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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立安樂高級中學 109 學年度第 1學期家長日 

活動流程表 

★時間：民國 109 年 9 月 18 日(五)下午 18：30 至 21：00 

 

 

  

時間 活動內容 活動主持人 地點 

17：00-18：30 場地布置、活動預備 全校師長與服務同學 校園 

18：30-19：00 校務簡介暨教育議題宣導 

方保社校長 

張淑玲會長 

活動中心 

19：00-19：50 

國中部：入班親師座談 各班導師 各班教室 

高一：自主學習課程說明 李啟嘉主任 會議室 

高二、高三： 

大學考招趨勢與個人申請

志願選填 

佛光大學 

藍順德副校長 

圖書館 

19：50-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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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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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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家長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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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中建校至今五十四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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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團隊因應未來課綱發展，更積極投入活化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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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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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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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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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景盛 11 

教學組長 顧純仁 11 

註冊組長 顏詩穎 10 

實驗研究組長 陳昱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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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世傑 20 

活動組長 許淑禎 20 

衛生組長 劉慈先 20 

生輔組長 夏邦興 21 

體育組長 徐美惠 20 或 23 

護 理 師 鄭玉英 22 

軍訓教官 陳浩明 21 

輔導處 

輔導主任 許敏如 41 

輔導組長 古一宏 40 

資料組長 葉淑敏 40 

特教組長 彭淑珍 43 

輔導老師 黃玉君 40 

輔導老師 林淑暖 40 

輔導老師 簡若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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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午餐管理員 游文毅 33 

家長會幹事 黃純宜 38 

圖書館 

圖書館主任 李啟嘉 61 

讀者服務組 陳慈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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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學習有趣 ─ 教務處 

 

基隆市立安樂高級中學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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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酷熱難耐的氣溫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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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班，美術班 1班。 

      二年級普通班 5班，美術班 1班。 

      三年級普通班 5班，美術班 1班。 

  共計普通班 15 班，美術班 3班，特教班 1班，資源班 2班。  

二、高中部: 

      一年級普通班 2班，數理實驗班 1 班，體育班 1班。 

      二年級普通班 2班，數理實驗班 1 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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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班 3班。 

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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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高三的升學成績，高三的晚自習已於 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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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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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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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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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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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在學

習。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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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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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學年度課程計畫書及選課輔導手冊連結網站 QR-code     

                              
七、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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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人：男 67 人；女 65 人 

班級 男 女 總人數 

401 8 13 21 

402 23 15 38 

403 18 18 36 

404 18 19 37 

(二)本屆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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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名、體育成績績優有 6名，共計領取總額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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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104 學年度起，大學各校系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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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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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本校 108 學年度畢業生錄取國立學校榜單： 

姓名 錄取大學 錄取校系 入學管道 

陳○璞 國立臺灣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保送 
賴○靜 國立政治大學  法律學系  繁星推薦 
沈○萱 國立臺北大學  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  繁星推薦 
林○嫻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家庭生活教育組  繁星推薦 
張○翔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數學系  繁星推薦 
林○和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美術學系 個人申請 
呂  ○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 藝術與造型設計學系藝術組 特殊選才 
余李○儀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廣播電視學系 個人申請 
于○恩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運動健康科學學系 個人申請 
王○霖 國立中央大學 太空科學與工程學系 特殊選才 

考試名稱 考試日期 

高中英語聽力測驗(第一次) 109.10.24(六) 

高中英語聽力測驗(第二次) 109.12.12(六) 

學科能力測驗 110.01.22(五)-01.23(六) 

指定科目考試 110.07.01(四)-07.03(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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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絜 國立中央大學  理學院學士班  繁星推薦 
吳○宇 國立中正大學 數學系 特殊選才 
張○華 國立中正大學  經濟學系  繁星推薦 
林○德 國立中興大學 環境工程學系 特殊選才 
連○均 國立中興大學  植物病理學系  繁星推薦 
王○凱 國立中山大學  海洋環境及工程學系  繁星推薦 
簡○瑋 國立東華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邱○懷 國立東華大學  物理學系物理組  繁星推薦 
張○媗 國立東華大學  英美語文學系  繁星推薦 
林○吟 國立東華大學  體育與運動科學系 獨招 
游○茲 國立東華大學  體育與運動科學系 獨招 
蔡○婷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體育學系 獨招 
林○芸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繁星推薦 
吳○弘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水產養殖學系  繁星推薦 
張○晨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食品科學系生物科技組 特殊選才 
闕○霖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海洋環境資訊系 特殊選才 
胡○源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海洋法政學士學位學程 個人申請 
林○皓 國立宜蘭大學 食品科學系 個人申請 
何○婷 國立宜蘭大學 園藝學系 個人申請 
鄭○婷 國立宜蘭大學  應用經濟與管理學系  繁星推薦 
韓○遙 國立高雄大學  西洋語文學系  繁星推薦 
林○貞 國立嘉義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繁星推薦 
吳○妤 國立臺東大學  應用科學系化學及奈米科學組  繁星推薦 
陳○諹 國立臺東大學 文化資源與休閒產業學系 個人申請 
江○安 國立聯合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阮○凱 國立聯合大學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學系  繁星推薦 
周○彥 國立聯合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繁星推薦 
陳○宇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會計資訊系 獨招 

 

數理、科學相關得獎紀錄 

科學、數理相關競賽 

科學展覽會 

編號 時間 競賽名稱 組別 獎項 得獎者 指導老師 
1 2020.05 2020 年第 60 屆北一區國立 數學科 優等 陳薇安 林俊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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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縣(市)公私立高級中等學
校分區科學展覽會 

張宇翔 
李唯誠 

2 2020.05 
2020 年第 60 屆北一區國立

暨縣(市)公私立高級中等學
校分區科學展覽會 

數學科 優等 
陳顗卉 
許鈞筌 
吳崇㪱 

林俊傑 
黃志皓 

3 2020.05 
2020 年第 60 屆北一區國立
暨縣(市)公私立高級中等學

校分區科學展覽會 

環境學科 佳作 
蔡昊晉 
王品傑 
吳承彥 

劉育祈 

 

其他項目 

編號 時間 競賽名稱 組別 獎項 得獎者 指導老師 

1 2020.08 
2020 年全國海洋能源

創意實作競賽 
高中組 

全國 

亞軍 

謝宗翰、劉宥昀 
陳柏瑜、陳柏宇 

劉育祈 

陳勝凡 

2 2020.08 
2020 年全國海洋能源

創意實作競賽 
高中組 

全國 

季軍 

陳秉州、林展宏

陳宇凡 

劉育祈 

黃志皓 

3 2020.08 
2020 年全國海洋能源

創意實作競賽 
高中組 

全國 

佳作 

俞睿豐、楊芷華

林柏立 

劉育祈 

黃志皓 

4 2020.08 
2020 年全國海洋能源

創意實作競賽 
高中組 

全國 

佳作 

曾瀚霆、羅昱安

蔡侑霖、劉育銓 

劉育祈 

黃志皓 

5 2020.08 
2020 年全國海洋能源

創意實作競賽 
國中組 

全國 

冠軍 

陳昱安、林怡彣

陳睿康、蘇建龍 

廖柏仁 

劉育祈 

6 2020.08 
2020 年全國海洋能源

創意實作競賽 
國中組 

全國 

佳作 

蘇妏育、鄭祈勳

沈紘暐、王羽禪 

廖伯仁 

劉育祈 

7 2020.07 

國家太空中心舉辦

「2020 福衛五號衛星

影像應用小論文」競賽 
 

全國決

賽簡報

獎 

游淳惠、許綺雯

王聖霖 
劉雅貞 
劉慈先 

8 2020.05 
全國高中職創意發明構

思競賽 
 

全國 

第一名 
陳懷璞 

劉育祈 

黃志皓 

9 2020.05 
全國高中職創意發明構

思競賽 
 

全國 

佳作 
陳懷璞 

劉育祈 

陳勝凡 

10 2020.06 
2020 全國科學探究競

賽-『這樣教我就懂』 

海洋 

科學組 

全國 

第三名 

文宗彥、鄭宇廷 

吳宇晏、蘇翊愷 

劉慈先 

陳正昌 

11 2020.05 
2020 年全國技專校院

暨高中職英語朗讀比賽 
高中職

組 
第四名 劉芷蓉 江慧鈺 

12 2020.09 
109 年海洋教育創新教

學優質團隊 

高中職

組 特優 
劉育祈、陳怡婷

劉慈先、高淑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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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靜有序 ─ 學務處 

 

 
基隆市立安樂高級中學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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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 隆 市 立 安 樂 高 級 中 學 作 息 時 間 表 

課
程 早自習 

升旗(每

週一、

四) 
第一節 第二節 第三節 第四節 

午餐 
教育 

午休 第五節 第六節 第七節 第八節 

時

間 

0730 
︱ 

0805 

0745 
︱ 

0805 

0810 
︱ 

0900 

0910 
︱ 

1000 

1015 
︱ 

1105 

1110 
︱ 

1200 

1210 
︱ 

1225 

1235 
︱ 

1305 

1310 
︱ 

1400 

1410 
︱ 

1500 

1515 
︱ 

1605 

1610 
︱ 

1700 

 

基隆市立安樂高級中學學生請假注意事項 

98年02月10日期初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 年 5 月 1日校網公告  

                                                                108 年 6 月 28 日校務會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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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理假及娩假等六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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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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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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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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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充說明】依據本校學生獎懲規定凡曠課達 2 次及遲到 4 次者核予警告乙次處分，協請家長督

促貴子弟依本校作息時間上放學；若有請假者務必徐規定時限內完成假卡請假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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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立安樂高級中學上學家長接送車行動線示意圖 

 

 

 

 

 

 

 

 

 

 

 

 

語文競賽榮譽榜 

109 年度基隆市語文競賽於 1090905 在正濱國小比賽，安樂高中在高中學生組、國中學生組、

教師組、社會組共獲得 19 個獎項，團體獎也獲得 3個獎項，恭喜得獎同學，感謝所有指導老

師辛勤指導。 

【團體獎】 

國語文組 高中組 第三名。 

本土語言組 國中組 第二名、 高中組 第三名。 

【高中學生組】 

國語演說第六名 蘇奕安同學 指導：曾鈺雯老師 

國語朗讀第一名 駱 萱同學  指導：李玉如老師 

國語朗讀第四名 黃沛軒同學 指導：李玉如老師 

作文第一名 張禕心同學 指導：蘇怡如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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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第四名 何秉宬同學 指導：蘇怡如老師 

作文第六名 林思妤同學 指導：蘇怡如老師 

國語字音字形第二名 連柏睿同學 指導：陳丹玲老師 

閩南語演說第五名 潘宇婕同學  指導：李啟嘉老師 

閩南語演說第六名 王郁瑛同學  指導：李啟嘉老師 

閩南語朗讀第二名 吳芊芃同學  指導：李啟嘉老師 

閩南語朗讀第五名 林秀融同學   指導：李啟嘉老師 

【國中學生組】 

寫字第三名 邱筱憬同學  指導：洪誓鴻老師 

閩南語朗讀第三名 藍雅萱同學 指導：謝淳安老師 

閩南語朗讀第四名 傅幃珀同學 指導：謝淳安老師 

客語朗讀第一名 羅千茹同學  指導：陳佳祺老師 

客語字音字形第一名 楊宜潔同學 指導：蔡幸芸老師 

【教師組】 

閩南語演說第一名 李啟嘉老師 

閩南語字音字形第五名 吳怡慧老師 

【社會組】 

作文第一名 繆承哲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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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有麗 ─ 總務處

 

基隆市立安樂高級中學 109 學年度第 1學期總務處工作報告 

壹、校園安全： 

一、建築物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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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度消防設備檢查於 2月份辦理，3月改善完竣。 

(三)校內電氣設備定期於 3、6、9及 12 月辦理巡檢。 

(四)活動中心耐震補強已於 8月完成發包。 

(五)學校電箱改善工程於 5月發包，主體工程已於 8月完成，其餘育及 11 月底前完工。 

(六)校內水溝改善計警衛室前地坪工程已於 8月完成。 

二、飲水安全 

(一)飲水機已於 9月辦理巡檢與維修更換濾心及零件完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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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飲用水儲存設備已於 8月委託廠商清洗本校全部水塔完畢。  

三、交通安全 

        本校因有聯接前、後門之通道，經常有民眾為求方便在上課期間急速駕駛車輛穿越

校園，造成校園安全之虞慮。為維護師生安全及教學期間校園之安寧，目前上課期間柵

欄關閉管制，請家長諒解並配合。 

四、人員安全 

(一)本校設置有保全以管制進出人員。 

(二)外賓、家長、訪客請在警衛室換領來賓證，才可進入校園。 

(三)假日到校學生一律要求穿著校服，以辨識閒雜人員趁機進入校園，請家長體諒並配

合宣導。 

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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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師

生除因病或特殊原因可暫准不參加外，皆應參加學校午餐教育。 

二、供餐衛生、營養均衡、足量提供是午餐教育所秉持的作為，亦透過午餐評審委員會嚴格

把關審慎評選食材供應廠商，並要求供應商配合辦理。 

三、定期進行午餐滿意度調查，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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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援例週三供應麵食外，另週內各日菜品以不重複為原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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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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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管理辦法，歡迎社區民眾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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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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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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預約者，為確保預約者權益，恕不提供服務） 

三、諮商地點：基隆市婦幼福利服務中心五樓心靈驛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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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1 基隆市信一路 181 號（文化中心中正路側門 1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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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本中心行政人員陳小姐事先預約面談時間，本中心將安排適合的時間為您服務 

 

本處資料組相關活動 

1. 國三合作式技藝教育課程： 
u 時間：109 年 9 月 15 日至 110 年 1 月 5 日，每週二上午 1-4 節課，預計 16 次。 
u 合作學校：經國管理學院、輔大聖心高中、二信中學。 

2. 實施各項測驗： 
u 國一完成句子測驗 
u 國二多元性向測驗 
u 國三我喜歡做的事測驗 
u 高一性向測驗。   

3. 製作家長聯絡函：於每次段考前製作家長聯絡函，報導校務資訊、設置親職教育專欄，以

便親師交流。 
4. 提供升學與就業資料：有關升學管道與校系介紹等資料，全校師生可於教室走廊公佈欄、

諮商室校系資料櫃等處獲得。 
5. 國一食農教育體驗活動 

u 時間：9/26(六) 
u 地點：基隆盛德農場、竹緣農場 

6. 國二技職教育參訪活動 
u 時間：10/27(二) 
u 參訪學校：經國管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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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國三升學博覽會：  
u 時間：110 年 1 月 20 日(三)休業式上午 10：15 至 12：00 
u 地點：本校活動中心 

6. 高中部優秀校友返校座談會 
u 時間：109 年 9 月 1 日(二)11：10 至 12：00 
u 地點：本校圖書館 
u 對象：高三全體同學 

7. 強化學生升學準備：與大專院校合作辦理相關升學準備講座，以期加強高三學生準備升學

資料與挑戰面試。  
8. 升學就業去向調查與追蹤：辦理應屆國、高中畢業生升學、就業去向追蹤調查。 
9. 輔導學生升學選填志願，提供就業意見。 
10. 強化國高中生涯發展教育：辦理生涯發展教育專題講座。 
11. 109 學年度廣達游於藝巡迴展覽 

u 主題：見微知美 
u 時間：11/4-11/17 
u 地點：本校會議室                                                                                                                                                                                                                                                                       

12. 執行美術班分組教學。 
u 國一、國二及國三各班術科均分 AB 兩組進行教學。 
 

13. 辦理 109 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基隆市初賽 
u 收件：10/12-10/14 
u 評選：10/16 
u 現場書寫(書法)：10/24 

14. 籌備美術班成果聯展。 
15. 籌備美術班畢業畫冊(國三學生)。 
16. 辦理美術班校外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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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覽有境 ─ 圖書館 

 

基隆市立安樂高級中學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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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頁 

https://aljh.kl.edu.tw 

學校最新消息、簡介，以及學校相關系統

網站連結  

基隆市教育處 

Open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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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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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部也可以使用 
 

安中學習加油

站 

http://moon.aljh.kl.edu.tw/~moodle/  

短網址 http://goo.gl/6iotdo  

本校高中部資訊課程網站  

限校內網路使用 
 

基隆市教育入

口網站 

https://lkk.kl.edu.tw/  

本市各類教育網站連結 
 

Google Gsuite 

協助學生課程結合線上學習，本校國高中

生均有申請一組安樂高中 Gsuite 帳號以

利教學使用 
學號@aljh.kl.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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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安全與倫理宣導 

【宣傳單】孩子熱衷網路直播時，家長可以提供的 5 個提醒及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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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讓孩子在網站上揭露太多個資個資外洩/社群網站 

參考網址 https://isafe.moe.edu.tw/article/1953?user_type=3&topic=8  

 

    許多青少年與孩童都能熟練的使用電腦或手機上網，這些所謂的「網路原住民」會靈巧的運

用各種技術與服務來和朋友交流。例如：編修照片、剪輯影片、上傳檔案、傳送多媒體訊息等。

對孩子而言，使用社群網路服務已經融入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正在 po 文的孩子，也正在放棄個人隱私 

    社群網站最讓人詬病的，就是個資隱私暴露問題，許多孩子可能沒有想過，自己在社群網站

上所公開的生活點滴，社群網站業者正一筆筆的傳送給廣告主分享，好讓這些廣告主可以瞭解與

分析使用者的習慣，進一步推銷最合適的產品。最顯著的例子就是，當使用社群網站時，網頁側

邊就會出現依照使用者喜好的客制化網路廣告。此外，社群網站分享給廣告主的通常不只是使用

者註冊時所填寫的個人資料，還包含使用者的照片、朋友清單、所有 po 文、按過讚的內容、上傳

過的照片等。 

 

個資過度揭露的情境 

歸納來說，孩子們在使用社群網站時，有以下常見的過度揭露個資隱私情況： 

    自己在會員個人資料區填寫過於詳細的內容，例如：真實姓名、出生年月日、家裡電話、聯

絡地址、手機號碼、電子郵件、就讀學校、打工地點、興趣與嗜好等。 

    玩社群遊戲或使用社群網站的應用程式時，沒有仔細閱讀資料存取政策，就直接按下同意，

讓這些遊戲或應用程式可以自由取得孩子和他們朋友的基本資料。 

    張貼在個人網頁上的文字、照片或影片，涉及個資隱私訊息，例如：張貼失戀心情、炫耀金

錢或奢侈品；上傳在家門口拍攝的照片，而背景中出現自家的門牌號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