～開學第 1週 

第 2學期 111.1.1起 第 1學期最後 2 週 寒假～開學第 1週 

 

柒、其他 

一、評量小組依各類型通過者該學期的成績考查結果，審核該生新學期得以繼續、調整

或中止資賦優異縮短修業年限的學習。 

二、已至大學修習與申請縮短修業年限學科相關之專業課程，且取得學分與成績者，評

量小組得依其修課學分與成績決定其鑑定結果。 

三、申請者未於公告時間參加鑑定評量，視為自動放棄、不得要求補測。 

四、學習輔導若需額外經費須家長自付；符合特殊教育法第四十一條規定之身心障礙及

社經文化不利之資優學生，得專案報局申請補助。 

五、因縮短修業年限提早畢業之資優學生，其學籍、畢業資格及升學，比照應屆畢業生

辦理；其入學方式，依一般學生入學方式辦理。 

 

捌、本計畫經本校特殊教育委員推行委員會修訂，陳  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

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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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110學年度免修課程辦理方式 

 

一、 定義 

指某學科之學業成就具有高一學期或高一年級以上程度者，得以免修該學科課程。

（得利用該免修課程時間進行該科或他科課程之充實學習或自學輔導） 

 

二、 適用學科 

國文、英文、數學、歷史、地理、公民與社會、物理、化學、生物、地球科學等學科之

必修與選修課程。 

 

三、 申請學科數：可單科或多科同時申請。 

 

四、 申請資格： 

（一） 英文科 

  符合下列任一資格： 

1. 曾參加 TOEFL（托福測驗）或 IELTS（雅思測驗）測驗者（成績取得時間為 108

年 8月迄今，須檢附證明文件）。 

2. 本學期免修申請截止日前已參加 TOEFL或 IELTS，但尚未取得成績證明者（須

檢附應試通知證明文件）。 

3. 本學期免修申請截止日前已報名 TOEFL 或 IELTS 測驗者（須檢附報名證明文

件）。 

以上述第2點或第3點提出申請者，請務必於免修申請截止前提出申請及繳證明文

件，並於委員審查截止時間內補交佐證成績單。 

（二） 國文、數學、物理、化學、生物、地球科學、歷史、地理、公民與社會科 

符合下列任一資格： 

1. 該科前一學期或學年成績達同年級全部學生前百分之七以上。【高一學生若使用九年

級第二學期或全學年學期成績，須由原就讀國中開立達此標準的成績證明單，且限高一第一學

期申請用】 

2. 於高中就學期間，參加政府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舉辦與該科相關之國際性或全

國性學科競賽或展覽活動表現特別優異，獲前三等獎項。【須檢附證明文件影本及該

項競賽或展覽之實施計畫，高一學生第一學期申請者可檢附就讀國中期間符合本項規定之相關

證明文件】 

3. 於高中就學期間，參加學術研究單位長期輔導之該科相關研習活動（含已至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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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課且取得學分與成績），成就特別優秀，經主辦單位推薦者。【須檢附證明文件

影本，高一學生第一學期申請者可檢附就讀國中期間符合本項規定之相關證明文件】 

4.於高中就學期間，該科之獨立研究成果優異並刊載於學術性刊物，經專家學者或

指導教師推薦，並檢附具體資料。【須檢附證明文件與推薦表，高一學生第一學期申請者

可檢附就讀國中期間符合本項規定之相關證明文件】 

5.任課教師依平時觀察、評量、認定具有學科學習優異能力，並有具體事實者。【須

檢附校內教師推薦表，格式如附件】 

（三） 高一「生物、地球科學」等兩科皆為單一學期開課之科目，一律於上學期辦理免修

課程甄試，下學期不再辦理。高一普通班無開辦「物理、化學」課程，不辦理高一

普通班免修鑑定。高一數理資優班與科學班因上、下學期開辦「物理、化學、生

物、地球科學」等課程，故照常辦理免修鑑定。 

（四） 高二「物理科第2、4、5班群」與「化學科第3、4、5班群」，一律於上學期辦理

「部定必修」範圍免修考試，下學期不再辦理。其餘班群類別上、下學期均開辦物

理與化學免修考試範圍詳見公告。 

（五） 高二「歷史、地理、公民」等三科皆為單一學期開課之科目，一律於上學期辦理免

修課程甄試，下學期不再辦理。 

（六） 高三科學班數理進階選修（數學、物理、化學、生物）課程不辦理免修鑑定。 

（七） 科學班學生參加全國科學班聯合資格考者之免修申請資格，由相關會議訂定之。 

 

五、 鑑定評量 

（一）英文科：各年級申請者若達到下表之標準，則視同直接通過英文科評量，校內不再

另行辦理英文免修課程評量考試。 

類型 

年級 

新制托福測驗 

（TOEFL iBT） 

（滿分 120分） 

雅思測驗 

（IELTS） 

（滿分 9分） 

高一  85分 6.5分 

高二  95分 7.0分 

高三 105分 7.5分 

（二）國文、數學、物理、化學、生物、地球科學、歷史、地理、公民與社會科 

1.評量考試採紙筆測驗、口試、實作…等，由學科評量小組決定並公告之。 

2.考試時間、地點與範圍：另行公告之。 

 

六、 成績考查 

（一）英文科通過者：該學期得免修該學科，並授予學分，其學期成績由評量小組依下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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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核計 

  高一學生適用 

新制托福測驗 

（TOEFL iBT） 

雅思測驗 

（IELTS） 
學期成績 

85分 6.5分 B級（85-89 分） 

105分 7.5分 A級（90-95分） 

  高二學生適用 

新制托福測驗 

（TOEFL iBT） 

雅思測驗 

（IELTS） 
學期成績 

95分 7.0分 B級（85-89 分） 

105分 7.5分 A級（90-95分） 

  高三學生適用 

新制托福測驗 

（TOEFL iBT） 

雅思測驗 

（IELTS） 
學期成績 

105分 7.5分 A級（90-95分） 

 備註：新制托福測驗，採計成績單左方欄位之當次考試成績進行成績考查，右方欄

位之 MyBest Scores 不予採計；雅思測驗採計學術組(academic)成績。 

（二）國文、數學、物理、化學、生物、地球科學、歷史、地理、公民與社會科通過者 

1.該學期得免修該學科，並授予學分，其學期成績由鑑定小組依下列方式核計： 

（1）通過免修課程評量考試的成績，經該學科評量小組評為「A級」，則該生之任課老

師以該班該科排行第一名的成績為給分範圍。 

（2）通過免修課程評量考試的成績，經該學科評量小組評為「B級」，則該生之任課老

師以該班該科排行第二名的成績為給分範圍。 

（3）通過免修課程評量考試的成績，經該學科評量小組評為「C 級」，則該生之任課老

師以該班該科排行第三名的成績為給分範圍。 

2.以國際數理奧林匹亞競賽資格通過者 

（1） 榮獲國際數理奧林匹亞競賽獎項者，或亞太數學奧林匹亞競賽、亞洲物理奧林匹

亞競賽等獲獎者該免修科目成績比照 A級。 

（2） 國際數理奧林匹亞競賽選訓決賽結訓，並獲選訓工作委員會推薦具有推薦保送大

學資格者，該免修科目成績比照 B級。 

（3） 參加選訓決賽完成結訓，然未獲選訓工作委員會推薦具推薦保送大學資格者，該

免修科目成績比照 C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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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已至大學修習與申請縮短修業年限學科相關之專業課程，取得學分與成績，由評量

小組依據大學修課成績核予成績等級。 

 （四）學習計畫之輔導老師可視學生計畫的執行情形，或參加該科校內外競賽、科展，或

整學期的學習表現酌予加減分（以加減 1~5分為原則）。 

 （五）科學班學生參加全國科學班聯合資格考者之免修通過標準與成績考查，由相關會議

訂定之。 

 

七、 學習輔導 

（一）通過者撰寫學習計畫。 

（二）學習計畫之輔導老師原則上為通過科目的班級任課教師。若免修課程時段擬加強其他 

      學科，則該學科的班級任課教師並列為學習計畫之輔導老師。 

（三）學期中主動與老師討論學習情形。 

（四）學習紀錄期末送承辦單位（特教組），以供評量小組檢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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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110學年度部分學科加速辦理方式 

 

一、 定義 

指本校應修習之部分學科課程，以少於一般學生修業時間加速完成。 

 

二、 適用學科 

國文、英文、數學、歷史、地理、公民與社會、物理、化學、生物、地球科學等學科之

必修與選修課程。。 

 

三、 申請學科數：可單科或多科同時申請。 

 

四、 申請資格 

（一） 英文科 

  符合下列任一資格： 

1. 曾參加 TOEFL（托福測驗）或 IELTS（雅思測驗）測驗者（成績取得時間為 108

年 8月迄今，須檢附證明文件）。 

2. 本學期免修申請截止日前已參加 TOEFL或 IELTS，但尚未取得成績證明者（須

檢附應試通知證明文件）。 

3. 本學期免修申請截止日前已報名 TOEFL 或 IELTS 測驗者（須檢附報名證明文

件）。 

以上述第2點或第3點提出申請者，請務必於免修申請截止前提出申請及繳證明文

件，並於委員審查截止時間內補交佐證成績單。 

 

（二） 國文、數學、物理、化學、生物、地球科學、歷史、地理、公民與社會科 

符合下列任一資格： 

1. 該科前一學期或學年成績達同年級全部學生前百分之七以上。【高一學生若使用九年

級第二學期或全學年學期成績，須由原就讀國中開立達此標準的成績證明單，且限高一第一學

期申請用】 

2. 於高中就學期間，參加政府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舉辦與該科相關之國際性或全

國性學科競賽或展覽活動表現特別優異，獲前三等獎項。【須檢附證明文件影本及該

項競賽或展覽之實施計畫，高一學生第一學期申請者可檢附就讀國中期間符合本項規定之相關

證明文件】 

3.於高中就學期間，參加學術研究單位長期輔導之該科相關研習活動（含已至大學修

課且取得學分與成績），成就特別優秀，經主辦單位推薦者。【須檢附證明文件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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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一學生第一學期申請者可檢附就讀國中期間符合本項規定之相關證明文件】 

4.於高中就學期間，該科之獨立研究成果優異並刊載於學術性刊物，經專家學者或

指導教師推薦，並檢附具體資料。【須檢附證明文件與推薦表，高一學生第一學期申請者

可檢附就讀國中期間符合本項規定之相關證明文件】 

5.任課教師依平時觀察、評量、認定具有學科學習優異能力，並有具體事實者。【須

檢附校內教師推薦表，格式如附件】 

 

五、 鑑定評量 

（一）初選： 

1. 申請學科加速學期之前一學期非該科加速通過者，須參加加速學期開辦之免修課

程的鑑定評量。學科鑑定委員依初選成績分成「通過」與「不通過」。 

2. 若前一學期為該科加速通過者，免參加複選，則依評量小組期末審核結果決定

之。 

（二）複選：初選通過者，學科鑑定委員依初選結果及報名時繳交的學習計畫決定複選方

式。學習計畫評量內容包括：學習計畫是否明確地寫出加速科目、進度安排、可檢核

的學習成果……等等。 

（三）評量小組依複選結果決定是否具備加速資格，並送特推會追認。 

 

六、 成績考查 

（一）加速通過者須參加校內定期考，作為學習計畫之輔導老師學期成績考查依據。 

（二）加速通過者之學期成績評量依學習計畫中之評量方式執行之。 

 

 

七、 學習輔導 

（一）確定學習計畫：依據報名時繳交的學習計畫調整之。 

（二）主動與學習計畫之輔導老師討論學習情形。 

（三）依計畫中所訂的時程，將學習成果給學習計畫之輔導老師評量。 

（四）學習紀錄與成果於期末送承辦單位（特教組），以供評量小組檢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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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110學年度部分學科跳級辦理方式 

 

一、 定義 

指某學科程度或成就超越同年級學生一個年級以上者。校內鑑定通過名單須報教育局

審議，於鑑輔會審議通過後，該學科課程跳越一個年級以上或高一層級以上教育階段

學習。 

 

二、 適用學科 

國文、英文、數學、歷史、地理、公民與社會、物理、化學、生物、地球科學等學科之

必修與選修課程。。 

 

三、 申請學科數：可單科或多科同時申請。 

 

四、 申請資格 

（一） 英文科 

  符合下列任一資格： 

1. 曾參加 TOEFL（托福測驗）或 IELTS（雅思測驗）測驗者（成績取得時間為 108

年 8月迄今，須檢附證明文件）。 

2. 本學期免修申請截止日前已參加 TOEFL 或 IELTS，但尚未取得成績證明者（須

檢附應試通知證明文件）。 

3. 本學期免修申請截止日前已報名 TOEFL 或 IELTS 測驗者（須檢附報名證明文

件）。 

以上述第2點或第3點提出申請者，請務必於免修申請截止前提出申請及繳證明文

件，並於委員審查截止時間內補交佐證成績單。 

（二） 國文、數學、物理、化學、生物、地球科學、歷史、地理、公民與社會科 

符合下列任一資格： 

1. 該科前一學期或學年成績達同年級全部學生前百分之七以上。【高一學生若使用九年

級第二學期或全學年學期成績，須由原就讀國中開立達此標準的成績證明單，且限高一第一學

期申請用】 

2. 於高中就學期間，參加政府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舉辦與該科相關之國際性或全

國性學科競賽或展覽活動表現特別優異，獲前三等獎項。【須檢附證明文件影本及該

項競賽或展覽之實施計畫，高一學生第一學期申請者可檢附就讀國中期間符合本項規定之相關

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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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於高中就學期間，參加學術研究單位長期輔導之該科相關研習活動（含已至大學修

課且取得學分與成績），成就特別優秀，經主辦單位推薦者。【須檢附證明文件影本，

高一學生第一學期申請者可檢附就讀國中期間符合本項規定之相關證明文件】 

4.於高中就學期間，該科之獨立研究成果優異並刊載於學術性刊物，經專家學者或

指導教師推薦，並檢附具體資料。【須檢附證明文件與推薦表，高一學生第一學期申請者

可檢附就讀國中期間符合本項規定之相關證明文件】 

5.任課教師依平時觀察、評量、認定具有學科學習優異能力，並有具體事實者。【須

檢附校內教師推薦表，格式如附件】 

 

五、 鑑定評量 

申請者達到下列任一項標準，則通過部分學科跳級評量： 

（一）參加國際數理奧林匹亞競賽選訓決賽完成結訓並獲選訓工作委員會推薦具有保

送大學資格（名額以前百分之五十為原則）者。 

（二）國際數學、物理、化學、生物、地球科學與資訊奧林匹亞競賽、亞太數學奧林

匹亞競賽、亞洲物理奧林匹亞競賽等獲獎者。 

（三）獲選參加國際科學展覽正選代表者。 

（四）獲得美國國際科技展覽會大會前四等獎項者。 

（五）通過免修課程評量考試且獲評量小組推薦。 

 

六、 成績考查 

（一） 學習計畫之輔導老師依該生高一年級或大學修課成績，核予「A級」（該班該

科排行第一名的成績為給分範圍）、「B級」（該班該科排行第二名的成績為給

分範圍）或「C 級」（該班該科排行第三名的成績為給分範圍）。 

（二） 若該生因個人特殊原因無法完成學習計畫，則學習計畫之輔導老師可於成績欄

上註明「I」，並敘寫原因，送評量小組討論。 

 

七、 學習輔導 

（一）確定學習計畫：依據報名時繳交的學習計畫調整之。 

（二）跳級課程安排原則 

1.採隨班就讀方式，以本校與大學既定的課程時段為選擇範圍。 

2.於高一年級修課者，不需額外繳交學分費用。至大學修課者，則依該大學的規

定辦理。 

3.於非免修課程時段至大學修課者，通過者須主動與任課教師討論彈性出席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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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與彈性評量方式。 

4.至大學修課者，由承辦單位（特教組）與大學聯繫修課事宜，必要時得請教育

局協助。 

（三）學習紀錄於期末送承辦單位（特教組），以供評量小組檢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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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110學年度全部學科同時加速辦理方式 

 

一、 定義 

指學生將本校應修習之全部學科課程，以少於一般學生修業時間同時加速完成。 

 

二、 適用學科 

國文、英文、數學、歷史、地理、公民與社會、物理、化學、生物、地球科學等學科之

必修與選修課程。。 

 

三、 申請學科數：就讀年級或類組之相關學科，所有學科須同時申請。 

 

四、 申請資格 

（一） 英文科 

  符合下列任一資格： 

1. 曾參加 TOEFL（托福測驗）或 IELTS（雅思測驗）測驗者（成績取得時間為 108

年 8月迄今，須檢附證明文件）。 

2. 本學期免修申請截止日前已參加 TOEFL 或 IELTS，但尚未取得成績證明者（須

檢附應試通知證明文件）。 

3. 本學期免修申請截止日前已報名 TOEFL 或 IELTS 測驗者（須檢附報名證明文

件）。 

以上述第2點或第3點提出申請者，請務必於免修申請截止前提出申請及繳證明文

件，並於委員審查截止時間內補交佐證成績單。 

（二） 國文、數學、物理、化學、生物、地球科學、歷史、地理、公民與社會科 

符合下列任一資格： 

1. 該科前一學期或學年成績達同年級全部學生前百分之七以上。【高一學生若使用九年

級第二學期或全學年學期成績，須由原就讀國中開立達此標準的成績證明單，且限高一第一學

期申請用】 

2. 於高中就學期間，參加政府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舉辦與該科相關之國際性或全

國性學科競賽或展覽活動表現特別優異，獲前三等獎項。【須檢附證明文件影本及該

項競賽或展覽之實施計畫，高一學生第一學期申請者可檢附就讀國中期間符合本項規定之相關

證明文件】 

3.於高中就學期間，參加學術研究單位長期輔導之該科相關研習活動（含已至大學修

課且取得學分與成績），成就特別優秀，經主辦單位推薦者。【須檢附證明文件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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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一學生第一學期申請者可檢附就讀國中期間符合本項規定之相關證明文件】 

4.於高中就學期間，該科之獨立研究成果優異並刊載於學術性刊物，經專家學者或

指導教師推薦，並檢附具體資料。【須檢附證明文件與推薦表，高一學生第一學期申請者

可檢附就讀國中期間符合本項規定之相關證明文件】 

5.任課教師依平時觀察、評量、認定具有學科學習優異能力，並有具體事實者。【須

檢附校內教師推薦表，格式如附件】 

（三） 國文、英文、數學、物理、化學、生物、地球科學、歷史、地理、公民與社會之相

關學科申請資格，須皆達前述標準始得申請。 

 

五、 鑑定評量 

（一）初選： 

1. 申請學科加速學期之前一學期非該科加速通過者，須參加加速學期開辦之免修課

程的鑑定評量。學科鑑定委員依初選成績分成「通過」與「不通過」。 

2. 若前一學期為該科加速通過者，免參加複選，則依評量小組期末審核結果決定

之。 

（二）複選：初選通過者，學科鑑定委員依初選結果及報名時繳交的學習計畫決定複選方

式。學習計畫評量內容包括：學習計畫是否明確地寫出加速科目、進度安排、可檢核

的學習成果……等等。 

（三） 評量小組依複選結果決定是否具備加速資格，並送特推會追認。 

 

六、 成績考查 

（一）加速通過者須參加校內定期考，作為學習計畫之輔導老師學期成績考查依據。 

（二）加速通過者之學期成績評量依學習計畫中之評量方式執行之。 

 

七、 學習輔導 

（一）確定學習計畫：依據報名時繳交的學習計畫調整之。 

（二）主動與學習計畫之輔導老師討論學習情形。 

（三）依計畫中所訂的時程，將學習成果給學習計畫之輔導老師評量。 

（四）學習紀錄與成果於期末送承辦單位（特教組），以供評量小組檢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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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110學年度全部學科跳級辦理方式 

 

一、 定義 

將學生之全部學科程度或成就超越同年級學生一個年級以上者。校內鑑定通過名單須

報教育局審議，於鑑輔會審議通過後，全部學科課程跳越一個年級以上就讀。 

 

二、 適用學科： 

國文、英文、數學、歷史、地理、公民與社會、物理、化學、生物、地球科學等學科之

必修與選修課程。。 

 

三、 申請學科數：就讀年級或類組之相關學科，所有學科須同時申請。 

 

四、 「全部學科同時跳級」申請者，以學年為單位申請之。 

 

五、 申請資格： 

（一）高一學生 

1.第一學期提出者，須符合下列任一項資格： 

（1）國中會考各科成績皆達前百分之三 

（2）國中九年級第二學期相關學科之平均成績達同年級全部學生前百分之三【國中

九年級成績須由原就讀國中開立達此標準的成績證明單】 

（3）國中九年級全學年相關學科之平均成績達同年級全部學生前百分之三【國中九

年級成績須由原就讀國中開立達此標準的成績證明單】 

2.第二學期提出者，須符合下列任一資格： 

（1）高一上學期相關學科之平均總成績達同年級全部學生前百分之三。 

（2）申請「全部學科同時加速」且學習表現良好，獲評量小組推薦者。 

（二）高二學生，須符合下列任一資格： 

1.前一學期或前一學年相關學科之平均成績達同年級學生前百分之三者。 

2.申請「全部學科同時加速」且學習表現良好，獲評量小組推薦者。 

 

六、 鑑定評量 

申請者同時達到下列標準，則通過全部學科跳級評量，並得送教育局鑑輔會審核之： 

（一）智能評量或性向測驗達正二個標準差或百分等級九十七以上。 

（二）參加高一年級之定期考，且各科成績皆達高一個年級應試學生的平均數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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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參加面試、實驗操作……等非紙筆測驗，達「通過」標準。 

（四）社會適應等相關能力之評估達「通過」標準（評估小組參考資料，含：家長、

導師、輔導老師所提供的各項與社會適應有關之觀察表現）。 

（五）參加申請跳級類組之各學科的高一免修課程評量考試，並達「通過」標準。

【限高一第一學期申請者】 

 

七、 成績考查 

（一）該生各學科任課教師依下列三種資料核予「A級」（該班該科排行第一名的成

績為給分範圍）、或「B級」（該班該科排行第二名的成績為給分範圍） 

1.該生跳級前在原班級的學習表現，例如：作業、平時考、定期考 

2.跳級時參加各項評量考試的成績表現 

3.跳級後再新班級的學習表現，例如：作業、平時考、定期考 

（二）若該科目前述1～3的資料來源十分有限，任課教師得以書面、口頭報告、表演

或其他方式給予彈性評量之。 

 

八、 學習輔導 

（一）跳級後就讀之班級由學校相關單位安排之。 

      （二）教育局鑑輔會審核期間，與承辦單位討論學習計畫，並執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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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處

🖒訓育組
1. 辦理新生始業輔導、校慶活動、教育旅行、畢業典禮

、合唱比賽、成年禮活動、學生刊物管理......

2. 班級幹部與優良學生選舉

3. 綜合活動行事曆擬定(班會、週會、社團)

4. 品德教育活動規劃

5. 服務學習活動推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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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處

🖒社團活動組
1. 指導學生自治活動(班聯會、學生建議案處理…)

2. 社團管理(社長大會、社團成發、、、)

3. 學生國際交流活動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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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處

🖒生活輔導組
1. 學生獎懲規定實施

2. 朝會活動安排

3. 學生請假缺曠管理(學務相關會議之召開…)

4. 學生服儀規範管理

5. 學生校內外生活教育規範

6. 學生安全、意外事件處理(校安通報窗口…)

7. 急難救助金申請

8. 性平事件通報窗口 學務老師 林詩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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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處

🠶 🖒衛生組
環境整潔
1. 教室、辦公室、校園環境維護

2. 資源(含廚餘)回收

3. 合作社食品督導

4. 環境教育推廣(105年每校應有2位通過環教認證之人員)

衛生保健
1. 新生健康檢查(抽血、尿液篩檢…)

2. 學生健康保險

3. 師生臨時病痛、緊急事件處理

4. 健康促進學校相關議題(健康體位、菸害防制等)推展

5. CPR、衛生教育(MERS、愛滋病、登革熱等)、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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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處

🖒體育組
1. 學校體育重點發展項目(召開體育、體育班發展委

員會…)

2. 運動器材及體育設備、場地規劃及管理

3. 籌畫辦理體育課之進度與場地分配

4. 體適能、游泳適能及SH150活動等之推廣

5. 辦理全校學生校內校外體育活動

6. 校隊組訓及代表學校參加校際競賽

7. 學生體育成績之考查與特殊學生體育成績之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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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推展服務學習實施要點  

109年 8月 14日核定 

一、 依據： 

(一)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臺北市各級學校推展服務學習實施要點。 

(二)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北市教職字第09834355900號函及北市教中字第1093041647號函。 

二、 目的： 

(一) 增進學生關心自己、關懷生活環境及參與公共事務的意願與熱忱。 

(二) 輔導學生認識生命的意義，培養多元價值觀，啟發學生人文關懷的精神。 

(三) 從生活體驗中，提供學生回饋學校、社區及社會的學習機會，落實五育均衡的全人教育。 

(四) 配合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落實彈性學習課程之規劃，增進學生公民素養學習。 

三、 課程時數及參加對象： 

（一）高一、高二學生每學期至少修習 8小時，高三學生得自由修習 

（二）資源班身心障礙學生或經申請且學校核定者，得依規定減修或免修。 

四、 具體作法： 

（一）教育宣導 

1. 將服務學習納入本校課程諮詢手冊，利用各項集會全面加強教育宣導，讓全體教職員工及
學生，均能充分了解服務學習課程之精神，並能率先力行，倡導服務學習風氣。 

2. 實施前得召開家長會、設計給予學生家長的一封信，召開社區會議了解社區需求，或藉由
其他聯絡方式與學生家長及社區鄰里充分溝通，俾建立共識。 

3. 每學期於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中等學校服務學習數位平臺登錄至少一筆課程或活動，供學生
查詢。 

（二）服務範圍 

1. 學校提供之校內外公益性服務、勞動服務及藝文活動。 

2. 社區公益、慈善、環保、清潔活動及藝文活動。 

3. 學生戶籍所在地之社區公益、慈善、環保及清潔活動。 

4. 政府立案之公私立社會公益團體、慈善機構之公益及慈善活動。 

5. 其他經各校或政府機關核准之各項非屬政治性、商業性或營利性之服務學習活動。 

（三）辦理時間 

1. 班會、社團活動。 

2. 假日或課後時間。 

3. 其他適當時間。 

（四）執行方式 

1. 學生入學時發給「駝客存摺」，供學生記錄服務認證使用。需使用三年，學生應妥善保管。
如有遺失毀損可申請補發，但原已登錄之紀錄自行找原服務單位認證。 

2. 學生每次參加服務活動均應取得活動證明或服務對象的證明章記；若無法取得時，得依據
內容事實撰寫服務心得，供導師核閱；導師並得於記錄卡予以認證。 

3. 由學生或學生社團安排之服務學習課程，必須向學校提出申請，並由學校派員協同申請學
生瞭解會勘，以確保其教育意義及活動之正常性及安全性。 

4. 一、二年級學生每學期至少服務滿 8 小時（高三學生得自由服務）並撰寫服務心得札記，
於每學期初及學期末由副班長收集送交導師評鑑後，送學務處驗証及登錄，學務處登錄完
畢通知副班長領回。 

（五）獎勵及輔導 

1. 導師得依學生參與服務之表現，適時予以肯定及表揚。 

2. 學生參與服務學習之表現，得列入相關課程成績計算。 

3. 學校得依據學生參與服務之表現，推薦參加相關評選及表揚活動。 

五、 本要點奉 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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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 110學年度服務學習競賽辦法 
110年 8月 16日草案 

壹、 依據：臺北市各級學校服務學習實施要點。 

貳、 目的： 

一、 促進學生覺察自我潛能，進而培育多元價值，啟發人文關懷的精神。 

二、 提供學生發揮所學，回饋學校、社區及社會的機會，落實五育均衡的全人教育。 

三、 鼓勵學生關懷生活環境，並增進參與公共事務的意願與熱忱。 

參、 參加對象： 

一、 高一各班至少提出一件服務學習方案參賽。 

二、 高二、三同學得自由組隊(班級、跨班、社團等)報名參加。 

肆、 競賽期間： 

一、 規畫期間：110年 10 月 1日(五)起至 110年 12 月 31日(五)止。 

1. 110年 08月 18日(四)11:00-12:00 於線上新生始業輔導辦理「服務學習專題講座」。邀請

財團法人張老師基金會社工督導侯蓉蘭老師，分享服務學習發展方向，與服務學習經

驗。 

2. 召開籌備會議，班級共同集思廣益，討論出服務學習的類別與範圍。 

3. 擬定服務學習方案，繳交予學務處審核備查。 

二、 執行期間：111年 1月 1日(六)起至 111年 2 月 28日(一)止。 

1. 依據方案計畫執行，隨時因應需求修正計畫。 

2. 詳細記錄服務學習時間、地點與過程。 

三、 反思期間：110年 3月 01日(二)起至 110年 3 月 14日(一)止。 

1. 召開檢討會議，檢討服務成效與所遭遇的問題困境。 

2. 撰寫成果報告書、準備成果展示資料。 

四、 成果發表： 

1. 成果展示(初選)： 111 年 3月 15日(二)起至 111年 3月 31日(四)止。(暫定)(全體參賽者) 

2. 成果發表(決選)： 111 年 4月 13日(三) 13：00~17：00(暫定)。(初選入選者) 

伍、 參選類別與範圍： 

一、 參選類別：各參賽團隊可選擇針對「校內」或「社區」規畫服務學習方案。 

二、 服務範圍： 

服務範圍 服務項目或內容例舉(僅供參考，參賽團隊可針對服務範圍創意構思) 

休 閒 服 務 協助辦理學藝/體育活動、協助維護與管理相關場地和器材等。 

環 境 保 護 協助環保宣傳、協助落實資源回收工作、辦理環境保護活動(如：掃街、淨灘等。) 

社 區 服 務 打掃環境、認養公園綠地、照顧路樹、協助辦理社區活動等。 

衛 生 保 健 協助防疫宣導、協助反毒活動、擔任醫院/健康中心志工、協助食品衛生宣導…等。 

社 會 福 利 關懷弱勢族群、辦理各項慈善服務活動。(如：義賣、發票勸募等。) 

交 通 安 全 協助交通安全宣導、交通導護、協助清除路障等。 

生 態 保 育 協助生態保育宣導、協助生態調查、協助辦理生態營隊活動等。 

食 物 正 義 協助糧食權宣導、協助食物銀行進行食物分配與運送等。 

其 他 協助公共安全宣導、協助宣導或傳播某種新興議題、國際志工服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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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評選標準  

項目 比例 說明 

理念與目標 20％ 團隊人文創意與執行力、主動性、合作精神 

內容之教育性或推廣性 20％ 與自身學習、社區資源之連結性、延續性 

成效及省思 30％ 學習效益、省思、回饋成果發表 

結構與文字流暢性 10％ 參賽資料之文字表現與說明之順暢 

團隊成員參與度 20％ 團隊成員共同參與服務學習活動的比例 

柒、 參賽資料格式與相關規定 

一、 成果展示(初選)： 

1. 時間：110年 3月 15日(二)起至 110年 3月 31日(四)止。(全體參賽者) 

2. 交件： 

(1) 成果報告書(如附件二)：請以中文呈現，並以 word檔繕打(電子檔請至本校網站首

頁最新消息下載)，字型大小 12，標楷體，固定行高 20pt.，邊界上下 2cm，左右 2cm，

10頁以內(含成果照片與其他佐證資料)，依序裝訂成冊，繳交紙本一式三份並將電

子檔寄至：stud1@gl.ck.tp.edu.tw 

(2) 成果展示海報：半開海報紙一張(背面請自行以回收硬紙板固定)，內容版式自行設

計規劃，至少須呈現方案設計理念與目標、方案執行過程與成效、服務活動檢討與

啟發、活動成果照片等四部分，其餘則由各參賽隊伍自行發揮創意設計。 

(3) 成果報告書與成果展示海報請於 3/11(五) 下午 17：00前統一送至學務處訓育組參

與展示評選工作，逾期之高一參賽隊伍負責人將依校規處分。 

3. 成果展示初選結果將於 3/25(五)統一公告於學校網站上，除進入決選的 12個隊伍之

外，其餘參賽隊伍請自行於 3/31(四)下午 17：00前撤回成果展示海報。 

二、 成果發表(決選) 

1. 時間：110年 4月 13日(三)13：00~17：00。 

2. 交件：決賽簡報檔請於 110 年 4月 6日 (三)17：00前交至訓育組。 

3. 地點：本校夢紅樓四樓會議室 

4. 方式：各類別隊伍分別於現場抽籤決定發表順序，每隊進行口頭報告 5分鐘後，由評

審提問 5~10分鐘(採統問統答式)。 

5. 評分標準：理念與目標 20%、過程與成效 30%、檢討與啟發 30%、口語流暢與媒體準

備 20%。 

6. 決選結果將於 4月 22日(五)統一公告於學校網站上。 

捌、 獎勵與表揚 

一、 參賽隊伍選定前十二名進入決選，經決選評定前兩名為特優、三四名為優等、五六名為佳

作，七至十二名為入選，除發予禮券外，相關同學依校規敘獎。 

1. 特優隊伍發與 2000元禮券，負責人記小功 1次、協助同學各記嘉獎 2次。 

2. 優等隊伍發與 1000元禮券，負責人記小功 1次、協助同學各記嘉獎 2次。 

3. 佳作隊伍發與 500元禮券，負責人記嘉獎 2次、協助同學各記嘉獎 1次。 

4.入選隊伍發與 200元禮券，負責人及協助同學各記嘉獎 1次。 

二、 獲選為特優及優等的參賽隊，將獲學校推薦參加臺北市及全國「110 年度中等以上學校服

務學習績優學生團隊與學校評選及表揚活動」。 

玖、 經費：禮券 8200元、評審出席費 2000 元，共計 10200元整，擬自 111年度校內預算班級自治

費項下支出。 

拾、本辦法奉 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4747

mailto:stud1@gl.ck.tp.edu.tw


 

 

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 110學年度服務學習競賽 【報名表】 

編號：             （由訓育組統一編列，請勿填寫） 

班    級 

(團隊名稱) 

 

方案名稱 
   

類 別 
□校內  

□社區 
服務範圍 

□休閒服務 □環境保護 □社區服務 

□衛生保健 □社會福利 □交通安全 

□生態保育 □其他：        

方案內容 

概    述 

 

 

 

 

 

 

 

 

 

 

 

主要負責人 
座號 姓名 手機號碼 

   

方案活動 

協助規劃 

同學資料 

   

   

   

   

   

   

導師簽名 

 

※ 報名表請於 110/11/16(二)前送交學務處訓育組彙整、審核。 

※ 高一各班至少須有一隊參加，逾期報名酌予扣分，未報名者將依校規處分； 

   高二、高三同學則不限班級，亦可跨班或以社團為單位組隊參加。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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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 110學年度服務學習競賽 【成果報告書】 

一、基本資料 

類 別 □校內 □社區 
服 務 範

圍 

□休閒服務  □環境保護  □社區服務 

□衛生保健  □社會福利  □交通安全 

□生態保育  □其他：        

方案名稱  班    級     年     班 

執行時間  參與人數  

執行地點  負 責 人  

二、活動目標 

 

 

 

 

三、活動內容概述 

 

 

 

 

四、合作機構 

 

 

五、進行流程 

準備 

階段 

 

 

 

服務 

歷程 

 

 

 

 

回饋 

反思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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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成效評估方式與過去推行之成效 

(一) 成效評估方式： 

 

 

(二) 具體貢獻或應用價值： 

 

 

 

 

七、如對活動有疑問者，可連繫下列人員 

姓 名 ： 

連絡電話(手機) ： 

連絡電話(住家) ： 

E － M A I L ： 

八、反思與啟發 

 

 

 

 

 

 

 

 

 

 

 

九、服務學習成果照片(不限兩張，可依格式自行增加) 

 

 

 

 

(黏貼照片一) 

 

 

 

 

 

 

 

 

 

(黏貼照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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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一生一專長認證標準與實施辦法   

2018年 8月 28日 修正 

一、依據：98年 5月 18日北市教職字第 09834435400號函頒布實施之《臺北教育 111 標竿 

          學校認證及獎勵要點》訂定本辦法。 

二、目的：使學生在校期間通過至少一項藝術或運動專長認證，並鼓勵增加專長認證項目與 

      等級，以達成「一生一專長」之目的，進而能享受生活、享受人生。 

三、專長認證標準 

  （一）依據《臺北市教育 111 標竿學校認證及獎勵要點》定義之專長為藝術與運動專長， 

         本校再將其具體化為「美術與藝術專長」、「音樂專長」、「舞蹈與表演藝術專長」、「運 

         動專長」等項。 

  （二）認證標準 

 

1. 美術與藝術專長 

級

數 
序號 類  別 條  件 認證憑據 

A 

1 

比賽獲獎 

全國學生美術比賽獲前 3名 

獎狀或獎牌 

2 臺北市一年一度學生美術比賽獲前 3名 

3 臺北市五項藝術比賽獲前 3 名 

4 

其他全國性政府機關或行政部分以及私人機構舉

辦之藝術相關競賽獲前 3 名(私人機構須經美術老

師審核後方可認證) 

5 鑑賞活動 

參觀文化局、美術館等機構舉辦之展覽、畫展等活

動達 10 次並繳交 6 篇觀賞心得者（每篇至少 500

字） 

1.票根或照片或

其他證明 

2.六篇心得 

B 

1 

比賽獲獎 

全國學生美術比賽獲獎者（前 3名以外） 

獎狀或獎牌 

2 國立藝術教育館比賽獲獎者 

3 臺北市一年一度學生美術比賽獲獎者（前 3名以外） 

4 臺北市五項藝術比賽獲獎者（前 3名以外） 

5 臺北市花燈比賽獲獎者 

6 吳梅嶺文教基金會比賽獲獎者 

7 

其他地方性政府機關或行政部分以及私人機構舉

辦之藝術相關競賽獲獎者(前 3名以外，私人機構須

經美術老師審核後方可認證) 

8 鑑賞活動 
參觀文化局、美術館等機構舉辦之展覽、畫展等活

動達 6次並繳交 3篇觀賞心得者（每篇至少 500字） 

1.票根或照片或

其他證明 

2.三篇心得 

C 

1 

比賽獲獎 

參與班級壁報比賽獲獎（每班可經由導師、美術或

藝術與生活科老師推舉最多 6名） 美術或藝術與生

活科老師核章 
2 

參與班級綠化美化比賽獲獎（每班可經由導師、美

術或藝術與生活科老師推舉最多 6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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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音樂專長 

級

數 
序號 類  別 條   件 認證憑據 

A 

1 

原有專長 

國小就讀音樂資優班者 
就讀證明 

2 國中就讀音樂資優班者 

3 國中曾考取音樂資優班者 
錄取證明 

4 高中曾考取音樂資優班者 

5 比賽獲獎 
參加全國或市級比賽獲名次者（含優勝、佳作

或其他特別獎項） 
成績單或獎狀 

B 

1 音樂檢定 公私立機構音樂檢定合格 檢定合格證書 

2 

比賽獲獎 

參加校內外音樂性比賽獲名次者（含優勝、佳

作、或其他特別獎項者） 
成績單或獎狀 

3 參加校內外音樂性人才選拔獲選者 入選證明 

4 參加地區性比賽並獲名次者 成績單或獎狀 

C 

1 公開演出 參加校內外音樂演出者 
節目單（附參演人員名

單）與照片 

2 參    賽 參加校內外音樂比賽者 參賽證明 

3 推薦入社 經校內音樂老師推薦進入音樂性社團者 

音樂老師核章 
4 創作才能 

音樂課堂上，具演唱、演奏、音樂創作、編曲

等特殊表現者 

5 音樂檢定 
通過校內音樂理論、音樂知識、或音樂唱奏能

力檢定合格者 

 

3. 舞蹈及表演藝術專長 

級

數 
序號 類  別 條    件 認證憑據 

A 

1 比賽獲獎 參加全國級（或以上）比賽並獲名次者 成績單或獎狀 

2 公開演出 
曾應邀參加全國性的公開演出，且經學務處認

可者 

邀請函或感謝狀及照片 

級

數 
序號 類  別 條   件 認證憑據 

C 

3 鑑賞活動 
參觀文化局、美術館等機構舉辦之展覽、畫展等活

動達 3次者 

 票根或照片或 

 其他證明 

4 
課堂 

特殊表現 

觀賞藝術表演節目並獲得任課老師認可，且繳交心

得者（每篇至少 500字） 

 1.任課老師認可 

 2.票根或照片或  

   其他證明 

 3.一篇心得 

5 鑑賞活動 
參與美術、藝術類研習活動並繳交觀賞心得者（每

篇至少 500字） 

 1.研習登錄資料 

   或其他證明 

 2.一篇心得 

6 
課堂 

特殊表現 

在美術或藝術與生活課堂有特殊優異表現經任課老

師認可者 

 1.證明文件或作 

   品（成績證明 

   或具體作品） 

 2.經任課老師認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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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

數 
序號 類  別 條    件 認證憑據 

B 

1 比賽獲獎 參加市級比賽並榮獲名次者 成績單或獎狀 

2 公開演出 
曾應邀參加市級的公開演出，且經學務處認可

者 

邀請函或感謝狀及照片 

3 成果發表 
曾參加社團聯展、成果發表及英語話劇等並榮

獲名次者 

成績單或獎狀及節目單

（含參演人員名單） 

4 公開演出 

曾於校際級（或以上）場合發表創作作品（如

劇本，編舞譜等），並由表演團體公開演出者。

（需事先向學務處提出申請） 

專家認證 

C 

1 比賽獲獎 參加地區性比賽並榮獲名次者 成績單或獎狀 

2 成果發表 曾參加社團聯展、成果發表、英語話劇者 
節目單（附參演人員名

單）與照片 

 

4. 運動專長 

級

數 
序號 類  別 條    件 認證憑據 

A 

1 
比賽獲獎 

代表學校參加全國性以上各項運動比賽 秩序冊 

2 代表學校參加縣、市級各項運動比賽，前八名 成績證明或獎狀 

3 

游泳 

蝶、仰、蛙、自四式，各 25 公尺游完 100公尺，時

間：1分 30秒以內 

體育老師現場認

證 

4 任何三式，游完 100公尺，時間：1分 25秒以內 

5 游泳蛙式 100公尺，時間：1分 30秒以內 

6 游泳仰式 100公尺，時間：1分 30秒以內 

7 游泳蝶式 100公尺，時間：1分 30秒以內 

8 游泳自由式 100公尺，時間：1分 10秒以內 

9 
跑步 

1600 公尺跑步 7分 00秒以內完成 

10 以 300公尺為一圈跑 30圈以上 

11 立定跳遠 立定跳遠 3公尺以上 

B 

1 
比賽獲獎 

代表學校參加縣、市級各項運動比賽 秩序冊 

2 代表學校參加區域性各項運動比賽，獲前三名。 成績證明或獎狀 

3 

游泳 

任何三式，游完 100 公尺，時間：1 分 26 秒－1 分

30 秒 

體育老師現場認

證 

4 任何二式，游完 100公尺，時間：1分 30秒以內 

5 蛙式 100公尺，時間：1分 31秒－1分 40秒 

6 仰式 100公尺，時間：1分 31秒－1分 40秒 

7 蝶式 100公尺，時間：1分 31秒－1分 40秒 

8 自由式 100公尺，時間：1分 11 秒－1分 20秒 

9 
跑步 

1600 公尺跑步 7分 01秒－8 分 00秒完成 

10 以 300公尺為一圈跑 20－29 圈 

11 仰臥起坐 仰臥起坐一分鐘做 61次以上者 

12 立定跳遠 立定跳遠 2.70－2.99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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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

數 
序號 類  別 條    件 認證憑據 

C 

1 
比賽獲獎 

代表學校參加區域性比賽，獲四至八名。 
成績證明或獎狀 

2 代表學校參加校際性運動比賽，獲前三名。 

3 

游泳 

任何二式，游完 100 公尺，時間：1 分 31 秒－1 分

35 秒 

體育老師現場認

證 

4 蛙式 100公尺，時間：超過 1分 41秒 

5 仰式 100公尺，時間：超過 1分 41秒 

6 蝶式 100公尺，時間：超過 1分 41秒 

7 自由式 100公尺，時間：超過 1分 21秒 

8 
跑步 

1600 公尺於 8分 01秒－8分 20秒完成 

9 以 300公尺為一圈，跑 15－19圈 

10 仰臥起坐 仰臥起坐一分鐘做 41－60次 

11 立定跳遠 立定跳遠 2.50－2.69公尺 

四、新生入學時發給「駝客存摺」，供學生記錄專長認證使用。需使用三年，學生應妥善保管。 

如有遺失毀損可申請補發，但原已認證之紀錄須自行找原評鑑教師認證。 

五、認證時間：每學期初及學期末各辦理一次認證。 

六、認證方式： 

  （一）「美術與藝術專長」、「音樂專長」、「運動專長」等三項專長認證由學生向該班之美術 

        或藝術生活科、音樂、體育等科老師進行初步認證；「舞蹈與表演藝術專長」則直接 

        向課外活動組申請認證。任課老師與課外活動組在「專任教師評鑑」一欄核章。 

  （二）各班初步向任課老師申請認證通過之學生，將護照統一交由副班長收集後，再交給 

        學務處核章，完成認證程序。 

七、獎勵：每學期認證通過一項以上專長，或提升認證等級者（例如：由 C 提升為 B、由 B 

           提升為 A），視情況予以嘉獎或公開表揚。 

八、本辦法奉 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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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學年度新生〈社團活動〉選社暨課程注意事項 

1. 「社團活動」為必修學分。因此高一新生，每個人都需選擇1個社團參加。 

2. 選社及社課時程表： 

 

 

 

 

 

 

 

 

 

 

 

 

 

 

 

 

 

 

 

 

 

 

 

 

 

3. 線 上 選 社 流 程 ： 請 於 8/19( 四 ) - 8/24( 二 ) 至 新 校 務 行 政 系 統

（https://sschool.tp.edu.tw/Login.action?schNo=353301 ）登入，帳號為學號，密碼為身分

證字號，最多可點選20個志願，最少15個志願；填寫完成後，按儲存，即完成手續。請

注意以下三點重要事項： 

(1) 個人的志願排序會影響個人先進到那一個社團，所以請務必慎重，原則就是把自己

喜歡的、夢想的放在前面，而不是把最有可能錄取的排在前面。 

(2) 若填寫志願不足，導致無錄取任一社團，則由電腦隨機分配。 

(3) 若逾期而未登入選社，將由電腦隨機分配社團，學生不得提出異議。 

  

日期 事項 

08/19(四)-8/24(二) ＊ 線上選填高一上學期社團 ＊ 

09/01(三) 公告正式選社結果 

09/03(五) 高一高二社課 1 

09/03(五)-09/10(五) 高一轉社申請 

09/10(五) 高一高二社課 2  

09/16(四) 公告轉社申請結果及社團成員名單 

09/17(五) 高一高二社課 3（轉社申請生效日） 

09/24(五) 高一高二社課 4 

10/01(五) 高一高二社課 5 

10/13(三)-10/14(四) 第一次定期考 

10/15(五) 社高一高二課 6 

10/29(五) 高一高二社課 7 

11/05(五) 高一高二社課 8 

11/12(五) 高一高二社課 9 

11/19(五) 高一高二社課 10 

11/30(二)-12/01(三) 第二次定期考 

12/03(五) 高一高二社課 11 

12/10(五) 高一高二社課 12 

12/17(五) 高一高二社課 13 

12/24(五) 高一高二社課 14 

01/05(三)-01/12(三) ＊ 高一期末線上選社 ＊ 

01/18(二)-01/20(四) 高一、高二第三次定期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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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選社結果 9/1(三)公佈於學校首頁。 

5. 高一轉社申請時間為 9/3(五)-9/10(五)，轉社結果 9/16(四)公佈於學校首頁。轉社申請於

第三次社課(9/17)生效。第二次社課請留原社團上課，第三次才至新社團上課。 

6. 根據學校行事曆之社課日期，確實出席社課，缺曠紀錄將列入出缺勤紀錄，若有誤記情

形，請於社課結束後十四天內，請社長簽名更正單至社團活動組辦理。社團於午休及放

學後的集會，可彈性自由選擇參與。 

7.學生於每學期「社團活動」課程若有以下情形，需於該學期結束後之寒／暑假進行重修： 

(1)全學期合計曠課達 4節(含 4節)以上者。 

   (2)除公假外，全學期事假、病假、曠課等合計達 6節(含 6節)以上者。 

8.「社團活動」重修者，其愛校服務時數計算方式如下： 

(1)全學期社課合計達 4節(含)以上者：罰愛校服務 4次，每多增加曠課 1節則往上累 

加愛校服務 1次(以此類推)。 

(2)全學期社課(公假除外)之事假、病假、曠課合計達 6 節(含)以上者，罰愛校服務 6 

次，每多增加事假、病假、曠課各 1 節則往上累加愛校服務 1 次(以此類推)。 

(3)未完成愛校服務者，即予記警告處分，其警告次數以未完成次數計算。 

9.本學期高一高二社團活動課於表訂星期五的第 5 節舉行，共 14次，日期請參考行事曆及

社課時程表。

10.選社系統中的畫面：左為「可填志願社團」、右為「已填志願社團」。填選志願序(1,2,3....)   

後，按左下方「儲存鍵」，才完成手續，已填選社團會至右欄「已填志願社團」，未填選社

團仍在左：「可填志願社團」。注意須按儲存鍵後，才完成手續。 

11.未依規定時間完成線上選社申請，需登記愛校服務四次，請同學務必完成選社。 

 

系統操作畫面(填完要記得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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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學年度社團一覽表 

編號 社團名稱 編號 社團名稱 

CK2 建中青年社 B10 攝影社 

CK3 樂旗隊 B11 大眾傳播社 

A01 科學研習社 B12 口技研究社 

A02 生物研究社 B13 美食社 

A03 物理研究社 B15 桌上遊戲社 

A04 數學推理思考研究社 B17 模型動畫社 

A05 天文社 B20 漫畫插畫研究社 

A06 航空社 B21 雜耍社 

A07 電子計算機研習社 C01 信望愛社 

A08 資訊社 C04 聖經真理研究社 

A09 國學社 C06 戶外探索社 

A10 紅樓詩社 C07 康輔社 

A11 英研社 D01 爵士音樂社 

A13 日本文化研究社 D02 熱門音樂社 

A14 講演社 D03 流行音樂社 

A16 投資理財社 D04 另類音樂創作社 

A17 電影研習社 D05 民謠吉他社 

A20 國際紙牌研究社 D06 古典吉他社 

A21 軍武社 D07 管弦樂社 

A22 小說創作研究社 D08 口琴社 

A25 英文辯論社 D09 國樂社 

A28 物理辯論社 D10 合唱團 

A29 無人載具社 D11 嘻哈音樂研究社 

A30 機關藝術設計社 E02 技擊社 

A31 哲學社 E03 劍道社 

A32 建中機器人研究校隊暨社團 E04 棒球社 

B01 熱舞社 E05 游泳健身社 

B02 戲劇社 E07 桌球社 

B04 手語社 E08  羽球社  

B05 橋藝社 E09 網球社 

B06 象棋社 E10 足球社 

B07 圍棋社 E12 排球社 

B08 魔術社 E14 滑板社 

B09 美術社 F16 音樂遊戲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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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動社

社

資訊社

英研社

流音
攝影

2021.8.13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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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輔組的期許 
<生活輔導組：蔡家豪組長> 

首先要恭喜諸位紅樓新鮮人，在同學的羨慕與家長的期許下，走進了

許多國中同學夢寐以求的建中，這是一份榮耀，但也是責任承擔的開始。

高中是由青澀的少年轉變為成人的關鍵時期，除了要在自己的學業上下工

夫奠定學術研究基礎外，養成團隊合作的能力，尋求人際溝通的共識，

講求紀律、遵守規範，加強自我管理與要求的能力更是此時期學習的重

點。社會學家「韋伯」曾說：「高中教育的目的除了要學生學習未來進入

大學所需要之基礎科目知識外，另一重要之教育目的是使學生為未來能成

為一個國家的好公民做準備」。 

因此在建中未來三年的目標，不應只是以考上台大或考上醫學系做為

唯一的目標，而是要去學習成為全方位健全的人，為個人未來數十年的生

涯打下成功的基石。也就是說，高中生涯是築夢起飛、迎向未來的新起點，

也是一場學習考驗的開始。期許每位紅樓新鮮人都是有品建中人，能遵守

學校的生活常規，按正常作息上下課，服儀整齊，克盡自己應盡之職責，

做好學生的本務，若能如此，那表示你已邁出成功的第一步，相信您將很

快地適應建中的生活，當一名愉快的紅樓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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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生活常規摘要  

一、到校時間與學生教室規則：  

1. 星期二(高一、高二)、星期四(全校)朝會升旗活動，須 07：40前到校。 

2. 其餘時間 08：00前須到校，逾時者列計遲到，08：10準時上課。 

3. 擔任晨間內、外掃區工作者，須於 07：20到校打掃，07：40整潔評分員準時評分。 

   4.上課下課應按鐘聲，不得遲到早退，上課鐘響結束後 5分鐘未到課之同學， 

     缺曠紀錄為遲到；上課鐘響結束後 15分鐘未到課之同學，缺曠紀錄為曠 

     課。 

5. 其它規定以各班導師要求為主。  

 

二、服裝儀容： 

1. 制服穿著以舒適為主，可依個人需求選擇是否將上 

  衣紮入長褲內（紥或不紮皆須繫腰帶）。 

2. 一般穿著原則:  

    (1). 內層衣服不外露（含著冬季制服外套時）。 

    (2). 不穿垮褲或露出內褲。 

    (3). 不捲褲管。 

    (4). 不做棒球衣式穿著（內長外短）。 

3. 於重要集會(場合)代表學校或上台領獎(致詞)時，服儀應一致，

並繫好腰帶。 

4. 衣釦按規定扣好，上衣應繡學號，不得穿背心、打赤膊 (違者依校規懲處)。 

5. 鞋子以皮鞋或布鞋為主，款式不作規定，全面禁止穿著涼鞋及拖鞋(違者依校規懲

處)。 

6.若腳受傷須穿拖鞋、涼鞋請至生輔組辦理服儀變更申請。 

三、外出證使用： 

1. 使用時間：每日中午 12時 05分至 12時 55分，外出證換領地點為本

校大門及側門口，每處限量 250張外出證，每證限一人使用，先到先

借，逾規定時間即不再換發。欲外出同學應攜帶本人學生證換領外出

證，當外出證歸還時，同時領回學生證。 (ps：大門施工期間一律統

一由側門換發外出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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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05~12:30時為可外出時間（12:30後則只許進不許出），12時 55分結束還證工作（未

按時返校換證及遺失外出證者將依校規懲處）。 

3.不假外出依校規小過懲處。 

四、請假規定： 

1. 事假、公假應於事前完成請假手續。 

2. 病假應經家長以電話與導師或教官室連絡登錄（2303-4381 轉 322、323），並於返校 3

日內完成請假手續，2日(含)以上之病假須附上證明文件：就醫證明或家長證明書）。 

3. 請假單應確實填註班級、座號、姓名、日期。假單一定要導師簽章始有效，3天(含)以

上之假單須加輔導教官、生輔組長簽核始有效。 

4. 逾時完成請假手續：未依規定將假單在 3天內送生輔組幹事（登錄員）登錄者，逾時 2

週內之假單，經導師親證無誤簽章核可後，生輔組將依情節輕重，罰愛校服務之處分，

完畢後始可銷曠。若未經上述銷曠程序及時間規定，逾時請假者均不予受理以曠課論處。 

5. 學生未經請假（或請假未准而缺席者）一律以曠課論，凡當學期曠課達 42 節(含)以上

者，將提學生事務相關會議後，應依法令規定進行適性輔導及適性教育處置。 

6. 缺曠達 15 節，生輔組將寄通知給家長，相關缺曠查詢可至建中首頁新校務行政系統查

詢。 

7. 若被開立愛校服務單未於規定時間完成，將依開立次數記警告處分，一次未完成警告乙

次，兩次未完成警告兩次……以此類推。 

 

五 、改過銷過申請： 

 1.受理對象：凡核定懲罰之學生，確有改過自新之意願者。 

 2.申請人：學生本人。 

 3.申請時間：改過銷過之辦理應於在學期間完成，離校後即不再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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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程序： 

1. 學生於受懲罰後主動向輔導教官提出改過銷過申請，並經學生、家長、導師、輔導教官、

輔導老師簽署後，交由輔導教官保存，銷過期間須填寫行為改變計畫（申請表洽教官室），

由三導共同考核，俾作為銷過期間之紀錄。 

2. 銷過考核期限結束並完成規定之愛校服務時數再向輔導教官領回申請表， 送導師、輔

導老師簽署後送生輔組長審核，審核通過經學務主任及校長核示後始可註銷紀錄。 

3. 改過銷過期間不得再違反校規，否則得取消銷過申請或延長銷過期限，同時應於銷過期

間完成愛校服務，考核期限及次數律定如下(凡因愛校服務或寒暑假返校打掃未到之銷

過，除下列律定次數外須另補足愛校服務和寒暑假返校打掃未完成時數)： 

 

 

 

銷過 

類別 

警告 

1次 

警告 

2次 

小過 

1次 

小過 

2次 

大過 

1次 

大過 

2次 

考核 

期限 
2個月 3個月 4個月 6個月 8個月 10個月 

愛校 

服務 
2次 3次 4次 6次 8次 10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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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一學生繡學號注意事項 
 

一、長、短袖校服上衣需將校名、學號、姓名均分別在兩邊口袋上方，國

字及數字均由左至右排列。 

 

二、例如：1年 23班王小明(學號：10901251) 

 

 姓名  學號         校名 

 

王小明 
  建 國 中 學 

10901251 
 

 

中
央
鈕
扣(

或
拉
鍊) 

 

      

 

 

三、校服上衣（繡深藍色的字）及冬季外套（繡金黃色的字）需繡姓名、

校名及學號，運動服僅於右側繡姓名 (夏季繡藍色的字，冬季繡金黃

色的字)。 

 

四、紀念（薄）外套及實驗衣則僅於右側繡名字，位置與制服相同(紀念外

套繡金黃色字，實驗衣繡深藍色字)。 

 

五、無須繡年級槓及班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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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學生獎懲規定 

                     100.08.30 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11.01 核定 

                     101.08.29 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10.18 核定 

                     103.08.29 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3.09.19 核定  

                     104.08.28 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4.09.18 核定 

                     105.08.26 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09.01 核定 

                     106.08.29 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09.05 核定 

108.08.29 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09.06 核定 

壹、本規定依據「高級中等教育法第 51 條」、教育部「高級中等學校訂定學生獎懲規定注意事

項」及本校「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相關規定訂定之。 

貳、學生之獎懲除另有規定外，悉依本規定辦理。 

參、學生之獎懲應審酌下列情形，以為獎懲輕重之參考： 

一、動機與目的。 

二、態度與手段。 

三、行為之影響。 

四、家庭之因素。 

五、平日之表現。 

六、行為次數。 

七、行為後之表現。 

肆、學生之獎勵與懲罰，區分下列各項： 

一、獎勵：  

(一)嘉獎。 

(二)小功。 

(三)大功。 

(四)特別獎勵： 

1.獎品。 

2.獎狀。 

3.榮譽獎章。 

二、懲罰： 

(一)警告。 

(二)小過。 

(三)大過。 

伍、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記嘉獎： 

一、服裝儀容經常整潔，足為同學模範。 

二、禮節週到足為同學模範。 

三、團體活動確有成績表現。 

四、社團活動確有成績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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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節儉樸實足為同學模範。 

六、拾物或拾金不昧其價值輕微。 

七、對同學合作互助。 

八、服務公勤特別盡職。 

九、擔任糾察特別盡職。 

十、擔任接待外賓服務工作表現優良。 

十一、擔任校內活動服務工作負責盡職。 

十二、擔任校內活動服務工作熱心努力。 

十三、自動為公服務。 

十四、勸導同學向上，有具體實益者。 

十五、領導同學為團體服務。 

十六、愛護公物有具體事蹟。 

十七、生活言行較前進步有事實表現。 

十八、在大眾運輸工具上讓座予尊長或老、弱、婦、孺有具體事證者。 

十九、協辦校內大型活動成效良好。 

二十、其他優良行為合於記嘉獎。 

陸、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記小功： 

一、代表學校接待外賓增進校譽。 

二、擔任各級幹部負責盡職表現優異。 

三、擔任旗手負責盡職表現優異。 

四、大隊值星負責盡職表現優異。 

五、擔任秩序糾察隊、交通服務隊等公勤負責盡職表現優異。 

六、參加儀隊表現優異。 

七、參加樂隊表現優異。 

八、擔任環保服務隊、整潔評分員負責盡職，表現良好。 

九、擔任外出證管理員負責盡職表現良好。 

十、維護公物使團體利益不受損害。 

十一、倡導正當課餘活動成效優良者。 

十二、熱心公共服務能增進團體利益。 

十三、見義勇為能保全團體或同學利益。 

十四、敬老扶幼有顯著之事實表現。 

十五、舉發弊害經查明屬實足以維護他人權利、公共利益或社會秩序者。 

十六、拾物或拾金不昧其價值貴重。 

十七、參加各種服務成績優良。 

十八、擔任各項集會司儀負責盡職，表現優良。 

十九、維護團體秩序表現良好。 

二十、籌辦校內大型活動成效卓著。 

二十一、其他優良行為合於記小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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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記大功： 

一、提供優良建議並率先力行，因而增進校譽。 

二、愛護學校或同學確有特殊事實表現，因而增進校譽。 

三、參加各種服務成績特優。 

四、舉發重大弊害經查明屬實足以維護他人權利、公共利益或社會秩序者 

五、拾物或拾金不昧其價值特別貴重。 

六、長期孝敬父母尊敬師長有具體事蹟。 

七、幫助人為善不欲人知值得表揚。 

八、有特殊義勇行為獲得優良之表揚。 

九、特殊優良行為為全校學生之模範。 

十、其他優良行為足於記大功。 

捌、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記警告： 

一、對師長或同學言行隨便、惡劣，經勸導後仍不知改正者。 

二、無故不服從師長、秩序糾察隊或班級幹部糾正而係初犯者。 

三、規避公共服務意圖影響他人情節輕微者。 

四、不按時繳週記經催繳無效者。 

五、各項集會場合不守秩序，經勸導後仍不知改正者。 

六、擔任學校各項幹部，未依規定做好幹部應做之事務，情節輕微者。 

七、拾物或拾金不送招領欲據為己有情節尚輕者。 

八、未經當事人同意侵犯他人隱私，情節較輕者。     

九、無正當理由經常遲到、曠課屢勸無效者。 

十、破壞環境衛生，情節輕微者。 

十一、因過失破壞公物而不自動報告，情節輕微者。 

十二、不遵守請假規則。 

十三、無故不參與班級整潔工作者。 

十四、不按時完成學校規定應辦事項者。 

十五、不按規定進出校區情節輕微者。 

十六、違反行動電話及其它 3C 產品使用規定，情節較輕者。 

十七、在教室、走廊、樓梯等建築物內，有影響教學、擾亂團體秩序或安寧之虞，情節較輕者

(如:打球、玩滑板、玩牌、各項棋類、彈吉他以及其他足以擾亂團體秩序之事)。 

十八、未依規定時間完成愛校服務者(1 次記警告乙次，2 次記警告兩次，以此類推)。 

十九、欺騙師長行為情節輕微者。 

二十、故意損壞公物或攀折花木情節輕微者。     

二十一、上課不遵守課堂秩序，影響他人學習，經勸導後仍不知改正者。 

二十二、不遵守交通秩序情節輕微，經勸導後仍不知改正者。 

二十三、侵犯智慧財產權經舉發，情節輕微者。 

二十四、未經申請或學校相關單位同意擅自到學校非開放學生使用空間活動係初犯者。 

二十五、攜帶或閱讀有礙青少年身心發展之圖書、資訊者係初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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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無正當原因、理由不參加班會、週會者。 

二十七、冒用他人證件、帳號或文件情節較輕者。 

二十八、無故不參加開學典禮、休業式、返校日、幹部訓練、寒暑假返校打掃者。 

玖、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記小過： 

一、欺騙師長行為情節嚴重者。 

二、故意損壞公物或攀折花木情節較重者。 

三、不遵守交通秩序情節嚴重，不知改正且再犯者。 

四、不按時完成註冊或補註冊經糾正不改者。 

五、試場違規情節輕微者。 

六、攜帶或閱讀有礙青少年身心發展之圖書、資訊不知改正且再犯者。 

七、不假離校外出者。 

八、拾物或拾金不送招領並據為己有情節嚴重者。 

九、對師長或同學言行不當、惡劣經勸告不聽者。 

十、未依資訊休閒服務業管理自治條例規範時間進出網咖者。 

十一、不服從師長、秩序糾察隊或班級幹部糾正而係屬累犯者。 

十二、擔任學校各項幹部，未依規定做好幹部應做之事務，情節嚴重影響工作推展者。 

十三、有吸菸、喝酒、嚼檳榔行為者。 

十四、爬牆進出校區嚴重影響校譽者。 

十五、違反行動電話及其它 3C 產品使用規定，屢勸不聽或情節較嚴重者 

十六、在教室、走廊、樓梯等建築物內，有影響教學、擾亂團體秩序或安寧之虞，情節較重者

(如:打球、玩滑板、玩牌、各項棋類、彈吉他以及其他足以擾亂團體秩序之事)。 

十七、學生打架情節輕微者。 

十八、有竊盜行為情節輕微者。 

十九、以言語或文字侵害他人名譽情節嚴重者。 

二十、冒用他人證件、帳號或文件情節嚴重者。 

二十一、上課不遵守課堂秩序，嚴重影響他人學習，係累犯不知改正者 

二十二、侵犯智慧財產權經舉發，情節嚴重者。 

二十三、未經申請或學校相關單位同意擅自到學校非開放學生使用空間活動係累犯者。 

二十四、未經當事人同意侵犯他人隱私，情節較重者。 

二十五、惡意撕毀學校佈告者。 

二十六、規避公共服務意圖影響他人情節嚴重者。 

二十七、破壞環境衛生情節較重者。 

壹拾、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記大過： 

一、有欺侮、霸凌、毆打同學經調查屬實者。 

二、言詞、行為嚴重污辱師長者。 

三、強行借用，偷或搶他人財物者。 

四、無照駕駛車輛或騎機車者。 

五、有威脅恐嚇勒索行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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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考試舞弊者。 

七、有竊盜行為情節嚴重者。 

八、冒用或偽造文書印章或塗改文件者。 

九、攜帶、販賣違禁品或妨害公共安全者。 

十、出入 18 歲以下禁止出入之場所者。 

十一、在校內發表不正當之文字或言語者。 

十二、酗酒、賭博者。 

十三、學生打架情節嚴重者。 

十四、以言語或文字侵害他人名譽情節嚴重者。 

十五、有吸菸、嚼檳榔行為且屢勸不聽者。 

十六、故意損壞、除去或污辱中華民國國旗者。 

十七、破壞環境衛生情節極為嚴重或屢勸不聽者。 

十八、參加校外不良幫派組織者。 

十九、吸食或注射違禁品者。 

二十、有危害國家社會安全之行為者。 

二十一、攜帶凶器滋事者。 

二十二、違反政府刑罰或故意騷擾不受約束者。 

壹拾壹、有關學生獎懲，全校教職員工均有提供參考資料之權利與義務。嘉獎、小功等獎勵會

知導師，警告、小過加會輔導教官簽註意見，由學務處核定後公布；大功、大過會知

導師、輔導教官、輔導教師簽註意見，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特別獎懲事宜應經獎懲

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公布。 

壹拾貳、學生之獎懲，師長應列舉事實記出，經簽核後於學期結束時登錄在學生成績通知書

內。 

壹拾參、 

一、 學生因違反性別平等且經調查屬實或違反重大校規而超出本要點規範外者，得另召開獎懲

會議，將決議簽請校長特別處理之。 

二、 有關學生參加比賽獎勵標準，另訂之。 

 

壹拾肆、當事學生或家長（監護人）認為學校處置不當致損害其權益時，得以書面向學校學生

申訴評議委員會申訴(請參閱學生手冊中之學生申訴案件實施要點)。 

壹拾伍、為鼓勵學生改過自新，改過銷過及懲罰存記要點另訂之(請參閱學生手冊中之學生懲罰

存記暨改過銷過實施要點)。 

壹拾陸、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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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詐騙宣導 

詐騙手法層出不窮 

任何不明來電要求匯款 

或要求操作 ATM 轉帳 

或要求代為購買線上遊戲點數 

均有可能為詐騙 

請師長及同學務必留心 

如發覺可疑詐騙情事 

請撥 165 反詐騙專線查詢 

或上 

165網站查詢 

https://www.165.gov.tw/index.aspx 

 

一：詐騙手法日益新，你我務必要小心！ 

二：詐騙知識不可少，多方求證保荷包！ 

三：陌生電話不牢靠，反覆查詢很重要！ 

四：反詐資訊不能少，一旦受騙錢難保！ 

五：網路購物要小心，低價商品莫貪心！ 

六：千騙、萬騙，就是不離 ATM！ 

七：凡是利用醫療院所、警察機關（警察）、檢察署（檢察官）或法院（法

官），要求監管、保管您的帳戶或派人收取現金者，就是詐騙，請勿上當，並打

165或 110查證。 

八：凡接獲聲稱您網路或電視購物分期付款發生設定錯誤、要求操作 ATM解除，

就是詐騙！提醒您，ATM無辨識身分或解除分期付款設定功能，亦勿聽從他人指

示以英文畫面操作，請勿上當，並撥打 165或 110 查證。 

九：網路拍賣交易，如有低於市價、拒絕面交、無法驗貨、評價異常、強烈要求

盡快匯款，或要求私下交易，應小心是否詐騙，並儘可能以當面交易方式完成買

賣 。  

家長接獲小孩（學生）被綁架電話應採行的三步驟應變口訣：「一聽」、「二

掛」、「三查」 

1.一聽：聽清楚這個電話說什麼？對學生遭綁架、正在醫院急救等緊急狀況要求

家長匯款等應保有戒心。 

2.二掛：應完後，立刻掛斷電話不讓歹徒繼續操控你的情緒。 

3.三查：快撥學校緊急聯繫電話聯絡導師、教官室或小孩好友查證，確認小孩學

習狀態，並撥 165、110反詐諮詢報案專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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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號誌路口！車多！
南 海 路 泉 州 街 口

無號誌路口！車多！
泉 州 街 側 門

車 多 ！
南海路正門

校園週邊危險路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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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學生整潔競賽施行細則(草案) 

核定日期 95年 9月 01 日 

核定日期 100年 9月 01日 

核定日期 101年 8月 22日 

 修訂日期 109年 8 月 14日 

壹、依據：本校學生生活競賽實施要點。 

 

貳、目的：為加強學生生活教育，培養學生整潔習慣，消除髒亂，美化校園環 

      境，創造美好學習空間。 

參、實施辦法： 

一、責任劃分 

(一)學生個人：負責自己課桌椅四周地面及鄰近牆壁之整潔和教室內

或外掃區之勤務。 

(二)值日生：負責講台及教室內外之清潔維護並保持之（包括倒垃圾、

清理廚餘、垃圾放置區的整理）。 

(三)衛生股長： 

1.全權負責班上整潔之責任。排定清潔工作及值日生輪派表，督

導教室、外掃區域及垃圾之清潔整理。 

2.高一及高二衛生股長依輪值表排定時間及查驗班級分配表，進

行同年級教室衛生查驗並登錄結果。 

(四)衛生幹事： 

1.負責班級外掃區域之整潔整理，股長缺席時代理其職務。 

2.高一及高二衛生幹事依輪值表排定時間及查驗外掃區分配表，

進行外掃區衛生查驗並登錄結果。 

(五)環保股長：督導班級垃圾分類及資源回收工作之輪派。 

(六)環保服務隊：(高一每班 1名環保股長與 3名環保幹事) 

1.高一各班請指定三名環保服務隊隊員，依輪值表排定時間於周

一至周五中午（12:05~12:50）及下午(14:50~15:10)協助全校資

源回收與環境整理工作。 

2.當回收商到校清運全校資源垃圾時，應協助清理至回收工作結

束。 

(七)衛生糾察隊： 

1.為校級幹部，遴選高一與高二具服務熱忱學生參加，每班以 2名

為限。全校總數超過 32名，將以抽籤選定之。 

2.負責高三教室衛生查驗，3次定期大掃除後衛生查驗，以及支援

學校活動衛生檢核。 

(八)班級導師：督導班級學生，完成環保整潔工作編組，並維持其正

常運作，並請依環保整潔工作執行狀況，適時予以獎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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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具體做法 

(一)各班整潔工作由導師指導衛生股長、環保股長分配打掃工作人員

（含教室及外掃區域），並共同排定整潔工作輪值表。 

(二)打掃時間 

1. 每日 07：20～07：40、14：50～15：10。 

2. 每日請最遲於 08：10、15：10完成打掃工作，請各班導師確實

協助督導。 

3. 打掃區域:教室內整潔與外掃區域（包含輪值之洗手台和拖把槽）

之打掃。 

4. 中午時間請指派同學撿拾垃圾，請隨時（含考試日）注意掃區清

潔。 

5. 雨天:下雨過後，請指派同學至外掃區撿拾人為垃圾。 

(三)資源回收 

1.資源回收物:【12：05~12：40】 每日送至資源回收場 (逾時不受

理)。 

(1).地點:位於後門資源回收場（近寧波西街側）。 

(2).輪值:由各班「環保股長」及「環保服務隊」依輪值表輪值。 

(3).輪值時間:周一至周五第 4節下課立即前往資源回收場。 

        2.班級廚餘:【12：05~12：40】每日送至熱食部前廚餘桶。 

3.紙餐盒回收:【12：05~12：40】或【14：55~15：05 】送至資源回

收場，紙餐盒請沖洗乾淨疊放排整齊 (逾時不受理)。 

        4.強制回收日: 星期二、星期五中午。 

(四)寒暑假返校打掃 

1.寒暑假校園環境需要同學共同整理與維護，因此返校打掃工作由

高一、高二輪值辦理，每學年(寒暑假)各班輪值 1次。 

2.依衛生組排定返校打掃時間。 

3.各班寒暑假返校打掃增減次數，依照該學期整潔競賽考評結果核

定。 

肆、考評方式： 

一、「教室內整潔」和「外掃公共區域清掃」為查驗範圍： 

(一)教室內整潔:包含教室內地面走廊、講台區、門窗、黑板、電腦桌、

垃圾及回收物分類。 

1. 零粉塵:黑板板面、板溝、講台、講桌及蒸飯箱上面不殘留粉筆灰

和灰塵。 

2. 少垃圾:教室內及走廊無雜物和垃圾。 

3. 回收物不可高於回收桶、垃圾桶應加蓋且無垃圾溢滿現象。 

4. 零廚餘:每日清空廚餘，並保持乾淨。 

(二)外掃公共區域清掃:包含外掃區地面、走廊、台階、水溝、花圃、花

台、洗手台、廁所、拖把槽、樓梯、電梯和飲水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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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零垃圾:地面、走廊、台階、水溝、花圃、花台、洗手台、廁所、

拖把槽、樓梯、電梯和飲水機等無人為垃圾。 

2.少落葉: 地面、走廊、台階、水溝、花圃、花台、樓梯等。(清

除地面落葉和堆積落葉) 

3.零髒污及異味: 地面、走廊、台階、洗手台、廁所、拖把槽、樓

梯、電梯和飲水機等。 

二、衛生檢查時間 

(一)教室內評分: 

    1.學生互評(衛生股長):每日 07:40~08:10 評分，並於當日 12:00

前至衛生組填寫「教室衛生查驗紀錄單」，經查獲記錄不實者，

依校規簽處。 

    2.教師評分(衛生組長、教師)：07：40~08：10。 

(二)外掃區評分: 

1.學生互評(衛生幹事):每日 07:40~08:10 評分，並於當日 12:00

前至衛生組填寫「外掃區衛生查驗紀錄單」，經查獲記錄不實者，

依校規簽處。 

2.教師評分(衛生組長、教師)：08：10 後 30 分鐘或 15:10 後 30

分鐘。 

(三)高三班級教室內打掃 :由衛生糾察隊依輪值表排定，每日

07:40~08:10進行評分。 

三、衛生評比 

(一)評分佔比:學生(衛生股長、幹事、衛生糾察)佔 50%、教師(衛生

組)50%。 

(二)教室內衛生與外掃區衛生評分: 

1.每月(4週)依教室內及外掃區衛生查驗結果換算成績，若班級幹

部未依輪值表排定時間實施查驗，該班當週自評成績為 0分。 

    2.每月公布各年級總分與排名最優班級，於朝會公開表揚，懸掛 1

個月班級榮譽牌。 

(三)適逢國定假日及學校考試日，暫停衛生查驗工作。 

(四)每週公布(網站)衛生查驗結果，並對缺點班級勸導，若三次未改善，

另開立「整潔工作改善通知單」。 

伍、獎懲 

一、獎勵： 

(一)各年級以班級為單位，每月(4 週)統計總分與排名，取各年級前 3

名(可並列)，採取擇優方式敘獎。 

(二)敘獎內容，如下: 

1.每月依各年級評比第 1~3名（可並列）班級，頒發班級榮譽牌，

懸掛 1個月。 

2.每學期依各月份名次加總進行評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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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各年級每學期評比第 1名，全班同學記小功 1次(衛生股長、

衛生幹事加記嘉獎 1次)。 

(2).各年級每學期評比第 2名，全班同學記嘉獎 2次(衛生股長、

衛生幹事加記嘉獎 1次)。 

(3).各年級每學期評比第 3名，全班同學記嘉獎 1次(衛生股長、

衛生幹事加記嘉獎 1次)。 

(4).上述 1~3點，若該班有表現不良紀錄同學，經導師與衛生組

核定，將不予以獎勵。 

3.環保服務隊:每學期最多 2次嘉獎為限；倘未準時執勤或表現欠

佳者，增加執勤 1週，並列入該班整潔考評。 

4.該學期認真打掃同學，由班級導師依表現於予以敘獎。 

5.高一、高二每月獲得前兩名班級，得減寒暑假返校打掃 1次。 

二、懲處：  

(一)班級部分 

1. 依每月(4週)各年級衛生查驗成績的排序，高一、高二每月後兩

名班級，應增加寒暑假返校打掃 1次。 

2. 各班於 1 月內收到 5 張改善通知單者，班級則增加寒暑假返校

打掃 1 次，收到 6 張改善通知單則增加寒暑假返校打掃 2 次，

以此類推。 

(二)個人部份 

1. 未依輪值表排定時間執行教室與外掃區衛生查驗的衛生幹部(衛

生股長及衛生幹事)，由衛生組開立「學生違反生活常規愛校服務

通知單」乙張。 

2. 發現打掃工作未盡職責時，能確知負責同學，由衛生組開立「學生

違反生活常規愛校服務通知單」乙張，實施愛校服務，並通知該

班導師；無法確知打掃工作負責同學，開立「班級整潔工作改善

通知單」，列入計算寒暑假返校打掃次數考量，並請導師督導學生

整潔工作。 

陸、附則： 

一、每次定期考排定班級大掃除，各班依衛生組規定之內容實施教室與外掃

區打掃，請衛生股長、班長及導師檢核後簽名，並將檢核回條於當日繳回，

作為「登錄環境教育時數認證依據」。檢核未通過或檢或回條未繳交，實

施班級愛校服務乙次。 

二、走廊傘櫃請定期清理乾淨，「將壞掉雨傘送到資源回收場處理」。 

三、拖把使用完畢，請掛回脫把架並排列整齊，將布面離地 10公分，以免潮

濕。 

四、勿將廚餘(包含飲料瓶、泡麵碗)倒到廁所馬桶及垃圾桶，以免堵塞。 

五、發揮公德心，勿在校園內隨意亂丟垃圾。 

柒、本辦法經 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修正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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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垃圾分類及資源回收實施辦法 

核定日期 101年 8月 29日 

修訂日期 109年 8月 14日 

壹、依據： 

 一、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80.1.3北市教五字第 00397號函辦理。  

  二、臺北市政府環保局 82.6.9北市環五字第 17796號函辦理。 

貳、目的： 

 一、培養學生重視環境保護之意識與行為。 

 二、落實垃圾分類、資源回收活動，進而影響家庭，帶動社區全民做好垃圾

分類減量及資源回收活動。 

參、垃圾分類類別： 
類   別 內  容  物 容      器 處         理          方          式 

專用垃圾 

(即一般垃圾） 

可資源回收

（參見以下

說明）以外

之一般垃圾 

垃圾桶 

1、儘量縮小體積，放置於垃圾桶內。 

2、髒污塑膠袋打結後再丟棄，以減少體積，並避

免隨風飄揚。 

3、乾淨塑膠袋折疊整齊，可再重覆使用。 

4、每日收滿後，以專用垃圾袋裝置妥當並打包，

於放學前放置於後門垃圾車內。 

落葉 

麻布袋〈至

衛 生 組 取

用〉 

外掃區之落葉須清理乾淨，用麻布袋盛裝，之後將

落葉倒入垃圾車內，〈注意：只需將落葉丟入垃圾

車內，麻布袋仍可繼續使用〉。請勿將落葉掃入水

溝或花圃。垃圾需另外清理。 

可資源回收垃圾 

紙類：紙箱、

書報、廣告

紙〈不包括

衛生紙、沾

油漬之食物

盒裝〉 

資源回收簍 

1、平整地放置於回收簍內，不可揉成紙團。 

2、每週一至週五中午 12：10至 12：40 送至後門

資源回收場（不須使用垃圾袋）。 

鐵罐、鋁罐 資源回收桶 1、沖洗乾淨、瀝乾，並整齊放置，以免雜亂發

臭。 

2、鐵鋁罐及鋁箔包先壓扁或摺平再丟入桶內。 

3、每週一至週五中午 12：10至 12：40 送至後門

資源回收場（不須使用垃圾袋）。 

 

鋁箔包，利

樂包 
垃圾回收桶 

塑膠瓶類：

寶特瓶、塑

膠瓶、塑膠

杯、蓋、湯匙

等（不含吸

管） 

資源回收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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廚餘 廚餘桶 

1、將剩餘飯菜倒入廚餘桶，不可夾雜竹筷、橡皮

筋、衛生紙等異物。 

2、由餐盒輪值同學送至麵食部旁大樹下的廚餘

桶。 

 廢電池  請各班將廢電池統一送至資源回收場回收。 

 

 餐盒、麵碗  

1、 紙餐盒請沖洗乾淨，同型容器疊放排整齊，於每

週一至週五中午 12：10 至 12：40 或 14：55 至

15：05 前送至資源回收場進行回收(逾時不受

理)。 

2、餐盒、麵碗、塑膠飲料杯，請依大小套疊以減少

體積。 

*備註：1、大型廢棄物，如木頭、燈管、玻璃…等，須依規定時間拿至資源回

收場回收，倘於規定時間外有回收需求者，請通知學務處衛生組。 

       2、大型落葉可直接丟至後門垃圾子母車內。 

       3、若未依規定時間倒垃圾，衛生組將安排愛校服務。 

肆、實施方式： 

 一、各班導師之工作 

  １、配合學校加強班級教育宣導活動。 

  ２、指導班級學生將垃圾依照分類類別放置並指定學生專人負責回收桶之 

        回收工作。 

  ３、指定班級學生於每日清潔工作時間，將資源垃圾、餐盒及廚餘整理回 

        收。 

  ４、指定班級學生於每週一至週五中午 12：10 至 12：40，將資源回收物

送至回收場回收，中午 12：10至 12：40或 14：55至 15：05 將餐盒

送往回收場進行回收。 

 二、學校行政配合工作組訓班級衛生幹部，協助導師處理各班垃圾及資源分

類處理。 

 三、各辦公室垃圾及資源分類和班級相同，請總務處派職工專人負責。 

 

 二、環保股長職責「垃圾分類及資源回收」 

（一）全校各班每天指派 2-3位學生負責班級垃圾分類及資源回收工作。 

1. 每週一至週五中午 12：10 至 12：40(逾時不受理)，將資源回收物送

至資源回收場進行回收（近寧波西街側）。 

2. 紙餐盒沖洗乾淨疊放整齊，於 12：10~12：40或 14：55~15：05(逾時

不受理)送至資源回收場進行回收。 

3. 廚餘送至熱食部前廚餘桶進行回收(每天都要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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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環保服務隊 

 (一)由「高一環保股長、3名環保幹事」同學組成。 

 (二)高一班級依輪值時間派 3 位同學，於週一至週五 12:05~12:50前往資源回 

     收場協助回收作業與校園環境整理工作。 

 (三)輪值到的班級，由環保股長負責帶領班上輪值同學前往回收場回收並完 

     成簽到。 

伍、督導考核與懲處 

(一)每週二、五(遇假日則提前)實施強制回收， 12：10至 12：40環保服務隊 

於資源回收場登記各班資源回收之情況。環保股長需帶負責資源回收之同學前

往回收場回收並簽到。環保股長未前往簽到則處以愛校服務 1次。若環保股長

已簽到但環保服務隊員未依規定時間前往回收，則由環保股長提供負責同學之

名單並處以負責同學愛校服務 1 次。1月內登記累積滿三次則記警告乙次。 

(二)衛生組抽驗各班資源回收情況，若有資源回收物未分類與未清理的狀況，

發出「班級整潔改善通知單」，作為班級寒暑假返校打掃次數的依據。 

(三)週一至週五 08：30至 09：00與 15：00至 15：30 由衛生組稽核各班回收

情況，若有回收物滿溢之情況，則開班級整潔改善通知單，1月內累積滿 5張

整潔改善通知單則增加該班級寒、暑假返校打掃次數 1次。 

(四)環保服務隊: 

  1、高一環保股長未前往資源回收場簽到，處以愛校服務乙次。 

  2、環保股長已簽到但輪值同學未依規定時間前往，由環保股長提供名單處 

     以愛校服務乙次，累積滿三次記警告乙次。 

(五)本辦法之實施列入整潔競賽評分。 

陸、經費處理 

  由高一各班環保服務隊負責協助回收資源之販賣，回收所得存入環保基金

專戶，作為全校性之環保相關經費及公益活動費。 

柒、本辦法經校長核定後公佈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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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學年度第 1學期班級教室樓層廁所打掃輪值表 

週次 日期  明道樓 1  明道樓 2  明道樓 3 自強樓 1 自強樓 3 自強樓 4 正誼樓 1 正誼樓 2 正誼樓 3 正誼樓 4 

1 08/31-09/04 101 106 111 118 121 125 201 204 212 220 

2 09/07~09/11 102 107 112 119 122 126 202 205 213 221 

3 09/14~09/18 103 108 113 120 123 127 203 206 214 222 

4 09/21~09/25 104 109 114 118 121 125 128 207 215 223 

5 09/28~10/02 105 110 115 119 122 126 228 208 216 224 

6 10/05~10/09 101 106 116 120 123 127 201 209 217 225 

7 10/12~10/16 102 107 117 118 121 125 202 210 218 226 

8 10/19~10/23 103 108 111 119 122 126 203 211 219 227 

9 10/26~10/30 104 109 112 120 123 127 128 204 212 220 

10 11/02~11/06 105 110 113 118 121 125 228 205 213 221 

11 11/09~11/13 101 106 114 119 122 126 201 206 214 222 

12 11/16~11/20 102 107 115 120 123 127 202 207 215 223 

13 11/23~11/27 103 108 116 118 121 125 203 208 216 224 

14 11/30~12/04 104 109 117 119 122 126 128 209 217 225 

15 12/07~12/11 105 110 111 120 123 127 228 210 218 226 

16 12/14~12/18 101 106 112 118 121 125 201 211 219 227 

17 12/21~12/25 102 107 113 119 122 126 202 204 212 220 

18 12/28~01/01 103 108 114 120 123 127 203 205 213 221 

19 01/04~01/08 104 109 115 118 121 125 128 206 214 222 

20 01/11~01/15 105 110 116 119 122 126 228 207 215 223 

21 01/18~01/20 101 106 117 120 123 127 201 208 216 224 

工作內容：清理廁所垃圾桶、清洗洗手台與拖把槽並清除垃圾、補充洗手台肥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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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學年高一、高二外掃區衛生查驗紀錄單 

其他 

 

飲水機 樓梯(電梯) 洗手台 

(廁所、拖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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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廊、 

台階) 

班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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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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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評分時間:07:40-08:10、14:50-15:10  二、評分方法: 良好(2)、尚可(1)、待加強(0) 

三、 /為免評分                                                        年   班    號   姓名 

 

 

 

110學年高一、高二教室內衛生查驗紀錄單 

電

腦

桌 

垃圾、回收、 

廚餘 

黑板 門窗 講台 教室地面 

(走廊) 

班級 

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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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
淨 

廚
餘(

桶
蓋
上) 

回
收
物
分
類 

垃
圾 

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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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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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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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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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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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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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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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 

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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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一、 評分時間:07:40-08:10、14:50-15:10   二、評分方法: 良好(2)、尚可(1)、待加強(0) 

                                                       年   班    號   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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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高一外掃區分配文字說明 
班級 外掃區域 

101 格物樓電梯側 1~4 樓樓梯、電梯（含無障礙坡道及花圃)及近坡道的 3 階台階 

102 格物樓 1~4樓走廊含另一側的教室走廊及近廁所外牆的 3階台階（含洗手台及飲水機） 

103 格物樓近活動中心側樓梯 1~4 樓樓梯（含廁所前空地） 

104 明道樓 106 教室前ㄇ型車擋到正誼樓 228 教室外牆前柏油路（含自行車停放區） 

105 近自強樓側 1/2 籃球場（含石椅四周、格物樓的階梯及榕樹周圍） 

106 
左起活動中心右到明道樓 101 教室前柏油路（含活動中心與球隊宿舍通道間空地、明

道樓與圍牆間空地） 

107 明道樓多功能教室前到 106 教室前柏油路（含拖把槽、花台、花圃及水溝） 

108 操場（含跑道四周石椅、花圃、花台）及單雙槓周圍草地【禁入跑道及中央草皮】 

109 明道樓 106 教室外牆與面對側門左側連線到國語實小圍牆間空地 

110 106 教室外牆到國語實小圍牆間的停車場（含車道、黃網區及涼亭） 

111 活動中心近明道樓入口的 2 樓走廊及 3 樓籃排球場 

112 活動中心近游泳池側的 1~4 樓樓梯（含 3 樓的樓梯入口空地及水槽、飲水機） 

113 活動中心近明道樓側入口空地、地下室~4 樓樓梯（含 3 樓的樓梯入口空地、飲水機） 

114 活動中心 3 樓舞台及階梯、側邊空地及後方走廊空地（含水槽及飲水機） 

115 活動中心 4 樓觀眾席及 3 樓到 5 樓的樓梯 

116 明道樓 2 側 1~3 樓樓梯（含川堂、佈告欄、飲水機及 2 樓教師辦公室走廊） 

117 明道樓多功能教室後面外牆到 106 教室後面外牆與面對側門左側連線間的空地 

118 
近活動中心側的 1/2 籃球場（含格物樓與活動中心間空地與柏油路、體育組辦公室前

走廊及飲水機） 

119 自強樓 2 側的 1~4 樓樓梯（含扶手、川堂）及自強樓所有的飲水機與柏油路間階梯 

120 排球場（含 100 公尺起跑點、榕樹下、鳳凰樹下及場側的石椅四周） 

121 自強樓前與排球場間柏油路（含自強樓前花圃及石椅四周） 

122 
自強樓後方與網球場間（含水溝）及從泉州街側門經科學館與網球場、自強樓到排球

場間的柏油路 

123 科學館前與排球場間柏油路（含水溝、花圃、無障礙坡道及 1 樓入口前空地階梯） 

125 
自強樓 121 教室右側外牆與棒球練習場間空地（含水泥台、大榕樹下及無障礙坡道平

面及坡道內空地） 

126 
自強樓與籃球場間柏油路（含）經鐵皮屋、回收場、垃圾子車到寧波西街後門之間空

地(含清洗台四周) 

127 格物樓後方及活動中心後方與圍牆間空地（含水溝、花台及窗台） 

128 格物樓 1-4 樓廁所、洗手台、拖把槽及補充肥皂 

班級所在樓層的廁所清潔：清理廁所垃圾桶、清洗洗手台與拖把槽並清除垃圾、更換濾網、

補充洗手台肥皂※廁所掃區請隨手關燈；外掃區有水溝者，請務必將水溝清理乾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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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高二外掃區分配文字說明 

班級 外掃區域 

201 夢紅樓 1 樓（含樓梯）及夢紅樓與致知樓之間的空地（含花台及草圃） 

202 夢紅樓 2—3 樓樓層走廊（含樓梯） 

203 夢紅樓 4—5 樓樓層走廊（含樓梯） 

204 夢紅樓 6—7 樓樓層走廊（含樓梯） 

205 (前)熱食部與早餐部到圍牆間的柏油路（含大榕樹下、石椅及清洗台空地） 

206 大門口右側的機車棚（含水溝） 

207 紅樓 1 樓走廊、入口處空地（含兩側無障礙坡道）、紅樓 2 樓走廊、空地（含樓梯、

樓梯扶手及樓梯所圍成之大廳空地） 

208 正誼樓與操場之間空地（含水溝、花台內外、階梯及無障礙坡道） 

209 資源大樓（圖書館上方）3—4 樓走廊（含出電梯前大廳） 

210 資源大樓右側（圖書館端）1--5 樓樓梯（含 1 樓及 5 樓的電梯前大廳及飲水機） 

211 (前)熱食部到生涯資訊室之間的柏油路（含花圃、水溝及自行車停放區） 

212 個別諮商室到面對紅樓左側的 1/2 圓環之間的柏油路（含川堂、門房四周、花圃內、

花圃四周水泥磚及水溝） 

213 面對紅樓右側的 1/2 圓環到總務處之間的柏油路（含川堂、花圃內、花圃四周水泥磚

台及水溝） 

214 致知樓 1—4 樓樓梯、樓梯轉角平台及飲水機 

215 莊敬樓右側（面對朝會講台）1—4 樓樓梯、1—4 樓走廊（含健康中心前、學務處佈

告欄前、輔導室佈告欄前）及飲水機 

216 莊敬樓左側（面對朝會講台）1—4 樓樓梯、走廊（含教務處佈告欄前）及飲水機 

217 致知樓 1—2 樓廁所、洗手台及拖把槽（含廁所與洗手台之間空地、1 樓的室外拖把

槽及補充洗手台肥皂） 

218 致知樓 3—4 樓廁所、洗手台及拖把槽（含廁所與洗手台之間空地及補充洗手台肥皂） 

219 正誼樓與紅樓之間（含教務處前無障礙坡道、柏油路、石椅、花圃及水溝） 

220 正誼樓與紅樓之間（柏油路、石椅、花圃及水溝） 

221 致知樓與紅樓之間（含階梯、柏油路、花圃、水溝及石椅） 

222 致知樓與紅樓之間（含階梯、柏油路、花圃、水溝及石椅） 

223 紅樓人事室到後端外牆到國語實小圍牆之間柏油路（含椰子樹下） 

224 正誼樓 1—4 樓樓梯、洗手台前空地及飲水機 

225 朝會講台（含講台空地及講桌）及致知樓與操場之間空地（含水溝、花台內外、階

梯及無障礙坡道） 

226 資源大樓（圖書館）前廣場、1 樓走廊及與科學館之間的通道(含牆面平台) 

227 致知樓與資源大樓之間的紅磚空地（含景觀花園與無障礙坡道及花台） 

228 科學館左右兩側地下室到頂樓的樓梯，午間打掃館內 1—4 樓大廳、實驗室 
班級所在樓層的廁所清潔：清理廁所垃圾桶、清洗洗手台與拖把槽並清除垃圾、更換濾網、

補充洗手台肥皂※廁所掃區請隨手關燈；外掃區有水溝者，請務必將水溝清理乾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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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含自強

樓前花
圃及石

椅)

122

123
120

106

107

117

109

110

104

101格物樓電梯側1-4

樓樓梯及電梯。
102格物樓 1-4樓走廊
含樓梯另側。
103格物樓近活動中
心1-4樓樓梯(含廁所
前空地)。
128 格物樓1-4樓廁所

111近明道樓入口的2樓走廊及
3樓籃排球場。
112近游泳池側的1-4樓樓梯(含
3樓樓梯入口空地及水槽和飲
水機)。
113近明道樓側入口空地 、地
下室到四樓樓梯。
114 3樓舞台及階梯、 側邊空
地及後方走廊空地(含水槽與飲
水機)。
115 4樓觀眾席及3-5樓樓梯。

116明道樓
兩側1-3樓
樓梯(含川
堂、布告
欄、飲水
機及2樓辦
公室走廊)。

106

108(操場含四周石倚、花圃、花台)

籃球場(含石
椅、格物樓
階梯及榕樹
周圍)

籃球場(含
格物樓與
活動中心
間空地與
柏油路)

四周柏油路
(含明道樓與
圍牆間空地)

柏油路
(含拖把
槽、花
台、、花
圃及水溝)

明道樓106

到多功能教
室後面外牆
與面對側門
左側連線間
的空地

停車場
(含車道、
黃網區
及涼亭)

柏油路含
自行車停
放區

排球場含100

公尺起跑點、
榕樹下、鳳凰
樹下及場側的
石椅

含花圃、
無障礙坡
道及1樓入
口前空地、
階梯

柏油路
含水溝

含水泥台、
大榕樹下
(含無障礙坡道

平面及坡道內
空地)

明道樓106

教室外牆與
面對側門左
側連線到國
語實小圍牆
間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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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海 路

朝會講台

排
球
場

籃 球 場

網球場

大 操 場
東
側
門

臺北市立建國中學高二外掃區平面圖
寧 波 西 街

泉
州
街

國
語
實
小

致知樓

夢紅樓

科學館

資源大樓

自
強
樓

活動中心

明
道
樓

紅樓

莊
敬
樓

格物樓

正誼樓

熱食部 傳達室
大門

後門

停
車
場
(2)

停
車
場
(3)

宿舍 宿舍

宿
舍

資源
回收
區

博
學
講
堂

213
(含川堂、
花圃及水溝)

223

(含黃網區)
223
(含椰子
樹下)

212
(含川堂、
花圃及水溝)

總務處個別諮商室

熱食部

211
(含花圃、
水溝及自行

車停放區)

205
(含大榕樹下、

石椅及清洗台空地)

227
(含景觀花園、

品格牆、
無障礙坡道及

花台)

201 1樓走廊
202 2-3樓走廊(含樓梯)

203 4-5樓走廊
(含樓梯及空中花園)

204 6-7樓走廊(含樓梯)

209 3-4樓走廊(含出電梯前大廳)

210 圖書館端1-5樓樓梯
(含1樓及5樓的出電梯前大廳)

201
(含花台及
草圃)與夢紅
樓1樓(含樓梯)

219221

224 1-4樓樓梯、洗

手台前空地及飲水機

214 1-4樓樓梯、平台及飲水機

217 1-2樓廁所、洗手台及拖把

槽(含廁所與洗手台間空地、1樓的
室外拖把槽及補充洗手台肥皂)

218 3-4樓廁所、洗手台及拖把
槽(含廁所與洗手台間空地及補
充洗手台肥皂)

207 2樓走廊、空地(含樓梯、樓梯

扶手樓梯所圍成之大廳空地)
1樓走廊、入口處空地(含兩側
無障礙坡道)

停車場(1)

225
朝會講台(含講台空地及講桌)
致知樓及操場間空地(含水溝、
花台內外、階梯及無障礙坡道)

208
正誼樓及操場間空地

(含水溝、花台內外及階梯)

215 面對朝會講台右側1-4樓樓梯、走廊

(含健康中心前、學務處佈告欄前及
輔導室佈告欄前)及飲水機

216 面對朝會講台左側地下室-4樓樓梯、

走廊(含教務處佈告欄前)及飲水機

226

206 機車棚(含水溝)

228

220222

早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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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國中學 110學年度第一學期  掃具數量 清點/請領/保管表 

品項 樣式 實 

有 

數 

量 

品項 樣式 實 

有 

數 

量 

掃把   竹掃把 (外掃區)  

畚斗   麻布袋 (外掃區)  

水桶   鐵夾   

抹布   廚餘桶/蓋   

棉布拖把 

 

 垃圾桶/蓋 

 

 

擰水器 

 

 資源回收容

器 

 

 

海綿拖把 

 

 資源回收容

器 

 

 

長柄刷 

 

 資源回收容

器 

 

 

手拿刷 

 

 馬桶刷 

 

 

  

 

    

一、請各班確實保管班級掃具，倘惡意毀損請照價賠償；倘需更換時，請洽衛生組。 

二、本單請於 9 月 31日下午 5點前交回衛生組，逾時未交者，衛生股長處愛校服務乙次。 

班級：           導師簽名：        衛生股長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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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考大掃除通知暨檢核表 
各位衛生股長您好： 

為維持優質的學習環境，請各位衛生股長督導班上同學做好班級教室及外掃區域的掃除

工作： 

一、110年 10/14、12/1及 111年 1/6、1/20，規劃為班級大掃除，已排入行事曆。 

二、大掃除時間及回收場開放時段，視教務處考程確定後另行通知。 

三、衛生組於每次定期考大掃除前皆會召開衛生股長之工作會議。 

四、垃圾桶、廚餘桶、回收桶，請收回教室內放置妥當。 

五、請班長在該班完成掃除後，先行檢核並填妥表格與班級資料，再找各班導師複檢 

    及簽名，並交回衛生組。 

六、檢核表未繳回或行政檢查不合格之班級，衛生組將開立衛生改善單（紅單）並列 

    入當月班級整潔成績評比。 

 

檢 核 表               年         班       已完成打掃   

 

班級幹部簽名處    班長______________ 衛生股長_______________ 

                              

                          導師____________________（簽名）  

學務處 衛生組  

 掃除重點 檢核點（執行並完成請打□） 

1 刷洗教室及走廊的地板 □是    □否 

2 刷洗蒸飯箱層架、底盤及本體擦拭乾淨 □是    □否 

3 刷洗回收桶（箱）、廚餘桶 □是    □否 

4 刷洗班級資源回收桶放置櫃（含掃具櫃） □是    □否 

5 玻璃、窗框擦拭乾淨 □是    □否 

6 清空傘掛櫃並將底盤刷洗乾淨 □是    □否 

7 

外

掃

區 

（a）室內區：樓地板拖地、清洗擦拭飲水機 □是    □否   □不適用 

（b）戶外區：加強清除花圃角落內、樹根

上、水溝內的堆積落葉 

□是    □否   □不適用 

（c）樓梯：刷洗樓梯平台及階梯 □是    □否   □不適用 

（d）廁所：刷洗地板及洗手台 □是    □否   □不適用 

8 清空班級資源回收物及垃圾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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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建國高中 109 學年度運動代表隊榮譽榜 

游泳隊 

109年全國總統盃分齡游泳錦標(9/2-9/7) 

15-17歲男子組 

200公尺自由式   侯柏宇 第四名  (成績：01:56.66) 

200公尺自由式   高學澤 第七名  (成績：02:01.36) 

50公尺蝶式      侯柏宇 第五名  (成績：00:26.34) 

50公尺蝶式      洪子恩 第七名  (成績：00:26.43) 

100公尺蝶式     侯柏宇 第二名  (成績：00:56.87) 

50公尺蝶式      侯柏宇 第五名  (成績：00:26.34) 

50公尺蝶式      洪子恩 第七名  (成績：00:26.43) 

50公尺仰式      簡立璿 第一名  (成績：00:27.34) 

50公尺仰式      洪子恩 第三名  (成績：00:27.93) 

50公尺仰式      黃柏閎 第七名  (成績：00:28.95) 

200公尺蝶式     侯柏宇 第三名  (成績：02:05.71) 

200公尺蝶式     呂沁恩 第四名  (成績：02:08.87) 

100公尺仰式     簡立璿 第一名  (成績：00:58.06) 

100公尺仰式     洪子恩 第二名  (成績：00:59.63) 

100公尺仰式     許珈銘 第六名  (成績：01:02.08) 

200公尺仰式     簡立璿 第一名  (成績：02:06.02) 

200公尺仰式     許珈銘 第二名  (成績：02:10.65) 

200公尺仰式     侯柏宇 第四名  (成績：02:11.99) 

200公尺混合式   高學澤 第六名  (成績：02:15.33) 

 

18以上男子組  

50公尺自由式    林育緯 第四名  (成績：00:23.94) 

50公尺自由式    王相程 第七名  (成績：00:24.78) 

200公尺自由式   王冠閎 第一名  (成績：01:50.92) 

50公尺蛙式      林育緯 第四名  (成績：00:29.34) 

100公尺蛙式     林育緯 第三名  (成績：01:05.12) 

200公尺蛙式     林育緯 第五名  (成績：02:25.92) 

50公尺蝶式      王冠閎 第一名  (成績：00:24.75) 

50公尺蝶式      劉志傑 第八名  (成績：00:2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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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公尺蝶式     王冠閎 第一名  (成績：00:52.77) 

200公尺混合式   王冠閎 第一名  (成績：02:05.26) 

109學年度臺北市中等學校運動會(1/3-1/6) 

高中男子組 

50公尺自由式   林育緯  第一名  王相程  第三名  黃 翊 第六名 

100公尺自由式  高學澤  第一名  黃 翊  第八名   

200公尺自由式  高學澤  第二名  呂沁恩  第四名 

400公尺自由式  蘇友翔  第七名 

800公尺自由式  蘇友翔  第七名   

50公尺仰式     簡立璿  第一名  黃柏閎  第五名 

100公尺仰式    簡立璿  第一名  許珈銘  第三名  洪子恩  第四名 

200公尺仰式    簡立璿  第一名  許珈銘  第二名   

50公尺蛙式     林育緯  第一名  盧念祖  第六名   

100公尺蛙式    林育緯  第一名  盧念祖  第六名   

200公尺蛙式    盧念祖  第三名   

50公尺蝶式     洪子恩  第二名  劉志傑  第三名  李天曦 第五名 

100公尺蝶式    侯柏宇  第一名  呂沁恩 第二名 

200公尺蝶式    侯柏宇  第一名  李天曦 第六名 

200公尺混合式  許珈銘  第二名  高學澤  第三名 

400公尺混合式  侯柏宇  第二名  廖冠誠  第八名   

4×100公尺自由式接力 林育緯 高學澤 簡立璿 侯柏宇 第一名 

4×200公尺自由式接力 洪子恩 高學澤 侯柏宇 林育緯 第一名 

4×100公尺混合式接力 簡立璿 林育緯 侯柏宇 高學澤 第一名 

 

110年全國春季游泳錦標賽(2/27-3/2) 

游泳 15 ~ 17歲級男子組 

50公尺自由式   高學澤 第四名 

100公尺自由式  高學澤 第五名 呂沁恩 第六名 

200公尺自由式  高學澤 第五名 呂沁恩 第六名 

400公尺自由式  侯柏宇 第八名  

800公尺自由式  侯柏宇 第一名 

1500公尺自由式 侯柏宇 第一名 

50公尺仰式     許珈銘 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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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公尺仰式    許珈銘 第一名  

200公尺仰式    許珈銘 第一名 

50公尺蝶式     李天曦 第三名 呂沁恩 第七名 

100公尺蝶式    呂沁恩 第四名 李天曦 第七名 

200公尺蝶式    呂沁恩 第三名 

游泳 18及以上歲級男子組 

50公尺自由式   林育緯 第四名 

50公尺蛙式     林育緯 第五名 

100公尺蛙式    林育緯 第三名 

50公尺蝶式     林育緯 第三名 

 

110年全國春季游泳錦標賽(2/25-3/1) 

游泳 15 ~ 17歲級男子組 

50公尺自由式  高學澤 第四名 

100公尺自由式 高學澤 第五名 

200公尺自由式 高學澤 第五名 呂沁恩 第六名 

50公尺仰式    許珈銘 第一名 

100公尺仰式   許珈銘 第一名 

200公尺仰式   許珈銘 第一名 

50公尺蝶式    李天曦 第三名 呂沁恩 第七名 

100公尺蝶式   呂沁恩 第四名 李天曦 第七名 

200公尺蝶式   呂沁恩 第三名 

18及以上歲級男子組 

50公尺自由式 林育緯 第四名 

100公尺蛙式  林育緯 第三名 

50公尺蝶式   林育緯 第三名 

110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4/17-4/22) 

高男組游泳 50公尺仰式  簡立璿  金牌 

高男組游泳 100公尺仰式 簡立璿  金牌 

高男組游泳 200公尺仰式 簡立璿  金牌 

高男組游泳 50公尺蛙式  林育緯  金牌 

高男組游泳 100公尺蛙式 林育緯  金牌 

高男組游泳 200公尺蝶式 侯柏宇  金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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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男組游泳 4x100公尺混合式接力 簡立璿、林育緯、侯柏宇、高學澤 金牌 

高男組游泳 4×100公尺自由式接力 簡立璿、林育緯、侯柏宇、高學澤 金牌 

高男組游泳 50公尺自由式 林育緯 銀牌 

高男組游泳 4×200公尺自由式接力 呂沁恩、高學澤、林育緯、侯柏宇 銀牌 

高男組田徑 4x100公尺接力 湯奇穎、周宇晟、石育瑄、胡育豪 銀牌 

高男組游泳 100公尺仰式 許珈銘 銀牌 

高男組游泳 200公尺仰式 許珈銘 銀牌 

高男組游泳 200公尺自由式 高學澤 銅牌 

高男組游泳 400公尺混合式 侯柏宇 銅牌 

高男組游泳 200公尺混合式 許珈銘 第四名 

高男組游泳 100公尺蝶式 侯柏宇 第四名 

高男組游泳 100公尺自由式 高學澤 第四名 

高男組游泳 100公尺蝶式 呂沁恩 第六名 

高男組游泳 100公尺仰式 洪子恩 第六名 

高男組游泳 50公尺蝶式  洪子恩 第七名 

高男組游泳 50公尺仰式  洪子恩 第七名 

高男組游泳 200公尺自由式 呂沁恩 第八名 

高男組游泳 200公尺混合式 高學澤 第八名 

 

田徑隊 

109學年度臺北市中等學校運動會(3/2-3/5) 

高中男子組 

110公尺跨欄  張皓程 第一名 吳柏君 第三名 

100公尺      周宇晟 第一名 湯奇穎 第二名 胡育豪 第三名 

200公尺      胡育豪 第二名 石育瑄 第五名  

400公尺      王學駿 第五名 林哲煜 第七名 

400公尺跨欄  王學駿 第一名 吳柏君 第二名 

800公尺      高健銘 第三名 李坤易 第六名 

1500公尺     高健銘 第七名 

4×100公尺接力 胡佳君 周宇晟 黃研皓  胡育豪 第一名 

4×400公尺接力 林哲煜 石育瑄 胡佳君  黃研皓 第三名 

標槍          葉正文 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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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新北市全國青年盃田徑錦標賽(3/8-3/12) 

高中男子組 

100公尺      湯奇穎 第三名  周宇晟 第三名  胡育豪 第八名 

400公尺      王學駿 第八名 

110m跨欄     張皓程 第六名  吳柏君 第七名 

4x100m接力   沈柏廷 湯奇穎 石育瑄 胡育豪 第五名 

4*400m接力   李坤易 石育瑄 胡育豪 王學駿 第六名 

109年臺北市秋季全國田徑公開(9/17-20) 

100公尺  湯奇穎 第一名 周宇晟 第二名 

200公尺  胡育豪 第七名 

110m跨欄 張皓程 第七名 

400m跨欄 王學駿 第六名 

4x100m接力 胡佳君 周宇晟 黃研皓 胡育豪 第三名 

109年桃園市全國田徑分齡賽 

110m跨欄 張皓程 第二名 

109年新北城市盃全國田徑公開賽(10/4-10/7) 

100公尺  湯奇穎 第四名   胡育豪 第五名 

110m跨欄 張皓程 第四名 

400m跨欄 王學駿 第七名 

4x100m接力 湯奇穎 周宇晟 黃研皓 胡育豪 第二名 

4x400m接力 湯奇穎 黃研皓 王學駿 劉毅群 第四名 

109 年全國中等學校田徑錦標賽(11/6-11/9) 

100公尺  胡育豪 第四名 (成績: 11.04) 

800公尺  高健銘 第六名 (成績: 2:00.45) 

110m跨欄 張皓程 第四名 (成績: 14.50) 

4x100m接力 石育瑄 周宇晟 黃研皓 胡育豪 第二名  (成績: 41.51)  

4x400m接力 李坤易 石育瑄 黃研皓 劉毅群 第六名  (成績: 3:24.54) 

110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4/17-4/22) 

高男組田徑 4x100公尺接力   湯奇穎、周宇晟、石育瑄、胡育豪  銀牌 

高男組田徑 110公尺跨欄(0.991m)  張皓程 第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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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男組田徑 100公尺  胡育豪  第四名 

高男組田徑 800公尺  高健銘  第七名 

高男組田徑 100公尺  湯奇穎  第七名 

 

網球隊 

109學年度臺北市教育盃網球賽 

硬式網球 

高中男生甲組團體   第一名  李享、陳重宇、張耀元、杜宇哲、陳柏鈞、楊凱翔、賴禹舜 

高中男生甲組單打   楊凱翔 第一名   巫秉融 第二名 

高中男生甲組雙打   陳柏鈞/賴禹舜 第三名 

                    

軟式網球 

高中男生團體    第一名 吳承宇、李宸、鍾曜、劉子誠、蔡丞翔、周順德、鄭宇炘、楊昕昱 

高中男生單打  楊昕昱 第一名 

高中男生雙打 鍾曜/劉子誠 第一名 

蔡丞翔/周順德 第二名        

蘇禹丞/鄭宇炘第三名 

110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4/17-4/22) 

高中男生甲組團體   銅牌   李享、杜宇哲、張耀元、陳柏鈞、陳重宇、楊凱翔、賴禹舜 

高男組網球單打賽   楊凱翔  第六名 

高男組網球雙打賽   陳柏鈞、賴禹舜  第八名 

橄欖球隊 

75屆全國 15人制橄欖球錦標賽   

高中男子組第一名 

75屆全國七人制橄欖球錦標賽    

高中男子組第一名 

109年全國中正盃橄欖球錦標賽   

高中男子組第一名 

桌球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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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學年度臺北市教育盃桌球賽  

高男團體甲組 第三名 

排球隊 

109學年度臺北市教育盃排球賽  

高中男子組甲組 第四名 

籃球隊 

109學年度臺北市教育盃籃球賽   

高中男子甲組 第五名 

教師組羽球隊 

109學年度臺北市教育盃羽球賽  高中男子教師組 第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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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學年度新生各項健康檢查項目及注意事項 

檢查時間 項目 檢查地點 注意事項 

9/24、28 

週五、週二 

上午 10點前 

尿液 

初篩 

家中自行

留取，由

班長收齊

後送回健

康中心 

一、為確保檢查結果之正確性，請依說明收集。 

1.檢查前一天晚上請勿服(食)用含維他命 C之藥品、含

高糖分之飲料(可樂、果汁)，晚上就寢前，請先將尿

液排放乾淨。 

2.當天早上起床後，請將第一次尿液先排掉前面一部

份，留取中段尿，裝入尿液試管收集約 8分滿，將尿

液試管蓋子壓緊蓋好，建議放入塑膠夾鏈袋直立放

置。標籤資料填寫完整且貼緊尿液試管。 

3.到校後交給班長統一收齊後，以班為單位送至體檢現

場尿液檢查區。 

4.尿液檢查結果無異狀者不另行通知，結果有異狀者由

學校另通知複檢。 

二、檢查結果 

1.初檢：篩檢項目含尿糖、尿蛋白、尿潛血及尿液酸鹼 

  值。 

2.精密檢查：由醫院作成複檢結果異常學生名單，建議 

  複檢陽性學生至醫院進行精密檢查，相關費用由學生 

  家長負擔，學校不再另行付費。 

9/23下午 

週四 

1:00~4:00 

胸部 X

光篩檢 

科學館前

廣場安排

X光檢查

車 

1.檢查當天胸前請勿配帶金屬物品及項鍊或其他金屬、 

塑膠飾品。執行此項檢查時，請依放射師口令配合吸氣

動作；並注意上下階梯與環境之安全。 

2.胸部 X光檢查結果有異狀者先發通知就醫，無明顯異

常，待所檢查項目都完成後一併彙整後通知。 

10/8週五、

10//18週一 

上午 10點前 

尿液 

複檢 

家中自行

留取，由

班長收齊

後送回健

康中心 

複檢：由醫院依據初檢結果異常學生名單，通知學校轉知

其進行複檢。 

 (註：尿液異常定義為尿蛋白、尿糖、尿潛血其一為

Trace或酸鹼值  5.0-8.0 範圍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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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週一、

10/5週二 

下午 

心臟病

篩檢 

資源大樓 

  五樓 
非臺北市畢業國中之畢業生〈臺北市畢業國中者已做過〉

請家長填寫同意書 

10/20、21、22 

週二~週四 

新生健

康檢查 

〈含抽血〉 

資源大樓 

 五樓 
一、理學檢查： 

1.煩請家長詳閱檢查通知之學生健康檢查說明事項，並 

 協助向貴子女說明，若有任何疑慮，歡迎請以回條或電 

 話與學校健康中心聯絡。 

2 .檢查當天請勿點眼藥膏、餐後請刷淨牙齒，穿著體育 

服裝（二截式）。 

3.檢查時學生持自己的健康檢查卡及檢查結果通知單，

依序接受各科醫師檢查。 

4.胸、腹部檢查時上衣需上拉至胸部上緣，原則上需露

出整個胸部（女生不須脫去內衣），以利醫師視診胸廓

及腹腔外觀及聽診心肺聲音，男生泌尿生殖器檢查時

褲子需褪至大腿一半處，並接受醫師觸診。上述檢查

因涉及隱私，會有簾幕、屏風遮蔽，醫院工作人員、

健康中心護理師、或愛心義工會在檢查現場給予協

助。 

5.※承辦醫院因人力調度，不一定有與受檢學生同性別

醫師，檢查當天對於胸、腹部檢查，醫院會尊重學生

意願，請家長及學生於同意書回條簽名確認 

二、血液檢查： 

1.血液檢查項目包括血液常規檢查、肝功能、腎功能、

血糖、三酸甘油酯、膽固醇（含高密度膽固醇）等項

目。受檢學生需空腹 6-8 小時，請於前日午夜 12點以

後停止進食，請勿劇烈運動，如身體有特殊狀況，請告

知健康中心，並於抽血前告知工作人員。 

2.如果口渴只能喝白開水，不能喝其他飲料，以免影響

檢驗結果，請自備早餐，健檢完成後即可進食。 

招作業中接種

日期尚未確定 

流感疫

苗接踵 

資源大樓 

五樓 
依據家長同意書造冊，當天由醫療單位評估身體狀況、有

無發燒，決定是否施打。無法施打會開立補接種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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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力回條複檢規定 

  健康中心每學期定期皆會為學生測量身高、體重、視力等健康檢查

項目。依教育部訂健康指標:視力篩檢裸眼視力值任一眼低於 0.9者(

含 0.8)，應通知家長帶往眼科複查視力回條處理方式： 

1.依據說明建議就醫，於期限內完成複檢繳回。 

2.倘若寒、暑假或近期內已就醫，附上檢查結果，請家長在身高、 

  重、視力測量結果通知單（參閱附件說明）上敘明以下資料 

  ①左、右眼度數 

  ②醫師建議事項 

  ③醫療院所名稱及就醫日期  

  ④家長完成簽名 繳回即可。 

3.尚未就醫者，健康中心於各年級量測完後，會請班級幹部提醒同 

  學，並請交付『催交通知』，盡快就醫，遺失通知單者可前來健康 

  中心補印。 

麻煩各位家長跟我們一起關心學生健康狀況。謝謝您的協助與配合！ 

                健康中心  敬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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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教官室 
<教官室：主任教官蔣篤明> 

一、 教官室在做什麼 

(一)全民國防課程教學 

(二)校園安全維護 

(三)生活輔導教育 

 

二、 教官室有哪些成員 

主任教官 陸軍 蔣篤明 生輔組長 老師 蔡家豪 

教官 陸軍 吳栢宇 教官 陸軍 戴慎孜 

學務老師 郭宗英 學務老師 廖啟宏 

學務老師 張瑞元 學務老師 林詩蓉 

學務老師 陳彥賓 學務老師 張倫瑋 

 

三、 教官的殷殷期許 

(一)遵守校規維護校譽（規定詳如學生手冊）。 

(二)勿因惡小而為之（穿拖鞋、曠課、爬牆、作弊等…）。 

(三)自我財物保管很重要（外堂課門窗要上鎖、留 2位值日生）。 

(四)尊敬師長（問早道好說再見、上課服裝要莊重）。 

(五)多一分堅毅與挫折容忍 (課業、感情)。 

(六)維護教室、校園整潔，協助資源回收，節能減碳愛地球。 

 

建中三年的生活，是好、是壞，選擇權與決定權，掌握在你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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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官室-宣導事項 

一、「教官室」24hr 電話聯絡方式： 

★02-23034381 # 321~323 

★請假問題 02-23034381 # 304、305(生輔組) 

★校安專線 02-23047272（緊急連絡電話 24hr） 

二、校園交通安全： 

(一)騎乘腳踏車進入校園時請用牽行方式，並停放於專用架上，請勿隨意棄置、

停放腳踏車。 

(二)為維護同學安全，避免人、車爭道發生危險，請同學進、出學校大門時靠

兩側及圓環後方行走，避免直接穿越圓環前方。 

三、東、西側門開放時間： 

★東側門：早上/開放時間 0610 至 0900。下午/放學 1600時至 2150。 

西側門：早上/開放時間 0610 至 0900。下午/放學 1600時至 1800。 

★嚴禁爬牆：依據學生手冊「學生獎懲實施要點」規定，爬牆「小過乙次」。 

四、學生服儀管理： 

    ★上學及放學進出校園時(包含中午申請外出)，學生得選擇合宜混合穿著學

校校服與運動服，否則須配戴可資識別學生身分之證件以供查驗(包含與

校服、運動服混合搭配進出校園)；未依規定的同學採輔導、規勸等方式，

並請同學完成愛校服務 1小時。 

    ★服裝儀容未依規定的同學(例如：穿拖鞋等…)，教官、學務老師仍會持續

採輔導、規勸等方式，並請同學自行攜帶椅子至教官室靜坐 50分鐘。 

五、朝會秩序維護： 

(一)每一橫列(不含班長)9位同學。 

第一橫列第一位同學站在地面定位標示後方。 

其餘同學向前標齊對正。 

(二)參加朝會應保持肅靜（避免聊天、飲食、閱讀書報、使用 3C 產品…等）。 

六、校園安全要注意的事： 

  (一)請各位同學只要上外堂課門窗上鎖，教室一定要留 2位值日生，加強個人

財物保管，並隨手關閉電燈、冷氣。 

  (二)發現有可疑的人在校園非開放時間出現、教室發現大量補習班傳單(請告

知教官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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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兵役業務須知 
 

一、役男出境，應經事先申請核准，以免造成困擾，影響遊興。 

役政署指出，依據「兵役法施行法」第 48 條及「役男出境處理辦法」

第 4條規定，役齡男子尚未履行兵役義務者，出境應經核准，但是，

近年來經常有已達役齡身分者，因為出國前沒有辦理役男出境核准手

續，以致於在出國當天到了機場，卻因具有役男身分而遭境管人員擋

駕，無法順利出境的問題，美好的出國計畫因此泡湯。 

 

舉例：110年 1月 1日起，民國 91年次男子已屆 19歲，達法定兵役年

齡，具有役男身分，依法尚未服役的役男如果要出國應經核准；不過，

如果於役齡前的 18歲之年 12月 31日以前出境，出國並不需申請核准。 

註：以當年年度減出生年次大於或等於 19 者即達到兵役年齡， 

Ex.假設今年是 110年，A、B、C三男出生年次分別是 92、91、90， 

A還不是役男(110-92=18<19)，B是役男(110-91=19)，C也是

(110-90=20)。 

要出國短期旅遊的役男，可持護照、身分證及印章向鄉（鎮、市、區）

公所兵役單位提出申請，辦公時間內隨到隨辦；現就讀國內學校在學緩

徵役男，也可直接向移民署各服務站臨櫃申請，或以網路方式申請出境

(搜尋關鍵字：國內在學緩徵役男網路申請出國(境)核准)。 

 

二、有關役齡男子兵籍調查及緩徵作業相關事宜。 

達法定兵役年齡男子(簡稱役男)依程序會有徵兵四部曲，請參考新北市

當兵服務網 http://soldier.ntpc.gov.tw/soldier/new.aspx 有詳細

介紹，亦可洽教官室(02-23034381轉 322)。 

 
三、 83年次含以後役男二階段軍事訓練得於大學專科就讀期間申請服役。 

請詳內政部役政署官網

http://www.nca.gov.tw/web/page.php?p=P0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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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建國高中輔導室簡介 

一、 組織人員 

➢ 輔導主任：姚予婷主任 

➢ 輔導教師：林慈玥老師、蕭行芷老師（高一）  

      吳怡君老師、張月輝老師（高二） 

      簡邦宗老師、郭淑娟老師（高三） 

➢ 資源教室召集人：陳儀芳老師 

➢ 資源教師：范成芳老師、周宜璟老師（高一） 

      劉貞宜老師、周宜璟老師（高二） 

      曾毓芬老師、陳儀芳老師（高三） 

➢ 職員：林作峯先生 

➢ 駐區心理師：林家民諮商心理師 
 

二、地點 

➢ 輔導室：紅樓 1 樓東側 

➢ 資源教室：夢紅樓 1 樓 

三、硬體設備 

➢ 輔導室：辦公室 2 間、會議室 1 間、晤談室 5 間、 

    大團輔室 1 間 

➢ 資源教室：辦公室 1 間、晤談室 5 間、大團輔室 1 間 

四、網頁 

輔導室網頁、生涯資訊站網頁 

五、刊物 

CKmemo、家有建寶 

103103



六、主要輔導活動  

【輔導室】 

高一 高二 高三 

◎ 實施人格、性向及興趣測

驗，進行選課選班群輔導 

◎ 實施生涯規劃課程(自我探

索、認識環境、前程規劃、

時間管理、價值澄清) 

◎ 提供生涯資訊網站

（http://fudao.ck.tp.ed

u.tw/科系資料、學長之甄

選資料） 

◎ 個別晤談 

◎ 班級座談 

◎ 建中親子期刊-家有建寶 

◎ 提供寒暑假大學營隊訊息 

◎ 生涯資訊網站

（http://fudao.ck.tp.ed

u.tw/科系資料、學長之甄

選資料） 

◎ 個別晤談 

◎ 班級座談 

◎ 建中親子期刊-家有建寶 

◎ 提供寒暑假大學營隊訊息 

 

 

◎ 學長返校升學經驗座談 

◎ 實施大學學系探索量表 

◎ 實施生涯規劃加深加廣課

程 

◎ 邀請國內外大學教授進行

科系介紹 

◎ CKmemo（高三升學期刊） 

◎ 生涯資訊網站

（http://fudao.ck.tp.ed

u.tw/科系資料、學長之甄

選資料） 

◎ 蒐集學生應試書面資料 

◎ 個別晤談 

◎ 班級座談 

◎ 建中親子期刊-家有建寶 

◎ 學長甄選經驗談 

◎ 校內模擬面試 

◎ 甄選落榜生情緒輔導 

◎ 甄選上榜生之準大學生生

涯規劃 

◎ 選填志願輔導 

 

 

 
 

【資源教室】 

   生涯資訊站網頁 

環境-多元入學 

考試、甄選準備大全 

多元入學重要資訊 

各項參考成績 

學長經驗談 決策-生涯規劃 

CKmemo升學期刊 

什麼是生涯規劃？ 

選組/選系/選校？ 

生涯文選 

 

資訊-校系脈絡 

科系甘苦談 

大學校系 

留學資訊 

職業趨勢 

知己-自我探索 

我是個什麼樣的人？ 

我適合什麼？ 

各項測驗簡介… 

生涯資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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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教室】 

高一 高二 高三 

◎ 召開「個別化教育計畫會

議」(簡稱 IEP)並執行計畫

內容 

◎ 資源教室家長大會 

◎ 學生學校適應輔導 

◎ 視需求開設「特殊需求課程

選修」 

◎ 資源教室迎新(針對特殊

生)、感恩送舊餐會(全校師

長) 

◎ 特殊生全面重新鑑定安置 

 

◎ 召開「個別化教育計畫會

議」(簡稱 IEP) 並執行計

畫內容 

◎ 資源教室家長大會 

◎ 學生學校適應輔導 

◎ 視需求開設「特殊需求課程

選修」 

◎ 教育旅行特殊需求安排 

◎ 資源教室迎新(針對特殊

生)、感恩送舊餐會(全校師

長) 

 

◎ 召開「個別化教育計畫會

議」(簡稱 IEP) 並執行計

畫內容 

◎ 大考特殊需求考場申請 

◎ 資源教室家長大會 

◎ 學生學校適應輔導 

◎ 視需求開設「特殊需求課程

選修」 

◎ 身心障礙學生升大學甄試 

◎ 身心障礙學生升大專單獨

招生甄試報名與輔導 

◎ 召開「個別化轉銜計畫會

議」(簡稱 ITP) 並執行計

畫內容 

◎ 資源教室迎新(針對特殊

生)、感恩送舊餐會(全校師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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鍛鍊身心變強！建中老師推薦給準高中職生的口袋書單 

 

出處：親子天下 2017-07-17 

  

 

    曾任國中及高職輔導教師、現任建中專任輔導教師的鮑順聰，多年來陪伴青年學子成長，

深刻了解這階段孩子的「心煩」。近年他讓建中高一學生必須從他的書單中挑一本撰寫專題報

告，不少學生們到了高三仍持續給予好的回饋。究竟是什麼樣的書，對青春期孩子有如此深

的影響⋯⋯ 

 

作者：鮑順聰（建中專任輔導教師） 

 

    如果用一個字來形容青春期，我會選擇青少年最常掛在口邊的——「煩」！身心劇烈變

化、自我意識轉趨強烈、渴望同儕認同、甚至追尋生命與受苦的意義，多數父母師長都經歷

過這些，但很容易遺忘當時自己有多麼心煩意亂！ 

對於即將步入高中職的孩子，不論你飄落在第幾志願、選高中還是念高職、公立也好私

立也罷，客觀環境不會是決定性因素，如何善用所在環境的資源，為長遠的未來與寬廣的人

生做好準備，方為關鍵。 

    有幸在高中職陪伴青少年多年，容我推薦幾本書讓你放進行囊，給你壯壯行色！ 

 

◆ 給樂在學習的你 

 

    如果你想知道當一個樂在學習、不怕困難與挑戰的學習者？建議你先花個二十分鐘，聽

聽史丹佛大學心理學家 Dr. Carol Dweck在 TED的演講「相信你能進步的力量」(The Power of 

Believing You Can Improve)，再讀讀她累積多年研究與實務工作的精華《心態致勝》一書。 

圖片出處：Shutter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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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想學時間管理的你 

 

    如果你想知道如何善用時間，能夠更有效率，全心投入高中課業、人際與社團生活？讀

讀《用對能量，你就不會累》，書中提醒，人不可能像電腦一樣，高效能且多工運轉，永遠不

會累！人有意志能量極限，跟其他生物一樣，擁有「基礎作息週期」與「超晝夜節律」的自

然能量消長。研究發現，各領域表現優異的人，除了將能量花在刀口上，練習與工作時全神

貫注外，其實他們也休息得更好，讓自己的能量能夠恢復到更好的水準。 

 

◆ 給重視身心平衡的你 

 

    我們都知道，身體免疫力愈強，愈能承受無所不在的病毒與疾病的襲擊。同理，如果你

想知道如何面對無所不在的壓力，能夠讓自己有更好的心理免疫力？不要錯過知名身心醫學

家 Dr. Joan Borysenko的重要著作《聰明的餅乾壓不碎：找回你的天賦抗壓力》或《關照身

體．修復心靈》。 

 

◆ 給想增強心理素質的你 

 

    有沒有什麼比聰明才智，更重要的人生裝備？有沒有什麼比讀書考試、拿高分，更能讓

你預測你人生全面的成就？那就是能夠在各種困境與挫敗中，保持樂觀、積極，並且願意不

斷再接再厲的勇氣。請你別錯過正向心理學之父、賓州大學心理系教授 Dr. Martin Seligman

的《學習樂觀．樂觀學習》或《真實的快樂》，以及華裔心理學家 Dr. Angela Lee Duckworth

的《恆毅力：人生成功的究極能力》。 

    最後，你或許聽過關於「別急著吃棉花糖」的故事，知道故事的寓意是擁有「延宕滿足」

能力的人，能夠專注在長期目標，而不受當下欲望的干擾，在人生全程的長期的發展，也比

無法忍耐的人更好。不妨仔細讀讀棉花糖實驗的真正設計者 Walter Mischel給你的具體建議

《忍耐力》。 

    但有沒有可能，容易不自覺地失去了專注眼前、享受當下的自發與創造力？社會心理學

家 Philip Zimbardo《你何時要吃棉花糖？：時間心理學與七型人格》幫助你進一步，在為

了長期目標而忍耐，與能夠活在當下、享受自發與自在之中取得平衡。 

 

    有一天，當你發覺自己「耐」得了「煩」了，恭喜你，距離成熟與獨立也就不遠。祝福

你高中職生涯每天都豐盛而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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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

學習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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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

學生學習歷程檔案

為什麼要建置學生學習歷程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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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

學生學習歷程檔案包含哪些資料？

同學自行上傳

學生學習歷程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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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

課程學習成果
本學期修習、
具有學分之課程
 每科至多3件

總共至多10件
 每學期規定
 時間內上傳

多元表現
 不限件數
 注意系統容量

 每學年規定
 時間內上傳

上傳
同學需要做的事

上傳&送出認證

每
學
期

每
學
年

高
三
下

課程學習成果
每科系至多3件

勾選

多元表現
每科系至多10件

多元表現
總共至多10件

課程學習成果
總共至多6件

勾選

中央資料庫 甄選會招生報名平台臺北市學生學習歷程檔案

https://e-portfolio.cooc.tp.edu.tw/Portal.do

多元表現採認：
入學學年度7月1日起

學生學習歷程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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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

學校端作業內容

每
學
期

每
學
年

高
三
下

多元表現
總共至多10件

課程學習成果
總共至多6件

提交

中央資料庫

課程學習成果
(有學分的課程)

登錄提交

教師認證

臺北市學生學習歷程檔案

基本資料
 學籍資料
 校內幹部經歷

修課紀錄
 科目學分數
 學業成績

 課程諮詢紀錄
(不提交至中央資料庫)

學生學習歷程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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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

1 大學招生
委員會聯合會

2 大學參採
學習歷程專區

3 完整版查詢系統

參考資料

學生學習歷程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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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

1

參考資料

學生學習歷程檔案

學習歷程與大學審查實務影音連結
https://ppt.cc/fKNEqx

講師：周弘偉組長

(中央大學教務處招生組)

大學招生委員會聯合會youtube頻道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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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

把握機會探索自己，
展現你的個人特色。

輔導室在開學後會入班帶領同學
實際操作使用臺北市系統平台。

學生學習歷程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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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始業輔導合作社注意事項 

一、建中員生消費合作社是一個非營利單位，以供應本校員、工、生日常用品，及

代辦各項物品，以減輕消費負擔為目的。本社貨品售價為成本加上必要手續費

用，不得高於市價，且以儲值消費卡交易為主，現金及悠遊卡交易為輔，使用

儲值消費卡交易，於年度末如有盈餘，就可依消費金額獲得盈餘分配。 

二、購買的制服、運動服、實驗衣、紀念夾克等，於暑假期間送繡者，原訂於 8/18~8/19

直接回發送至各班，現在必須延至 9/1上午開學時，再請各班派公差到自強樓、

明道樓 1樓樓梯口領取帶回。 

三、高一新生所領服裝如需更換或送繡者，請於營業時間內，直接至合作社文具部

辦理；下水、汙損或已送繡者恕不予更換或退費。(暑期營業時間：09:30~14:00，

開學後：07:00~16:20) 

四、新生學用品服裝、繡學號，優惠時間至 9/11止，如需加購或零買者，請於上班

時間至合作社文具部選購，9/11前購買者仍有優惠，9/13起將恢復原售價。 

五、合作社設有文具部，提供後背包、胸包、側背書包、小書包、腰帶、紀念排汗

衫、排汗短褲、襪品、作業簿本、文具及多項文創商品，同學可視個人實際需

求，自行至合作社購買。 

六、合作社將於 9/1開學幹部訓練時，請合作社代表代為辦理有雷雕建中的不鏽鋼

筷子(每雙 20元)，以及護目鏡代購服務（化學科指定學生實驗課必備用品），

每副售價 80 元(眼鏡式)及 160元(頭戴式)兩種，屆時再登記及繳費，可自由選

購。 

七、合作社消費須知： 

    1.目前合作社交易方式以儲值消費卡交易為主，以現金及悠遊卡交易為輔。 

    2.合作社將於開學幹部訓練時，將免費提供高一同學每人一張 0元儲值卡，使

用前請先加值。 

    3.第一賣場、第二賣場、文具部及影印部，各賣場一律使用儲值消費卡交易，

各賣場均可辦理儲值，最低儲值金額以 50元為單位。     

    4.第二賣場提供午餐餐盒選購，為配合市政府規定，校園禁用一次性及美耐皿

餐具，故不提供免洗餐具，如需購買不鏽鋼筷子，可至文具部購買。 

    5.第二賣場提供午餐餐盒，品項有 1.妙音素食餐盒 (70元)，2.宮保王葷食餐

盒(70元) 3.金萬利葷食餐盒(80元)，4. 紅太陽滷肉飯餐盒(50元)，5.紅太

陽葷食餐盒(80元)，6.紅太陽火鍋(80元)等等，可自由選購。 

    6.本學期將視教育局「智慧校園」建置的進度，適時提供線上訂餐功能，同學

可於前一天中午 13時前上網預定隔日後之餐盒，再直接至第二賣場取餐，詳

細辦法待建置完成後，再另行公告週知。 

八、儲值卡若遺失，請至文具部購買新卡，酌收成本費 30元，原卡停用，原卡原有

的餘額會轉至新卡，仍然可以繼續累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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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學生與教職員工的大家庭----合作社 
一、合作社的定位與成立目的： 

(一) 建中員生消費合作社是一個非營利單位，經由民主選舉理監事組成的共治團體，盡

力解決社員基本需求，降低社員的交易成本；收取少許服務費，積少成多，回饋學

校及社員。 

(二) 本社以供應本校員、工、生日常用品，及代辦各項物品，以減輕消費負擔為目的。

本社貨品售價為成本加上必要手續費用，不得高於市價，且以儲值消費卡交易為主，

現金交易為輔，使用儲值消費卡交易，於年度末如有盈餘，就可依消費金額獲得盈

餘分配。 

二、建中員生消費合作社的組織與成員： 

第五十二屆理事：15名代表。(第五十三屆改為 9名) 

第五十二屆監事：5名代表。(第五十三屆改為 3名) 

第五十三屆實習理監事：由各年級合作社代表互選出 3名代表。 

(一) 正式會員—以本校編制內現任教職員工、聘期一學期以上之代理教職員工、編制外

聘期達一年之臨時人員為合格社員，約 285名，加入正式會員後，須繳交 100元股

金，至離職退社時，憑股票退還股金 100元。 

(二) 準社員—約 2,902位的在校學生，是本合作社主要的服務對象；依往例不收取會費，

由合作社代付 10元股金，離校時再歸還合作社。 

三、合作社營業時間與交易方式： 

(一)、營業時間：  

1、第一、第二賣場、文具部，營業時間：7：20至 16：20。 

2、影印部營業時間：8：00～16：20。 

3、辦公室、第一、二賣場、文具部及影印部，於 13：00～13：50休息，暫停營業。 

4、暑假高三上輔導課期間：每日自上午 7：30至下午 15：10，中午不休息。 

5、特殊情況的營業時間：將事前公告於布告欄及本校合作社網頁。 

(二)、交易方式： 

    1、目前合作社交易方式以儲值消費卡交易為主，以現金交易為輔，本學期會增加悠

遊卡交易。 

2、第一賣場、第二賣場、文具部及影印部，各賣場一律使用儲值消費卡交易，各賣

場均可辦理儲值，最低儲值金額以 50元為單位。 

        3、儲值卡遺失，請至文具部換發新卡（酌收成本費 30元），原卡停用，原卡原有餘

額會轉至新卡，仍然可以繼續累積使用。 

四、服裝及學用品購買說明： 

(一)、購買的制服、運動服、實驗衣、紀念夾克等，於暑假期間送繡者，原訂於 8/18~8/19

直接回發送至各班，現在必須延至 9/1上午開學時，再請各班派公差到自強樓、明

道樓 1樓樓梯口領取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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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一新生所領服裝如需更換或送繡者，請於營業時間內，直接至合作社文具部辦理；

下水、汙損或已送繡者恕不予更換或退費。(暑期營業時間：09:30~14:00，開學後：

07:00~16:20) 

(三)、新生學用品服裝、繡學號，優惠時間至 9/11止，如需加購或零買者，請於上班時

間至合作社文具部選購，9/11前購買者仍有優惠，9/13起將恢復原售價。 

(四)、合作社設有文具部，提供後背包、胸包、側背書包、小書包、腰帶、紀念排汗衫、

排汗短褲、襪品、作業簿本、文具及多項文創商品，同學可視個人實際需求，自行

至合作社購買。 

(五)、合作社將於 9/1開學幹部訓練時，請合作社代表代為辦理有雷雕建中的不鏽鋼筷子

(每雙 20元)，以及護目鏡代購服務（化學科指定學生實驗課必備用品），每副售價

80 元(眼鏡式)及 160元(頭戴式)兩種，屆時再登記及繳費，可自由選購。 
 

五、合作社各賣場簡介： 
 

第一、二賣場 文具部 

1.飲品：鮮奶、豆漿、米漿、優酪乳、果汁、奶

茶、運動飲料、休閒飲料、咖啡… 

2.點心：包子、饅頭、熱狗、麵包、餅乾、果凍、

優格、茶葉蛋、粽子、披薩、牛肉捲、冰

品、復熱食品… 

3.日用品：衛生紙、生態綠咖啡商品、水果… 

4.早餐、午餐素食、葷食餐盒、火鍋… 

1.文具：各式筆、作業簿、修正帶、美工刀、釘

書機、訂書針、膠水、膠帶、剪刀、電

池、信封、L夾、口罩、護目鏡、音源

線… 

2.服裝：制服、運動服、實驗衣、書包、腰帶、

送繡、紀念排汗衫、吸濕排汗短褲、休

閒長褲、休閒風衣… 

3.泳具：泳褲、泳具、耳塞 

4.文創商品：建中背包、胸包、小書包、紅樓鑰

匙圈、memo便條紙、信封、不鏽鋼

碗及筷子、保溫瓶、建中筆記本、

識別證套… 

5.襪品：建中中統襪、隱形襪 

6.教材：家政、美術課程指定用品 

7.其他：雨衣、拖鞋… 

影印部 

1.影印：A4一張 1元、B5一張 1元 

B4一張 1元、A3一張 2元 

2.裝訂：膠裝--A4一本 35元 

環裝--A4一本 40元 

3.彩色印刷：A4一張 5元、B5一張 5元 

B4一張 8元、A3一張 10元 

4.資料列印：量大依公告折扣 

六、「誠懇服務，積極合作」的服務精神： 

合作社各賣場的服務人員總共有 11位，服務全校教職員工生及家長，將近 3200人，如

有服務不週之處，尚請海涵；並歡迎來電賜教：（02）2307-0981、（02）2303-4381轉

524、525。謝謝！ 

建國高中員生消費合作社 謹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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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 

1. 圖書館線上始業輔導網址: https://forms.gle/1r7TXAZ1QW71fpgV9 

2. 圖書館人員介紹 

a. 主任：電腦科潘威歷師 圖書館一樓 分機621 

b. 讀者服務組 

組長：輔導科鮑順聰師 圖書館一樓 分機622 

館員：簡珮珊幹事   圖書館一樓 分機624 

c. 資訊媒體組 

組長：電腦科廖勝雍師 圖書館四樓 分機627 

系管師：電腦科方珮雯師 圖書館四樓 分機629 

系管師：電腦科丘聖光師 圖書館四樓 分機629 

 

3. 入館須知 

a. 除筆記簿、自用書籍外，書包、手提包、雨傘等不得攜入本館，請依規定置於門口置

物處。 

b. 館內開放陳列之期刊、報紙及書籍可於各指定區域取閱，惟不得以任何理由攜出館

外，閱畢應放回原處。 

c. 閱覽者對館內書刊應妥加愛護，如有剪裁、污損、撕毀等情事，應負賠償責任外，並

送學務處議處。 

d. 禁止於館內飲食、吸煙、睡眠、談笑喧嘩、下棋博奕，並請保持清潔。 

e. 入館前應將呼叫器、無線電話手機關機或調至靜音模式，在館內禁止使用無線電話手

機通話。 

f. 閱覽者如違犯本規則或有其他不良行為情事，館員(工讀生)得隨時請其離館。 

 

4. 學生書籍借閱規則 

a. 借書帳號：【學號】。密碼：預設為【身份證字號(字母須大寫)】。 

b. 一般書：借出總冊數為5冊，借期3週。 

c. 過期期刊、武俠小說、漫畫：借期1週。可借冊數為2冊(併入總冊數)。不可預約或續

借。 

d. 電子書：10冊(利用本校夢駝林帳密可借5本+高中聯盟5本)，屆期自動歸還。(與紙本

圖書分開計算) 

e. 借書已若被他人預約，不得續借。續借、預約請進入本館WEBPAC館藏服務平台登記。 

f. 參考書、當期現刊(最新一期)等恕不外借。 

 

5. 暑期開館公告【8/2～8/23適用】 

a. 開館時間: 週一至週五上午8-12點。(例假日休館)若因疫情或天災等因素調整開館時

間，將隨時公告於本校網頁。 

b. 入館請於門口利用手機或載具掃描QR-CODE登記實聯制。 

c. 進館上限50人，請自備口罩並全程配戴，入館流程： 

d. 登記實聯制＞入口處先量體溫+手部消毒   (超過37.5度者請至健康中心複檢) 

e. 僅開放借還書，座位區不開放自習。 

f. 因應防疫規定，開館時段請隨時留意【首頁>最新消息>暑期開館公告】 

https://www2.ck.tp.edu.tw/news/15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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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高一暑期用書借用流程: 

a. 公告網址: https://www2.ck.tp.edu.tw/news/15648 

b. 高一新生請於開館時間持本人《身分證》親洽櫃台辦理借閱。 

c. 因作業用書數量有限，為保障讀者借閱機會： 

i. 每人每學科限借1本(例如：國文科1本+數學科1本)，借期7天。 

ii. 國文科高一、高二書單不開放跨年級借閱。 

iii. 數學科高二借閱及預約皆採紙本登記，以便與高一新生共同排序預約。 

iv. 書籍若已被預約，則不開放續借。若無人預約可續借1次，借期7天。 

v. 洽詢預約、續借可電話辦理 02-2303-4381#624 ,請於開館時段來電。 

 

7.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閱讀心得寫作暨小論文寫作比賽 

a. 【閱讀心得寫作】比賽投稿時間：110年9月1日至10月10日中午12 時止。【小論文寫

作】比賽投稿時間：110年9月1日至10月15日中午12 時止。 

b. 建中所屬驗證碼為【CK】，投稿前事先研讀請參閱【中學生網站】【閱讀心得寫作比

賽辦法】【小論文比賽辦法】相關說明與投稿規範以及本校最新消息公告。【中學生

網站】網址：https://www.shs.edu.tw/ 

c. 【註冊中學生網站注意事項！】https://www2.ck.tp.edu.tw/news/15552 

 

8. 自主學習資源與專題研究 

a.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110年度線上資料庫知識管理平臺】https://onlinedb.tp.edu.tw

/tpebook/Login.action：本館各項線上資料庫是小論文寫作的最佳查詢工具，請多加

利用。利用【臺北市單一簽入】帳號即可不限網域，隨時隨地查詢運用。 

b. 【建中圖書館凌網電子書】：網址為https://ck.ebook.hyread.com.tw/。請利用夢駝

林帳號密碼即可登入，借閱方法請參考電子書攻略之說明。 

c. 【建中圖書館WEBPAC館藏服務平台】：請多加利用此平台查詢、預約、續借或薦購圖

書、電子書或DVD等影音資源。本學期新進館藏，包括圖書、電子書、DVD，請參看每

月透過 email新書到館通報服務寄送之「新進館藏書單」。網址如下：https://sscho

ol.tp.edu.tw/library/library.action?schNo=353301 

d. 目前館藏: 

i. 圖書約7萬冊，每年持續新增及報廢。 

ii. 紙本期刊35刊。 

iii. 電子書約1千2百多冊。 

iv. DVD約2千餘片。 

v. 線上期刊每月180種(限館內載具閱覽) 

 

9. 各式帳號相關問題 

a. Google Workspace for Education  

新生的Google帳號已於7/16開通 

i. 帳號：ck+入學年+學號後4碼@gl.ck.tp.edu.tw 

ex: ck1101234@gl.ck.tp.edu.tw 

ii. 預設密碼：身分證後8碼(登入後建議更改密碼，設定連絡方式便於密碼遺失尋

回，以確保資訊安全) 

iii. 使用期限至2024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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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請遵守本校Google Workspace for Education服務使用規範 

v. 帳號使用上若有疑問，請洽資源大樓四樓網管中心 

忘記密碼? 本人攜帶學生證至四樓網管中心重設&登記愛館服務乙次。 

b. 夢駝林 

夢駝林用途：校內無線網路(ckap105)、課程平台、線上設備報修。 

i. 帳號與GWFE帳號相同，為ck+入學年+學號後4碼，ex: ck1101234。 

ii. 預設密碼：身分證後8碼 

iii. 若家長要使用學生帳號登入，可能會因為同學已經改過密碼而無法登入，請與

同學確認是否改過密碼。 

忘記密碼? 本人攜帶學生證至四樓網管中心重設&登記愛館服務乙次。 

c. LDAP 

臺北市單一身分驗證(LDAP)用途：新校務行政系統、學習歷程檔案。 

i. 預設帳號：ck+學號  ex: 學號 1100xxxx，則為 ck1100xxxx 

ii. 預設密碼：身分證後6碼(不是後8碼) 

學生首次使用預設帳號密碼登入，必須更改密碼。 

忘記密碼? 本人攜帶學生證至四樓網管中心重設&登記愛館服務乙次。 

 

10.線上教學相關注意事項 

a. 遠距教學方案(持續更新...) 

b. 教學/直播平台 

i. 酷課雲 

ii. Google Classroom + Meet 

iii. Microsoft Teams 

iv. 均一教育平台 

v. 因材網&學習拍 

vi. Cisco Webex 

c. 向各授課教師確認聯絡方式或管道供線上教學使用 

 

11.班級相關事務 

a. 圖書股長 

i. 人格特質與條件 

1. 細心耐心有責任感。 

2. 有手機平板等載具可連繫為佳。 

3. 對於閱讀素養與圖書資訊利用有興趣更好。 

ii. 工作內容 

1. 加入圖書股長LINE社群。 

2. 參與幹部訓練並確實發揮聯繫窗口功能。 

3. 按時至圖書館簽到並協助逾期書籍通知與催還。 

4. 歡迎加入圖書志工與圖書館相關活動與訓練。 

 

b. 資訊股長 

i. 人格特質與條件： 

1. 要有基本電腦操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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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手機與line佳。 

3. 具資訊科技能力佳。 

ii. 工作內容： 

1. 加入資訊股長line社群。 

2. 參與幹部訓練並確實為班級服務。 

3. 使用線上設備報修。 

4. 資訊設備問題簡易排解(非必要)。 

c. 班級電腦 

因疫情關係，目前班級電腦為前一班級留下之電腦，如有狀況請資訊股長開學第一週

(9/1至9/8)直接至四樓網管中心更換。第二週之後依規定辦理 

i. 主機、螢幕→進行報修 

ii. 其他耗材→班級自費購買 

 

d. 班級單槍 

i. 高一單槍投影機使用說明 

ii. 使用資訊整合控制器，勿用遙控器或其他方式開關。 

iii. 線材拔插與資訊整合控制器的使用請小心，若因人為因素造

成面板損毀（如接頭斷裂在插孔中），維修費用各班自理

（一式2,000元）。 

iv. 線上設備報修 (類別:班級單槍) 

 

 

12.教育局BYOD(Bring Your Own Device)計畫 

a. 經費補助 

i. 參與達3班至6班(含)補助專科教室建置3臺大尺寸液晶觸控式顯示器(含架設與

設定)。 

ii. 參與達7班至9班(含)補助專科教室建置5臺大尺寸液晶觸控式顯示器(含架設與

設定)及建置行動載具充電櫃(含架設與設定)或提升校園資訊設備新臺幣15萬

元。 

iii. 參與達10班(含)以上或全年級參與，補助一個年級班級數作為建置大尺寸液晶

觸控式顯示器(含架設與設定)之發放數量，並補助建置行動載具充電櫃(含架設

與設定)或提升校園資訊設備新臺幣35 萬元，若無觸控式顯示器需求則可以每1

臺折合新臺幣8萬元購置提升校園資訊設備。 

b. 實施條件 

i. 班級學生自備(不包含校方借用)載具率70%以上，學習載具包含筆電或平板 (非

手機) 

ii. 班級學生參與意願90%以上 

iii. 家長參與意願90%以上 

iv. 班級老師參與意願90%以上 

c. 繳交 

i. 班級需提交資訊教學計劃(如:使用酷課雲「酷課OnO學習管理平臺」進行同步/

非同步開課、講義或作業派送等功能、Google Classroom教學)。 

ii. 參與班級學生每週安排至少 2 節使用載具進行學習。 

iii. 需訂定學生自備載具到校之硬體基本規格(筆記型電腦或平板電腦載具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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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利學生準備家中既有載具到校使用與確保有足夠容量安裝相關軟體。 

iv. 計畫期間進行至少 2 次相關調查(如:滿意度調查、蒐集所遭遇問題等且將針對

已經參與 BYOD 計畫之學校進行不定期訪查及舉辦座談/分享會)。 

d. 實施意向問卷調查 

i. BYOD問卷調查 

ii. 預訂開學第二週發放相關問卷 

iii. 實施的可能時程及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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誓詞 

 

從今天起我正式成為建國中學的學生，有幸

頭頂建中光環，盡心拓展建中榮耀。我絕對遵守

校規、努力求學、接受師長指導、友愛同學，做

一個堂堂正正的建中人。今日我以建中為榮，明

日建中以我為榮。 

 

 

 

 

立誓人 

班級： 

座號： 

姓名： 

 

 

 

 

中 華 民 國  1 1 0 年 8 月 1 9 日 

124


	1 108-1 高一導師手冊-教務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