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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立安樂高級中學 111學年度第 1學期家長日活動實施計畫 

壹、依據： 

一、國民教育階段家長參與教育事務辦法。 

二、本校 111 學年度輔導工作計畫。 

貳、目的： 

一、建立良好的親師合作關係。 

二、提供父母親職教育及升學相關資訊，幫助成長中的孩子走向光明的人生。 

參、參加人員：全校教職員工、全校各班學生家長。 

肆、實施時間：民國 111 年 9 月 17 日（六）上午 8：30 至 12：30。 

伍、活動流程表： 

時間 活動內容 活動主持人 地點 

08：30-09：00 場地佈置 各處室與參與教師 校園 

09：00-09：30 校務簡介與教育議題宣導 

方保社校長 

劉月娥會長 

活動中心 

09：30-10：20 

國中部：高中升學管道簡介 

基隆商工 

潘政宏主任 

活動中心 

高一、高二：課程諮詢說明、

自主學習課程說明 

呂紹彬老師 

李啟嘉主任 

圖書館 

高二、高三：大學考招趨勢 簡珮韻組長 會議室 

10：30-12：00 

任課教師教學計畫說明 

導師班級經營計畫說明 

任課老師 

班級導師 

各班教室 

12：00-12：30 場地恢復 各處室與參與教師 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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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樂高中歡迎您 ─ 校長的話 
校長：方保社 校長    秘書：吳怡慧    電話：02-2423-6600#80、81 

 

親愛的家長您好： 

感謝您撥冗蒞臨，參加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家長日。

今年疫情肆虐，教學方式、生活模式也因應疫情，我們學

習著滾動式修正，維護師生的健康，營造安全安心安身的

學習環境。家長是校園成長最重要的後盾，更是我們的最

佳夥伴。期待藉由家長日活動，能讓您了解學校的教育理

念、教學規劃與今年各類活動。 

感謝您的信賴，將孩子託付與安樂高中。我們將秉持

教育熱忱，引領孩子探索知識，陶鑄人格，追求身心均衡

發展，成為具備海洋胸襟、多元創意、樂於探索世界的未

來公民。 

安中建校至今五十六年，長年來，我們致力經營精緻、

溫暖、卓越的校園，累積相當的成果，廣受各方肯定。而過去一年，安中在師生、家長共

同努力下，締造良好績效。我們的行政團隊承辦基隆市各項活動，帶領學生參與服務，而

在語文、美術、體育、音樂、科學、專題研究等各競賽更是表現亮眼，高中部設立了雙語

實驗班、國中部設立了創造力資優班，教師團隊因應未來課綱發展，積極投入活化教學。 

安樂高中秉持優良傳統，陪伴每一個孩子成長，引領學生在學習階段，都能認識自我

特質、開發潛能，培養學習的興趣，奠立健全的學業基礎。國、高中正處於青少年階段，

除了同儕力量的支持、師長循循善誘之外，更需父母的陪伴與關心。而安中家長一直都是

我們最強的後盾，是引領我們精進向前的好夥伴。我們相信，良好的親師溝通是穩定孩子

成長的重要力量。歡迎家長與學校保持聯繫、密切合作，讓您能掌握孩子在學校學習的情

況，在家庭教育中作出相應的配合。 

衷心地期盼透過家長與學校的用心合作，陪伴孩子揮灑他們生命中亮麗的色彩，追求

「創意海洋，世界公民，優質校園，人文風華」的卓越目標！ 

 

校長 方保社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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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學年度安樂高級中學 

班級教室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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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樂高中教職團隊 
一、學校網頁 

    歡迎進入「安樂高中」網站 https://aljh.kl.edu.tw/ 

二、學校總機 (02) 2423-6600              

三、安樂高中行政團隊 

處室 職稱 姓名 分機 

校長室 
校長 方保社 80 

秘書 吳怡慧 81 

教務處 

教務主任 許敏如 11 

教學組長 顧純仁 11 

註冊組長 顏詩穎 10 

實驗研究組長 謝孟娟 10 

試務組長 林怡君 10 

設備組長 洪溱蔆 10 

學務處 

學務主任 石清杉 24 

訓育組長 黃苡晴 20 

活動組長 許淑禎 20 

衛生組長 買杉騰 20 

生輔組長 陳浩明 21 

體育組長 楊舒晴 20或 23 

護 理 師 鄭玉英 22 

輔導處 

輔導主任 古一宏 41 

輔導組長 簡珮韻 40 

資料組長 溫世銘 40 

特教組長 彭淑珍 43 

輔導老師 黃玉君 40 

輔導老師 簡幽雨 40 

輔導老師 謝佳軒 40 

輔導老師 周芷妍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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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 

總務主任 王培倫 31 

庶務組長 曾長志 31 

出納組長 鄭慧瑛 32 

文書組長 林玲秋 30 

午餐秘書 黃菁菁 70 

家長會幹事 林明穎 38 

圖書館 

圖書館主任 李啟嘉 61 

讀者服務組 江慧鈺 60 

技術服務組 楊蕙綺 60 

資訊媒體組 潘政維 61 

人事室 
人事主任 江秋慧 50 

人事助理員 邱奕屏 51 

會計室 
會計主任 張綺敏 55 

會計佐理員 歐芝君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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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有趣 ─ 教務處 

 

基隆市立安樂高級中學 111 學年度第 1學期教務處工作報告 

壹、 感謝的話 

感謝所有關心教育，重視親師關係的家長們，在百忙中撥冗到校參與家長日的活動，期

許經由親師座談的溝通與行政團隊的說明，讓您對學校優質化的努力方向及子女的學習狀況，

有更通盤的了解；更希望因為有您的建議與關懷，讓安樂高中校務蒸蒸日上，營造更優質的

校園學習環境。 

 

貳、 本學期班級分佈情況 

一、國中部： 

一年級普通班 4班，藝術才能美術班 1班，創造力資優班 1班。 

二年級普通班 5班，藝術才能美術班 1班。 

三年級普通班 5班，藝術才能美術班 1班。 

共計普通班 14班，創造力資優班 1班，藝術才能美術班 3班，特教班 2 班。  

二、高中部： 

一年級普通班 2班，數理實驗班 1班，雙語實驗班 1班，體育班 1班。 

二年級普通班 2班，數理實驗班 1班，雙語實驗班 1班，體育班 1班。 

三年級普通班 2班，數理實驗班 1班，體育班 1班。 

共計普通班 6班，數理實驗班 3班，雙語實驗班 2班，體育班 3班。 

 

參、 本學期教務處各項工作報告 

一、為培養學生良好的學習習慣與讀書風氣，提升國三與高三的升學成績，國三的晚自習已

於9/13開始實施，高三晚自習將於9/19開始實施，晚自習期間皆有老師義務陪同及督導

複習課程進度，對於老師自願犧牲奉獻個人下班時間為教育付出，教務處致上最高謝忱。 

二、111學年度本校各科教學計畫已上傳至教學組網站資料區公告，請學校師生與家長參閱。 

三、111學年度第1學期國高中課表已啟用，但因應個資法規範，暫無開放對外連線，請連結

本校網頁(文件檔案區)參閱。 

四、國三與高三之模擬考具有指標性作用，期許家長也幫忙叮嚀貴子弟做好考前準備工作爭

取佳績。 

五、本學年度本校續辦高中優質化計畫，將結合相關大學及師資，開設特色講座活動及課程，

感謝學生與家長們的支持，也歡迎鼓勵孩子踴躍參與。 

六、新課綱正式上路，除部定必修外，更有校訂必修、多元選修、彈性學習、補強性課持等

不同類型課程，校內除安排課程諮詢教師於各階段為同學進行選課事宜說明，適時提供

學生學習指引外，也提供111學年度課程計畫書及選課輔導手冊(連結如附)供家長參考，

期許透過課程安排，培養學生的創造力、品格力、自學力、溝通力，使其能安立終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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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在學習。 

*111學年度課程計畫書與選課輔導手冊連結網址：https://aljh.kl.edu.tw/53 

*111學年度課程計畫書及選課輔導手冊連結網站 QR-code 

 

 

七、111學年度高中部一年級新生招生情形如下： 

   (一)高一新生總人數 121人：男 63人；女 58人 

班級 男 女 總人數 

401 4 10 14 

402 29 9 38 

403 19 16 35 

404 20 16 36 

405 13 17 30 

(二)本屆 153 名新生中，符合基隆市政府獎勵優秀國中畢業生升學市立高中獎學金領獎

資格-會考成績優異有 127名，共計領取總額 313萬元獎學金，足見大家對安中辦學

之肯定，在此感謝各位學生與家長的支持。 

八、升學資訊： 

大學各校系可在個人申請管道將大考中心所辦理之英聽測驗成績設為審查資料外，

並可自訂是否將英聽測驗成績納入「繁星推薦入學」、「個人申請入學」及「考試入學」

之招生檢定(門檻)項目，112 學年度採計英語聽力測驗之校系請以各簡章為準；高二、

三升學資訊相關訊息，試務組將於近期入班說明，若欲參考請見大學招生聯合會委員會

http://www.jbcrc.edu.tw/。 

考試名稱 考試日期 

高中英語聽力測驗(第一次) 111.10.22(六) 

高中英語聽力測驗(第二次) 111.12.10(六) 

學科能力測驗 112.01.13(五)-01.15(日) 

分科測驗 112.07.13(三)-07.1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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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靜有序 ─ 學務處 

 

 

基隆市立安樂高級中學 111學年度第 1學期學務處工作報告 
 

    感謝所有關心孩子學習生活，重視親師關係的家長們，百忙中撥冗到校參與家長日的活動，

學務處秉持內化品格教育，營造友善校園之理念，期能透過合宜的生活規範，推動正向管敎，培

養安樂高中學子們應有的氣質，以下為本學期學務工作： 

  

作息時間表-國中部 

時間/星期 一 二 三 四 五 

07:30~08:05 早自習 朝會 早自習 早自習 早自習 

08:05~08:10 準備時間 準備時間 準備時間 準備時間 準備時間 

08:10~09:00 學習節數 學習節數 學習節數 學習節數 學習節數 

09:00~09:10 下課時間 下課時間 下課時間 下課時間 下課時間 

09:10~10:00 學習節數 學習節數 學習節數 學習節數 學習節數 

10:00~10:15 環境清掃 環境清掃 環境清掃 環境清掃 環境清掃 

10:15-11:05 學習節數 學習節數 學習節數 學習節數 學習節數 

11:05~11:10 下課時間 下課時間 下課時間 下課時間 下課時間 

11:10~12:00 學習節數 學習節數 學習節數 學習節數 學習節數 

12:00~12:35 
午餐/ 

環境維護 

午餐/ 

環境維護 

午餐/ 

環境維護 

午餐/ 

環境維護 

午餐/ 

環境維護 

12:35~13:05 午休 午休 午休 午休 午休 

13:05~13:10 準備時間 準備時間 準備時間 準備時間 準備時間 

13:10~14:00 學習節數 學習節數 學習節數 學習節數 學習節數 

14:00~14:10 下課時間 下課時間 下課時間 下課時間 下課時間 

14:10~15:00 學習節數 學習節數 學習節數 學習節數 學習節數 

15:00~15:15 環境清掃 環境清掃 環境清掃 環境清掃 環境清掃 

15:15~16:05 學習節數 學習節數 學習節數 學習節數 學習節數 

16:05~16:10 放學(下課) 放學(下課) 放學(下課) 放學(下課) 放學(下課) 

16:10~17:00 

學生課業輔導

/班級經營/課

後社團活動/

代表隊培(集)

訓/學校重要

活動 

學生課業輔導

/班級經營/課

後社團活動/

代表隊培(集)

訓/學校重要

活動 

學生課業輔導

/班級經營/課

後社團活動/

代表隊培(集)

訓/學校重要

活動 

學生課業輔導

/班級經營/課

後社團活動/

代表隊培(集)

訓/學校重要

活動 

學生課業輔導

/班級經營/課

後社團活動/

代表隊培(集)

訓/學校重要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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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立安樂高級中學學生請假規則 

                                      中華民國 98年 02 月 10日期初校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8年 6月 28日校務會議通過施行 

                                                             中華民國 111 年 8月 29日校務會議通過修訂                                          

一、 學生在學期間，因事或因病不能到校上課或出席各項集會時，均應依照基隆市立安樂高級中

學請假規則（以下簡稱本規則）填寫紙本假卡，辦理請假手續。 

二、 學生請假別，分為公假、事假、病假、喪假、生理假、娩假、婚假、陪產假及育嬰假等九類。 

三、 請假手續及辦理規定： 

（一）臨時外出：學生在校期間因故需外出或請假時，應填寫外出單經導師確認核准後，送

交學務處，經學務處核定後即可外出，並須於返校後完成請假手續。 

（二）事假：凡家中事務經家長審酌，學生必須請假者，於請假日前，由家長出具證明 

          併假卡辦理。 

（三）病假： 

1.2日以內由家長出具紙本證明並於請假卡簽章，若連續達 3日者，須檢附相關就診

收據證明(或診斷證明)，超過 3日以上則請檢附醫療院所診斷證明，連同家長於請

假卡簽章，於返校上課起算 5日內（不含例假日）辦理。 

2.在校因傷病事故必須離校者，須先經導師或校護證明並通知家長後，填寫「離校外

出單」，由導師及生輔組簽章完畢，始可離校；後待返校上課時起算於規定時限內完

成紙本假卡請假。 

（四）喪假：學生因父母死亡者，給喪假 15日；繼父母死亡者，給喪假 10 日；曾祖父母、

祖父母、兄弟姐妹死亡者，給喪假 5日。手續期限與事假相同，但得於返校上課時補

辦。 

（五）公假：被派遣公差、代表學校或班級參加校內外活動、比賽、服務…等為公服務事項，

須持參加活動之證明文件或老師之書面證明，始可辦理；另個別參加升學類型考試或

報考國軍院校各類考選須體檢或測驗者，需檢附相關學校(單位機關)應試證明影本始

可辦理公假；惟仍須以假卡完成家長及導師簽署後辦理。 

（六）生理假：女性學生因生理日致到校上課有困難者，每月得請生理假一日，其請假視同

病假類別，由家長於請假卡簽章證明。 

（七）娩假：女性學生因懷孕者，於分娩前，給產前假 8日，得分次申請，不得保留至分娩

後；於分娩後，給娩假 42日；懷孕滿 5個月以上流產者，給流產假 42 日；懷孕 3個

月以上未滿 5個月流產者，給流產假 21日；懷孕未滿 3個月流產者，給流產假 14日。

娩假及流產假應一次請畢，並檢附醫院診斷證明併假卡完成家長及導師簽署後辦理請

假。 

（八）婚假：學生依法定程序申請結婚者，依相關證明給予婚假 7日。 

 (九) 陪產假：因配偶生產，給陪產假 3日，得分次申請，應於配偶分娩前後 3日內請畢，

遇例假日得順延。 

 (十) 育嬰假：學生撫育子女未滿 3 歲前，持有證明者，得請育嬰假，惟請假時間與修業年

限合計不得超過 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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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學生因病或臨時狀況無法到校時，請家長於當日 9時前以電話或可傳達訊息途徑向導師(或

學務處)請假，並於返校後起算 5日內（不含例假日），持相關證明、填寫請假卡辦理請假。 

五、假卡完成家長（或法定監護人）與導師簽署後，需親送學務處放置於各學制請假抽屜中，方

屬完成請假程序。 

六、請假期滿，必須續假時，其辦理手續同上列規定。 

七、辦理請假事由及附送證明文件，如有偽造隱瞞情況，經查明屬實者，當事學生除缺席以曠課

論外，另依高、國中部學生獎懲實施規定處分。 

八、請假 3日內由生活輔導組長核准，3日以上ㄧ週以內由學務主任核准，一週以上應請校長核

准。 

九、因請假未到校上課、參加學校集會及活動者謂之「缺席」，未經准假而未出席上列各項學校規

定活動者謂之「曠課」；超過請假期限，仍未完成請假者，原缺席自動轉換為曠課，凡曠課紀

錄均依高、國中部學生獎懲實施要點予以懲處。 

十、無故不參加集會如升降旗、週會、課外活動、各種服務及其他特定之集會集合者，亦註記為

曠課，並依高、國中部學生獎懲實施要點處分。 

十一、各學制畢(修)業之請假時數規定，均依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第 24至 27條與國

民中小學成績評量準則第 23條辦理。 

十二、各次段考期間特別規定： 

（一）非不可抗力之事假ㄧ律不予准假。 

（二）喪假僅限直系親屬，並提出證明。 

（三）病假應檢附政府立案之醫療院所診斷證明，且依據醫生開立之診斷證明內容辦理。 

（四）除按規定辦理請假手續外，並告知教務處相關業務承辦人員，由學生持請假卡向註

冊組或試務組辦理登記，以便辦理補考，否則該次考試成績以零分計算。 

十三、本規則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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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立安樂高級中學上、放學家長接送車行動線示意圖  

 

請家長上放學接送學生請務必配合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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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立安樂高級中學服裝儀容規定及檢查要點 
                                                   110年 3月 17日服裝儀容委員會議通過 

                                                                                         110年 3月 26日校務會議通過 

壹、依據： 

 一、教育部 109 年 10月 28 日臺教學(二)字第 1090147628號「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

辦法注意事項」。 

 二、教育部 109 年 8 月 3 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090072127號「高級中等學校訂定學生服裝儀容

規定之原則」。 

 三、教育部 109 年 8 月 3 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090072127A號「國民中學學校訂定學生服裝儀

容規定之原則」。 

貳、目的：  

 一、加強生活教育，培養學生整潔、簡單、樸素之生活習慣。 

 二、兼顧個人需求與團隊精神，形塑校園良好形象。  

參、學生服裝儀容規定： 

 一、頭髮：除為防止危害學生安全、健康、公共衛生或防止疾病傳染所必要 者外，學校不限制

學生髮式。  

 二、服裝： 

  (一)本校之服裝(以下統稱為校服)： 

      a.制  服：市面商家販售之本校制式短袖制服、短褲、格子裙，長袖制服襯衫、長褲、制

服外套。 

      b.體育服：市面商家販售之本校夏季體育服上衣及長褲、短褲，冬季體育服上衣、外套及

長褲。 

      c.班  服：各班自行製作並報學務處核備之班級特色服裝(含體育班之練習服)。 

      d.社團服：各社團自行製作並報學務處核備之各社團特色服裝。 

      e.校慶紀念服：每年校慶由學生會統籌製作之服裝及配件。 

  (二)上學、放學及在校期間以學校統一規定之校服為主(制服需繡製校名、學號)，如因天候寒

冷時得於校服內或外加穿保暖衣物（例如便服外套、 帽 T、毛線衣、圍巾、手套、帽子等）。 

  (三)上學一律使用本校制式之書包；不敷使用時得攜帶其他背包(手提袋)。  

  (四)不得隨意變更校服、書包之樣式及顏色。 

  (五)體育課或運動性質社團得經上課老師同意穿著非校製運動服裝，惟應於 課程結束後一小時

內，換回校服。 

  (六)參與實習或實驗課程時，學生未穿著實習、實驗服裝或學校認可之其他服裝，或違反學校

對該課程之髮式規定者，為防止危害學生安全或健康，必要時，學校得限制或禁止學生參

與該次課程之實作。 

  (七)重要之活動，例如開學典禮、畢業典禮、校慶運動會、休業式、校外參 訪、校外受獎或參

加競賽、國際或校際交流活動等，應遵守學校統一規定穿著。 

  (八)國定假日、例假日、寒假、暑假，學生到校自習或參加課業輔導、補考、重補修、補救教

學者，應穿著學校校服；參加校內其他活動者，得穿著便服，並應攜帶可資識別學生身分

之證件，以供查驗。 

 三、鞋子：  

  (一)上學、放學及在校期間，學生得穿皮鞋、運動鞋或布鞋；非有正當理由，不得穿著拖鞋或

打赤腳。 

  (二)下雨天時，進出校門口得穿著拖鞋或涼鞋，惟進入教室後應盡快更換回 皮鞋或運動鞋。 

肆、檢查實施要求重點： 

 一、本校得由師長定期或不定期實施服儀檢查，服儀檢查全班合於規定者，每次加班級累績總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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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  

 二、違反服裝儀容規定之學生經勸導仍未改善者，本校得視其情節，採取適 當之輔導或管教措

施 (指正向管教措施、口頭糾正、列入日常生活表現紀錄、通知監護人協請處理、書面自省

及靜坐反省，惟不得以校規加以 處罰)。  

伍、本要點經服裝儀容委員會修訂後，送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基隆市立安樂高級中學性教育健康促進宣導 

月經教育親子宣導一: 

   

 

月經教育親子宣導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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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經教育親子宣導三: 

  

 

 

 

 

 

 

 

請家長觀閱，小紅帽的月經教育 

小紅帽的「月經教育」（節錄自新聞深呼吸片段） - 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MDfFcb1l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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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日健康中心宣導事項 

   親愛的家長您好 : 

1. 本學期疫苗施打時間:9/22 下午 2 點全校施打 BNT 、 9/29 上午 10:30-12:00 國二

女生施打 HPV 、10-11月施打流感疫苗。 

施打 BNT、HPV、流感疫苗期間請家長多注意同學身體狀況，如遇不適趕緊就醫。 

2. 新生檢查:10/26上午新生尿液檢查，11/18新生健檢。 

3. 視力保健:健康中心每學期會排定全校生長發育評估測量，包含學生身高體重、視

力檢查，請班導或任課老師陪同維持班上秩序；不合格同學發通知單告知家長，視

力異常矯正率教育處要求 100%，請家長帶至醫院矯治並回收回條。 

   請提醒子女每日避免看螢幕最好不要超過 1小時，用眼 30分鐘休息 10分鐘，早睡

早起充分休息均衡飲食、天天五蔬果、 每年定期 1~2次檢查視力.  

4. 防疫宣導:學生生病發燒時或是具傳染性的疾病，例如：【covid-19、流感、腸病

毒、肺結核、水痘、紅眼症…】請導師告知健康中心(通報衛生局、校安通報)及衛

生組(班級消毒)，學生新冠確診或家人確診請學生停課 7日在家中休息，避免出入

公共場所。 

5. 學生住院或意外門診(不論校內或校外發生)，實際支出醫療費用金額扣除掛號費用

後達起賠金額 500元以上者，皆可申報學生平安保險；如有任何疑問可至健康中心

洽詢。 

                                                      健康中心謝謝您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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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有麗 ─ 總務處

 

基隆市立安樂高級中學 111學年度第 1學期總務處工作報告 

壹、校園安全： 

一、建築物及水電安全 

(一)本校建築物皆依規定定期辦理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並辦理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申

報，安全無虞。 

(二)111年度消防設備檢查於 2月份辦理，3月改善完竣。 

(三)校內電氣設備、電梯定期於每月辦理巡檢。 

    二、飲水安全 

(一)飲用水每季進行檢測。 

(二)飲水機定期辦理巡檢與維修，並每半年更換濾心，目前飲水機集中移置樓層於兩側

提供同學們使用。暫時應足以提供同學日常飲用所需，未來將視需求與空間配當，

規畫經費需求辦理增置。 

(三)飲用水儲存設備皆於開學前委託廠商清洗本校全部水塔完畢。 

貳、目前校內工程及採購 

    一、老舊校舍改建(設計規劃)案:3月 22日完成後續擴充採購議價，預計於 9月底辦理第 2 

        次細部設計審查會議。。 

    二、半戶外球場風雨走廊新建暨地坪及周邊整修工程:7月 26日免建照核准，8月 2日開工， 

        預計 12月 29日完工。 

    三、力行樓防水整修工程:6月 6日開工，預計 9月 23日完工。 

    四、111年補助防水工程完工後之粉刷及壁癌處理(力行樓):8月 9日開工，預計 10月 17日 

        完工。 

    五、半戶外球場地坪整修工程：8月 18日核定，已洽建築師辦理後續。 

參、午餐教育 

一、本校午餐教育依據【基隆市中、小學校(含市立高中)午餐統一作業規定】辦理。 

二、本學年度起學校與長樂國小共廚，透過八校聯合招標擇定食材廠商，以提供更優質服務。 

三、供餐衛生、營養均衡、足量提供是午餐教育所秉持作為，定期進行午餐滿意度調查，以

作為改進午餐菜色參考。 

四、在物價飛漲，在有限的預算，學校午餐教育委員會竭盡心力求好求善，嘗試多元化食材

調配，希力求變化及均衡營養以符合學生需求。希望家長能全力支持、積極參與，並感

謝您隨時提供卓見，使學校午餐教育更完善。 

肆、社區融合 

一、社區融合 

        學校為社區一員，學校資源在不影響教學正常實施前提下，學校樂意提供社區民眾

分享使用，並依市府相關規定訂有校園場地開放辦法，歡迎社區民眾使用。 

二、家長參與 

        感謝家長委員會一直扮背後推手的角色，在學校邁向優質的過程中提供奧援與建議，

未來在人力支援、經費援助等方面，尤須家長會鼎力支持，再次感謝這麼多熱心教育、

奉獻心力、提供奧援、支持學校邁向卓越的家長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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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有憩 ─ 輔導處 

 

基隆市立安樂高級中學 111學年度第 1學期輔導處工作報告 

【陪伴妳找尋自己的星空】 

    親愛的家長，感謝您撥冗參加本學期家長日。在成長路途中，當您的孩子有任何心理或心情

方面的困擾，輔導處願以陪伴傾聽、心的對話引領孩子展開心靈探索。我們期待能與家長一同協

助孩子適性發展，找到屬於自己的小宇宙。以下為輔導處本學期業務報告： 

相關活動訊息 

【基隆市政府心靈驛站諮商服務】 

一、主辦單位：基隆市政府（社會處） 

二、諮商時間：單週二、上午九至十二時；下午一至四時 

              每週六、上午九至十二時；下午一至四時 

              （採預約方式，請記得提前預約） 

三、諮商地點：基隆市婦幼福利服務中心五樓心靈驛站(基隆市安樂區麥金路 482 號) 

四、諮商對象：本市市民 

五、諮詢預約專線：2431-4284/2431-4285轉 113 

六、預約時間：每週一至週五，上午八時三十分至下午五時 

 

【基隆市家庭教育中心諮商服務】 

【服務內容】 

1. 提供 412-8185全國家庭教育諮詢專線 

諮詢內容：夫妻相處、婆媳關係、親子溝通、子女教養、婚前交往、情緒調適、家庭資源、生活

適應。亦可來電預約面談。 

2. 針對不同對象辦理各類別家庭教育活動 

(01) 針對家長辦理親職效能培訓成長團體。 

(02) 針對親子辦理親子共讀活動。 

(03) 針對未婚民眾辦理婚前教育成長團體。 

(04) 針對高中職、大專院校學生辦理婚前教育巡迴講座。 

(05) 針對已婚民眾辦理婚姻教育成長團體。 

(06) 針對祖孫辦理代間家庭教育活動。 

(07) 針對外籍、大陸配偶辦理新移民家庭教育活動。 

(08) 針對特殊、弱勢家庭辦理家庭展能教育支持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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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構最需要關懷家庭輔導網絡計畫。 

(09) 針對社區婦女辦理支持多元型態家庭女性、強化女性生命歷程與角色等活動。 

(10) 針對家庭教育志工辦理志工在職訓練。 

(11) 督導本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實施家庭教育計畫。 

諮詢專線 

【聯絡電話】 

8185（幫一幫我）全國家庭教育諮詢專線:412-8185 (手機撥打請加 02) 

行政專線:(02)2427-1724 

【聯絡地址】 

郵遞區號 201 基隆市信二路 157 號 

【服務時間】 

行政:週一至週五 上午 08:00~12:00 下午 1:30~17:30   

諮詢:週一至週五 上午 09:00~12:00 下午 2:00~17:00  

【服務說明】 

若您對家庭問題無法處理，溝通有困難影響人際關係或當您感到無助或情緒無法舒解時，本中心

提供傾訴的管道…… 

我們的諮詢專線：412-8185(手機撥打請加 02) 

面談服務--- 請利用行政專線：(02)2427-1724 

與本中心行政人員事先預約面談時間，本中心將安排適合的時間為您服務 

 

【本校國中生涯發展】 

 

年級 活動內容 年級 活動內容 年級 活動內容 

一 新生智力測驗或 

國中生學習與讀

書策略量表 

二 性向測驗 三 興趣測驗 

測驗-我喜歡做

的事 

社區高職參訪 升學博覽會 

生涯檔案與生涯

輔導紀錄手冊建

置 

生涯檔案與生

涯輔導紀錄手

冊建置 

生涯檔案與生涯輔

導紀錄手冊建置 

技職教育宣導 生涯講座 技藝教育課程 

生涯講座 生涯影片賞析 生涯影片賞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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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覽有境 ─ 圖書館 

 

基隆市立安樂高級中學 111學年度第 1學期圖書館工作報告 

安樂高中－相關網站 

網站 網址 QR code 

安樂高中 

網頁 

https://aljh.kl.edu.tw 

採用基隆市教育網路中心提供之公版網站，內

容包含學校最新消息公告、簡介，以及學校相

關系統網站連結。  

基隆市教育處 

OpenID 管理網站 

http://openid.kl.edu.tw/ 

基隆市 OpenID 申請與管理網站 

 

本市國中小學生常用帳號，國小帳號可直接銜

接上來國中繼續使用。 

 

教育部 

教育雲 

https://cloud.edu.tw  

教育部雲端服務單一登入帳號，提供個學生

email 與線上雲端硬碟 

 

高中部學生使用，國中部也可以申請使用 

 

國中部 

成績系統 

https://schoolsoft.kl.edu.tw/  

基隆市全誼校務行政系統  

 

可下載 school+ 家長版 APP 

樂學卡補發、成績查詢等功能 

 

高中部 

成績系統 

https://portal.k12.ntut.edu.tw/  

國教署校務行政與學習歷程系統 

 

成績查詢、學習歷程檔案上傳 

 

Google G-suite 

線上教學學習使用，包含 google classroom、

meet 與信箱。本校國中生與高中生均有申請

一組 Gsuite 帳號於教學使用，帳號：學號

@aljh.kl.edu.tw  

 

若因疫情停課會使用此帳號進行線上課程 

 

 

https://aljh.kl.edu.tw/
http://openid.kl.edu.tw/
https://cloud.edu.tw/
https://schoolsoft.kl.edu.tw/
https://portal.k12.ntut.edu.tw/
mailto:學號@aljh.kl.edu.tw
mailto:學號@aljh.kl.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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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安全與倫理宣導 

 

教育部全民資安素養網 isafe網站宣導內容 

網路上吸引孩子的詐騙誘餌 

https://isafe.moe.edu.tw/article/2001?user_type=4&topic=9 

家中孩子遇到網路霸凌怎麼辦？家長跟我這樣做！ 

https://isafe.moe.edu.tw/article/2505?user_type=3&topic=7  

訊息真真假假好難分？別怕，一起用 5 個步驟來破解它們吧！ 

https://isafe.moe.edu.tw/article/2503?user_type=3&topic=6  

 

https://isafe.moe.edu.tw/article/2001?user_type=4&topic=9
https://isafe.moe.edu.tw/article/2001?user_type=4&topic=9
https://isafe.moe.edu.tw/article/2505?user_type=3&topic=7
https://isafe.moe.edu.tw/article/2505?user_type=3&topic=7
https://isafe.moe.edu.tw/article/2503?user_type=3&topic=6
https://isafe.moe.edu.tw/article/2503?user_type=3&topic=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