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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的話 

劉葳蕤 109.03.06 

 

    新學期開始，我們一往誠摯熱忱的心，迎接學校日的到來，讓親師之間有一個直接

的溝通機會與橋樑。然而，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來勢洶洶，學校已成立防疫小組，推

動各項防治工作，並召開防疫會議，希望在我們教職員的全心努力投入之下，可以提供

同學一個安全的學習環境，讓家長放心無後顧之憂。因此在防疫為前提的考量下，我們

將實體的學校日活動，改為線上學校日，讓家長仍然能夠透過資料的說明與介紹，了解

本學期各項的教學與活動，如需要與師長溝通互動，也歡迎家長來電。 

 

為了讓學生能在健康安全的環境下學習，請家長們協助配合校園防疫措施，每日出

門前協助貴子弟量測體溫，並記錄下來；經額溫測量大於 37.5℃、耳溫大於 38℃、或

有呼吸道症狀(咳嗽、流鼻涕或喉嚨痛)，請落實生病請假不上課，並配戴口罩盡速就醫，

亦請在家休養至恢復健康後再返校，同時請與學校保持聯繫，配合防疫相關作業。每位

學生進學校必須評估體溫，若發燒、或進入校園後出現症狀，學校會暫時安置照顧學生，

並連繋家長帶回就醫。相關的防疫訊息，也請點選本校首頁設置的「防疫專區」

(https://cteam030.wixsite.com/0000)。 

 

新的學期，我們依然秉持著「賞識孩子、激勵成功」的教育理念，以「學生為中心」

的思維辦學，提供多元的舞台讓孩子一展長才；因為教育不應是倒滿一壺水，而是點亮

一根蠟燭，讓每個孩子都能創造各具獨特性的「唯一」，而不是盲目追求「第一」。12

年國教新課綱課程的實施，並不會因防疫工作而中止，從國中的彈性課程，到高中的探

究與實作、彈性學習、自主學習、社團活動，乃至於學習歷程檔案的建置以及大學入學

方式的變革，請放心地跟隨學校的課程設計和規劃，在萬芳高中熱情又認真的教師引導

下，努力地進行學習、養成多元探索、獨立思考、主動學習及自主學習的能力，相信在

家長與老師齊心努力下，萬芳的每一個孩子都能適性多元發展，找到自己的特色，成就

『最好的自己』。 

 

 

 

 

 

  

https://cteam030.wixsite.com/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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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報告【高中部資訊】 

一、 為培養學生多元能力，本學期高一多元選修訂於 109 年 3 月 6 日開課，並已

於 109 年 2 月 7 日公告選課結果，課程規劃除本校教師外，外聘中國科技大

學教授協助開課，另參與臺北市跨校選修課程共計 10 門，開課課程如下： 

課程編號 課程名稱 授課老師 

1-1 基礎日語 王劭宇老師 

1-2 基礎法語 陳姵伃老師 

1-3 基礎德語 陳信仲老師 

1-4 初級韓語 李煥然老師 

1-5 設計思維與基本習作 盧岡良老師 

1-6 給高中生的哲學思考 郭晉吾老師 

1-7 一起讀書 廖凡慧老師 

1-8 Travel,Living and Culture 王貞鈞、蕭素琨老師 

1-9 密室逃脫與邏輯的結合 鍾念祖老師 

1-10 當建築遇見歷史─用樂高積木快樂拼建築 黃小萍老師 

1-11 試算表初探 紀延平老師 

1-12 3D 設計繪圖 楊謦鮫老師 

1-13 正念情緒好人緣 Ben&Joe 

1-14 我是運動傷害防護員 黃子舜老師 

1-15 人權的前世今生 吳幸珍、黃寶月老師 

1-16 翻轉媒體 劉子豪老師 

1-18 創業好好玩：夢想咖啡壹號店 中國科技大學管理學院教授 

1-19 AI 自走車程式設計 中國科技大學資訊學院教授 

1-20 創意插畫與版畫設計 跨校選修 

1-21 大城小事～城市文學與文化 跨校選修 

1-22 解題萬花筒～國際數學解題 跨校選修 

1-23 文法的跳躍音符與樂章 跨校選修 

1-24 動畫設計與邏輯思考 跨校選修 

1-25 虛擬實境改造王：製作 AR 與 VR 跨校選修 

1-26 Python 程式設計入門 跨校選修 

1-27 商業模式 跨校選修 

1-28 JAVA 語言基本概念與程式設計實作 跨校選修 

1-29 跨越時空的星鮮人 跨校選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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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為提升學生大學進路的優勢，本學期高三跨班選修預定於 109 年 3 月 6 日進

行選課，聘請本校資深優秀教師與外聘教師開設各項學科與多元能力精進課

程，課程安排如下： 

課程編號 課程名稱 授課老師 

3-1 基礎日語 王劭宇老師 

3-2 基礎法語 陳姵伃老師 

3-3 基礎德語 陳信仲老師 

3-4 初級韓語 李煥然老師 

3-5 設計思維與創意思考 盧岡良老師 

3-6 給高中生的哲學思考 郭晉吾老師 

3-7 口語表達與簡報實作-推甄面試利器 王怡文老師、鄭季弦老師 

3-8 英文指考字彙衝衝衝!!! 陳秋文老師、韓巧玲老師 

3-9 自然組數甲指考複習 蘇美菁老師、江依玲老師 

3-10 歷史科指考統整復習 林美伶老師 

3-11 地理科指考統整復習 沈信廷老師 

3-12 公民科指考統整復習 王怡君老師 

3-13 指考物理精進 林世穎老師 

3-14 指考化學精進 陳怡宏老師 

3-15 銀之匙-談生物技術應用及倫理 蔡宜軒老師 

3-16 心靈深呼吸 徐靜芳老師、王詩敏老師 

3-17 3D 設計繪圖 楊謦鮫老師 

3-18 運動、健康與休閒 黃俞勛老師 

三、 本學期三次定期評量安排如下：第一次定期評量 109 年 4 月 7、8 日；第二次

定期評量 109 年 5 月 20、21 日；高一第三次定期評量 109 年 7 月 10、13 日；

高二第三次定期評量 109 年 7 月 3、6 日。 

四、 本學期高三北區聯合模擬考安排如下：第一次北區聯合模擬考 2 月 26、27

日；第二次北區聯合模擬考 5 月 4、5 日；各次模擬考試成績均預計於考後

14 個工作天左右公布成績。 

五、 依照教育部頒定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及本校「學生學習評

量辦法補充規定」第十三條中之畢業標準如下：  

學生學習評量結果，依下列規定處理： 

(一) 修業期滿，符合課程綱要所定畢業條件。 

   1.高二、三學生：必修學分至少應達120 學分，選修學分至少應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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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學分。必修學分應含「後期中等教育共同核心課程」48 學分。 

   2.高一學生：應修習總學分180學分，學生畢業之最低學分數為150

學分成績及格，其中部定必修及校訂必修至少需102學分且成績及

格；同時選修學分至少需修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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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修業期滿，修畢課程綱要所定應修課程，且取得120個畢業應修學分

數，而未符合前款規定者，發給修業證明書。 

 請家長務必關心貴子弟每一學習階段之學習表現。 

六、 為提升高三學生應對指考之實力，本學期高三晚自習於 109 年 3 月 9 日~109

年 5 月 14 日舉行，每週一至週五晚上 18:00~21:00，學生集中於活動中心一

樓閱覽室自習，且每日均安排行政同仁、教師及教官督導，若於開學第一週

未及時申請者，教務處將於每次定期評量後三日內再次開放申請，請家長鼓

勵子弟報名參加。 

七、 為提供家長了解子弟在校學習情況，教育局建置線上查詢成績系統，本校亦

於官網首頁開放此查詢平台，家長可在官網首頁【校園 e 系統】下，點入【新

一代高中校務系統】，登入帳號密碼後，即可查詢學生在校期間的個人成績、

出缺席狀況、獎懲紀錄…等資料。(詳細操作方式下列圖示)。 

八、 108學年度入學高一新生，未來參與大學升學，「學習歷程檔案」扮演重要

角色。學習歷程檔案包括：學生的基本資料、自傳與學習計畫、在校修課紀

錄和課程學習成果，以及其他多元表現。簡單來說曩括了同學們在高中三年

各方面的所有表現，不僅僅是課業成績而已。學生每學期均須於「學習歷程

檔案系統」中上傳課程學習成果(包含課程產出之作業、作品及其他學習成果，

每學年至多 6件) 與多元表現(彈性學習時間、團體活動時間及其他表現，每

學年至多 10件)，此部分攸關未來升學所需資料，請家長協助督導。 

九、 家長若有學生課業學習相關事宜，歡迎致電教務處 22309585 轉 200 教務處詢

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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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家長線上查詢學生就學狀況 

⚫ 在本校首頁左側「校園 e系統」下方，點選「新一代高中校務系統」 

 

⚫ 帳號請輸入「P+學號」，例如 P10730001；密碼請輸入學生之身分證字號。 

 

⚫ 登入後就可以查詢學生在校期間的個人成績、獎懲紀錄…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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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報告【國中部資訊】 

一、 為全面提升本校學生英語能力，本學年度申請通過國中部三個年級兩班三組

英語實驗教育計劃，分組小班方式進行差異化教學。本學期三次定期評量安

排如下：第一次定期評量 109 年 4 月 7、8 日；第二次定期評量 109 年 5 月

20、21 日； (國三為 109 年 4 月 28、29 日)；國一及國二第三次定期評量 109

年 7 月 10、13 日。請家長協助督導子弟學業學習。 

二、 本學期國三北區聯合模擬考安排如下：第一次北區聯合模擬考 3 月 3、4 日；

第二次北區聯合模擬考 4 月 28、29 日(即為期末評量)；各次模擬考試成績均

預計於考後 2 週左右公布成績，除紙本成績外，模擬考公司亦有開放線上成

績查詢系統，詳細之網址及帳號密碼也於第一次考試完畢後提供各班，家長

若有不清楚者，可洽導師或教務處查詢。 

三、 依照教育部頒定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準則」第十一條規定

之畢業標準如下：  

國民中小學學生修業期滿，符合下列規定者，為成績及格，由學校發給畢業

證書；未達畢業標準者，發給修業證明書：  

(一)學習期間扣除學校核可之公、喪、病假，上課總出席率至少達三分之二以

上，且經獎懲抵銷後，未滿三大過。  

(二)七大學習領域有四大學習領域以上，其各學習領域之畢業總平均成績，均

達丙等以上。  

 請家長務必關心貴子弟每一學習階段之學習表現。 

四、 為提升國三學生應對會考之實力，本學期國三晚自習將於 109年 3月 9日~109

年 5 月 14 日舉行，每週一至週五晚上 18:00~21:00，學生集中於行政大樓三

樓教室自習，且每日均安排教師及家長各一人督導，請家長鼓勵子弟報名參

加，並請家長踴躍參加留校陪讀家長志工登記。 

五、 為提供家長了解子弟在校學習情況，教育局建置線上查詢成績系統，本校亦

於官網首頁開放此查詢平台，家長可在官網首頁【校園 e 系統】下，點入【第

二代國中校務系統】，登入帳號密碼後，即可查詢學生在校期間的個人成績、

出缺席狀況、獎懲紀錄、公共服務時數…等資料。(詳細操作方式背面圖示)。 

六、 家長若有學生課業學習相關事宜，歡迎致電教務處 22309585 轉 230 實研組詢

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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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家長線上查詢學生就學狀況 

⚫ 在本校首頁左側「校園 e 系統」下方，點選「第二代國中校務系統」 

  

點選「文山區」，再選擇學校「市立萬芳高中附設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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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號請輸入「D 或 M+學生身分證字號」，例如 DA123456789；密碼請輸入學生

之學號。  

 

⚫ 登入後就可以查詢學生在校期間的個人成績、出缺席狀況、獎懲紀錄…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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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處報告                                       

訓育組  

1.鼓勵同學多參與校內外志工服務工作，高一二每學期至少應服務滿 8 小時，國中部

七上至九上共計 5學期中應有 3學期需服務滿 6小時。每年 8 月 1日~次年 1 月 31

日的服務學習都算上學期，2 月 1日~7月 31日的服務學習都算下學期。 

2.辦理之各項工作或活動 

(1) 3/20(五)國中部優良學生選舉投票 

(2) 3/27(五)高中部優良學生選舉投票 

(3) 4/10(五)八年級天文館參訪 

(4) 5/27(三)-5/29(五)九年級教育旅行 

(5) 5/30(六)夏季畢業舞會 

(6) 6/4(二)高中部週記抽閱、國中部聯絡簿抽閱 

(7) 6/12(五)動態性社團成果發表 

(8) 6/15(一)高中部畢業典禮 

(9) 6/19(五)高二合唱比賽 

(10) 6/22(一)國中部畢業典禮 

（11）7/7(二)-7/10(五)高二教育旅行 
 

生輔/教組 

1.改過銷過實施要點已經放置在學校首頁裡學校日中，敬請各位家長能敦促貴子弟能

儘快至生輔/教組申請改過銷過，並確實完成改過銷過程序，特別是高三同學因 5

月中結算成績，需更加注意自己是否符合畢業條件並完成銷過。 

2.學生請假規定已放置學校日中，請各位家長敦促貴子弟能遵守學校請假規定，特別

注意「事假」請事前申請；「病假」當日電話通知學校後，還是要完成請假程序，

才能予以核假；一日(含)以上請假，請檢附看診證明或家長證明。另外請注意請假

期限，切勿逾期，逾期 1~ 7 日以內--愛校服務 1 小時；逾期 7 日以上--警告 1 次。 

3.教育局為推廣本市離校訊息 line 推播服務取代傳統付費簡訊通知，家長可至臺北市

政府教育局「數位學生證服務整合入口網(https://ecard.tp.edu.tw/ecard/)」申請，於

108 學年第 2 學期實施學生到離校推撥服務。 

4.始業式、休業式、及校慶為本校重大活動，所有同學均須參加，盡量避免請假。 

5.因考量校園安全，本學期將對同學服儀加強要求，對於違反規定之同學將實施適性

輔導，也請家長協助督促。 

6.為維護教學環境及學生上課秩序，本學期要求同學不得上課使用手機；若是自制力

較差之同學，可按老師要求，上課時將手機放置教室手機袋內，待下課後再行領取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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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組 

1.家長欲了解校內供餐狀況、菜單內容、食材來源等資料，可至校園食材登錄平台上

瀏覽。網址：https://fatraceschool.k12ea.gov.tw/frontend/ 

2.為達到垃圾減量及推廣環保觀念，請家長鼓勵學生自備環保餐具、個人水杯。本學

期開始，如使用自備環保杯可以享有熱食部飲料折扣。 

3.同意接種 HPV 子宮頸癌疫苗的七年級女生將於 4 月 10 日由衛生局入校宣導注意事

項，並於 4月 23日接種疫苗。 

4.為預防疾病傳播，請注意孩子如有感冒症狀(如發燒、咳嗽、流鼻水等)請安心在家

休養，勿到校上課以免造成校園群聚感染。另請注意孩子在家休養狀況，不到人群

聚集之地、勿與他人共飲共食。 

5.本學期預計辦理健康促進相關活動(偕同健康中心)： 

3月 戒菸反毒宣導講座 4/17 正確用藥講座 

4/1 校園捐血車活動 5/8 健康體位暨飲食教育講座 

4/10 
青少年性教育及 HPV 疫苗

介紹 

  

體育組 

1.108學年度第 2學期本校室內溫水游泳池提供全校教職員工及學生使用時間：自 2/25

（二）起至 7/07（二）止，每週二、週四，下午 5 時至 7 時；請踴躍參與游泳運動。 

2.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生在校運動 150 分鐘」活動，請踴躍參與，實施計畫如後

附。 

3.108 學年度本校國高中部體育班發展運動項目：射箭、射擊、跆拳道、合球、舉重；

國中部重點發展運動項目：合球，高中部重點發展運動項目：圍棋、合球；以利國

高中部銜接訓練及發展，請各位家長能繼續支持各運動代表隊，讓具有不同專長的

孩子，能在不同的領域中，發揮自己最大的潛力。 

4.預計辦理各年級班際競賽： 

（1） 辦理國八班際籃球體育競賽，比賽：3/23（一）~3/27（五）。 

（2） 辦理高二班際排球體育競賽，比賽：3/23（一）~3/27（五）。 

（3） 辦理高三班際羽球菁英賽，比賽：3/09（一）~3/13（五）。 

（4） 辦理國七班際三對三籃球體育競賽，比賽：4/20（一）~4/24（五）。 

（5） 辦理高一班際三對三籃球體育競賽，比賽：4/20（一）~4/24（五）。 

（6） 辦理國九班際桌球菁英賽，比賽：6/08（一）~6/12（五）。 

（7） 辦理國七、國八水上運動會，比賽：5/25（一）~5/26（二）。 

（8） 辦理高一、高二水上運動會，比賽：5/27（三）~5/28（四）。 

 

 

https://fatraceschool.k12ea.gov.tw/front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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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萬芳高級中學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 

「學生在校運動 150 分鐘暨運動行為表現」實施計畫 

壹、依據： 

一、 臺北市政府 95 年 3 月 14 日第 1363 次市政會議市長指示。 

二、 國民體育法第六條規定、教育部體育署 Sport Health 150(SH150)方案及臺北

市政府教育局頒訂之「臺北市中小學學生每週在校運動 150 分鐘實施計畫」

及 

推廣學生參與運動相關政策。 

三、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04 年 1 月 14 日北市教體字第 10430836000 號函訂定。 

四、 教育部體育屬 104 年 4 月 16 日臺教體署學(一)字第 1040010800 號書函「大

跑步計畫」。 

五、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國民中小學暨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健康與體

育領域學習表現。 

貳、目的： 

一、 培育學生運動知能，激發學生運動動機與興趣，養成規律運動習慣，奠定

終身參與身體活動的能力與態度。 

二、 由晨間、課間、彈性課程及課後時間增加身體活動時間，增進學生每日在

校身體活動的質與量，提升學生體適能及學習效率。 

三、 提升學生運動行為表現，規劃出適合自己的運動計畫，透過對計畫的掌握，

表現出努力實踐之態度與行為，以養成終身的運動習慣。 

參、實施原則： 

一、 除了每週體育課之外，讓學生在學校養成每天規律運動的習慣。 

二、 結合聯課社團活動，提供學生多元選擇享受運動樂趣，以達一生一運動之

目標。 

三、 加強推動班級性競賽活動，培養學生團隊合作精神，凝聚班級向心力，提

升個人成就感。 

四、 擬定簡易運動技能的運動計畫，執行運動計畫，養成規律的運動習慣。 

肆、實施方式： 



13 
 

一、 競賽活動 

（一） 國中部年級性活動： 

七年級—拔河、籃球三對三。 

八年級—趣味活動投籃、班際籃球賽。 

九年級—排球、桌羽球精英賽。 

（二） 高中部年級性活動： 

高一—拔河、籃球三對三。 

高二—籃球、排球。 

高三—桌球菁英賽、羽球菁英賽。 

（三） 全校性活動： 

環校越野賽、大隊接力、游泳接力、田徑個人賽、游泳個人賽。 

（四） 校際性活動： 

大隊接力，各年級冠軍將代表學校參加臺北市班際大隊接力錦標

賽。 

二、 個人活動 

（一） 參與班際體育競賽及校際體育活動。 

（二） 運動計畫執行，累積每週運動時數。 

（三） 參與運動學習心得。 

（四） 將上述活動填於運動行為紀錄卡中，並於每學期末交予體育股長後

繳交至體育組彙整（評選後，將運動行為紀錄卡交予個人留存）。 

三、 行政支援 

（一） 運動器材借用—每日 16時至 17時提供個人器材借用，鼓勵學生積

極參與活動。 

（二） 場地開放—開放活動場館，提供學生多元活動學習，場地相關開放

時間如下： 
 

星期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開放時間 

場 

地 

操場、排球場、籃球場 
07:00~08：00 

16:00~18：30 

 游泳池  游泳池  16:00~1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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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球室 16:00~17：00 

活動中心一樓(熱舞) 16:00~17：50 

五、注意事項： 

（一） 凡具有先天性疾病或身體虛弱經醫師診斷不宜激烈運動者，得免參

加。 

（二） 實施活動如學生身體狀況有不適者，得免參加。 

（三） 實施活動前，須有適度之熱身活動。 

（四） 應盡量避免於飯前、飯後半小時內實施跑步活動。 

（五） 氣溫過高及紫外線指數較高之時段，應盡量避免進行跑步活動。 

六、獎勵： 

（一） 運動行為紀錄卡評選方式：由體育組聘請評審，針對填寫內容進行

評選，並分為優等、佳作予以獎勵，頒發獎狀乙只，另優等記嘉獎

2 次，佳作記嘉獎 1 次，以玆鼓勵。 

（二） 評選結果，由體育組彙整，交予各授課體育教師，作為期末體育成

績運動行為表現之成績。 

七、預期效應： 

（一） 提升學生運動參與動機、興趣及體適能，並培養終身規律運動習

慣。 

（二） 學生畢業前都能喜愛並學會一項以上之運動技能。 

（三） 獲得運動與健康相關知識，促進同儕互動、合作及社會技巧。 

（四） 學生參與每週運動 150 分鐘以上之比率達逐年提升至 90％以上。 

（五） 學生體適能檢測中等以上比率逐年提升至 60％以上。 

（六） 每學期評鑑實施成效，研訂具體改進措施。 

（七） 提升學生參與班及體育競賽與校際體育活動。 

（八） 提升學生擬定運動計畫的能力，進而努力實踐之態度與行為。 

九、本計畫經本校體育委員會會議通過，由校長核准公布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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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官室報告 

一、108學年度第 2學期預定辦理活動 

時間 項目 活動內容 對象 

3/2 (一) 

12:00-13:00 
軍校招生宣導 

軍校正期班、士官

二專班及志願役士

兵等班隊招募宣導 

有興趣之高中

部學生 

3/13(五) 

14:00-15:00 
交通安全宣導 

邀請文二交通分隊

針對機車安全駕駛

及基本路權做宣教 

高二學生 

3/26(四) 

12:00-13:00 

賃居生座談會

議 

針對校外租屋的學

生，進行相關居住

安全及消防宣導 

賃居學生及其

家長 

3/30(一) 

12:00-13:00 

期初交通安全

教育委員會 

為加強學生交通安

全教育而召開之會

議 

相關委員(家長

會長) 

4/10(五) 

15:00-16:00 

藥物濫用防制

宣導 

聯合醫院藥劑師以

醫院在地化的方式

導入防制濫用藥物

之教學  

高二學生 

5/1(五) 

14:00-15:00 

交通安全法規

測驗 

配合班會課辦理法

規測驗，藉以瞭解

學生對相關規定熟

稔度 

高中部全體學

生 

5月第 1週 交通禮讓週 

透過不同主題推

廣，讓孩子及家長

體認交通安全議題

的重要性 

全體教職員工

生暨家長 

5/26（二） 

09:10-10:00 

國九自行車安

全宣教 

邀請監理所講師針

對自行車騎乘安全

宣教 

國九學生 

6/12(五) 

12:00-13:00 

交通隊期末工

作檢討會議 

學生交通服務隊學

年度工作檢討及慰

交通隊所有學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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勉 

6/16（二） 反毒舞臺劇 

運用高一彈性課程

時機，邀請逆風劇

團蒞校演出 

高一學生 

6月 反毒宣導月 
配合各項時機實施

反毒宣導 

全體教職員工

生暨家長 

7/6(一) 

12:00-13:00 

期末交通安全

教育委員會 

為加強學生交通安

全教育而召開之會

議 

相關委員(家長

會長) 

不定期 校外聯巡輔導 

配合轄區警政單

位，實施學生校外

生活輔導 

 

不定期 
「特定人員」尿

液篩檢作業 

依年度防制學生藥

物濫用執行計畫辦

理 

相關學生 

不定期 
「全民國防教

育」相關活動 

辦理各項參訪或體

驗活動 
相關學生 

不定期 
役期折抵暨緩

徵業務 

依學生所修習之課

程內容辦理相對應

兵役折抵天數 

有需要之學生 

二、協請家長配合事項 

(一)防制藥物濫用宣導：為了保護孩子的健康，教育局有提供快速篩檢試劑（篩

檢項目: K他命/甲基安非他命〔KET/MET〕）發放到學校，有需要的家長可以

到本校匿名領取，希望對於孩子不論在人際關條、交遊場所、工作環境甚至

是出入高風險場所（夜店、KTV、PUB、撞球場…等）後的行為而有所疑惑時，

可使用快篩試劑進行初步檢驗而解除心中疑惑。教育部新興毒品宣導，請參

閱附件。 

(二)交通安全：本校位於山坡地上，且鄰近捷運站、萬芳醫院，下列所示項目，

懇請家長及學生配合： 

1.本校在上、放學時段極易交通雍塞，尤以興隆路 3 段 115 巷為最，若遇天

雨時更是嚴重，恐浪費接送家長們的時間，為避免類情，請家長儘可能於

興隆路 3段 115巷口，讓同學下車採步行方式進入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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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執行路口導護勤務時，常發現有學生騎乘自行車通學，卻未戴帶自行車

專用之安全帽，且以國中部之學生居多，為保護學生安全，請提醒孩子騎

乘自行車時，務必佩載安全帽。 

3.少數年滿 18歲高三學生，平時運用機車通學者，請家長提醒孩子具備「防

衛駕駛」觀念，並遵守「交通安全四大守則」，減少交通意外發生。「交通

安全四大守則」詳列如下： 

（1）我看得見您，您看得見我，交通最安全。 

（2）謹守安全空間─不作沒有絕對安全把握之交通行為。 

（3）利他用路觀─不作妨礙他人安全與方便之交通行為。 

（4）防衛兼顧的用路行為—不作事故的製造者，也不成為無辜的事故受害

者。 

(三)狀況反映：本校教官室設有「校安專線」，電話：（02）2230-6777，均由教官

同仁輪流轉接待命，提供全年 365天，全天 24小時不間斷的服務，歡迎各位

家長與我們聯絡。 

(四)服儀規範：本校針對服裝穿著規範，依規定召開「服裝委員會」討論相關議

題。決議依教育部要求，訂定相關服儀規範，穿著學校認定之校服（含制服

及運動服），尚無開放同學著便服、拖鞋，或揹未經學校認可之書（背）包到

校，懇請家長敦促學生遵守。 

(五)電子菸危害宣導：電子煙所使用之添加物，多半是為了使產品帶有特殊風味、

甜味、薄荷味或其他香味等調味用途，採用青少年偏愛的風格，對於學齡前

幼童而言，更有可能會被誤認為一般的糖果零食，導致誤食中毒。電子煙除

內容物對健康危害外，美國聯邦緊急事務處理總署(FEMA)亦指出，電子煙存

放的環境、周圍的溫濕度、充電的環境、使用者不當使用，載具之安全性，

都有可能具有潛在的危險，如灼傷、電池爆炸、失明等。詳情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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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加強新興毒品防制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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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菸危害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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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報告                                       

 

 

 

 

 

 

 

 

工作項目 重點工作內容 

一、校區安全檢查及防護 

(一)已利用寒假期間，2/8進行本校水塔清洗作業。 

(二)全校飲水機已於開學前完成保養。  

(三)高壓電設備擬已完成定期檢測。  

(四)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已完成申報。  

(五)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已完成申報。 

(六)校園及教學區近期將進行室內外環境消毒。 

二、營繕工程 (一)科學樓屋頂防水工程已於九月中旬完工。 

三、校園安全及美化綠化 
(一)配合各處室教學活動及場地佈置。  

(二)訪客入校:需換證以及穿著訪客背心。 

四、場地管理 
相關辦法請詳閱本校網站總務處網頁：校園場地開放

實施要點、開放停車管理辦法等，歡迎多加利用！ 

預期成效 

1.落實執行節能減碳政策，管控校內用電每年降低達2％。 

2.達成公文處理時效，全面推動電子公文收發，公文隨到隨辦，定期查詢、稽催、

統計，確實掌握公文動態，完成縮短作業流程，期達公文無逾期。 

3.完成校園美化、綠化，種植花草樹木，柔化校園景觀。配合慶典種植草本花卉，

美  化校園，發揮境教功能，提供校園環境優美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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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室報告 

一、 高中部生涯輔導:  

時間 實施項目 活動內容與方式 對象 

2/25~3/5 
繁星推薦選擇校系

輔導 
繁星推薦選擇校系個別諮詢 

高三學生 

高三家長 

2/25~3/13 
個人申請第一階段

選擇校系輔導 
大學、科技校院個人申請選擇校系個別諮詢 

高三學生 

高三家長 

2/27、3/2 
繁星推薦校內模擬

填榜 

針對前 50%學生進行模擬填榜，避免同一校

群太多學生選填。 
高三學生 

因應新冠肺炎取消 
大學暨技職校院多

元入學博覽會 

鼓勵高三學生參加，地點在台灣大學綜合體

育館一樓。 
高三 

3/2 軍校招生宣導 軍校入學及學制介紹 高三學生 

3/6 警專招生宣導 警專入學及學制介紹 高三學生 

3/6 
個人申請第二階段

輔導 
帶你完勝備審面試講座 高三學生 

3月 大學多元入學諮詢 多元入學問題解答 家長 

3/14、3/15 

9:30~16:00 
台大杜鵑花節 學系博覽會 高一、高二 

3月 參訪世新大學 配合『世新巡禮』活動參訪 高三 

不定期 大學學系體驗課程 
配合各大學學系辦理，鼓勵有興趣學生報名

參加 
全體學生 

3/31~4/17 
個人申請第二階段

指定項目甄試輔導 

1.安排各學系模擬面試 

2.學長姐電話諮詢服務 

3.備審資料製作諮詢 

4.提供歷屆學長姐備審資料、指定項目甄試

考古題..等相關資料 

高三 

一學年 生涯規劃課程 每班每週一節課程 高一 

5/8（五） 
如何面對大學多元

入學專題演講 

協助高二學生更進一步了解多元入學，儘早

訂定生涯目標。 
高二 

4月 

5月 

7/20（一）

10:00~11:00 

7/20~7/24、7/27 

選填志願輔導 

1.訂購選填志願輔導手冊 

2.選填志願輔導導師說明會 

3.選填志願輔導學生暨家長說明會 

4.升學資料展 

5.個別諮詢 

高三學生 

高三導師 

高三學生 

高三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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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 大學營隊 
蒐集各大學營隊資料，系統整理建置網頁，

公佈各班，學生自由報名參加。 全體學生 

7月 大學博覽會 鼓勵學生參加大學博覽會 全體學生 

12月、2月 

3月 

2月 

一學期 

4、5月 

5/13（三）

19:00~20:30 

選課選組輔導 

1.「性向測驗」的實施與解釋 

2.「興趣量表」的實施與解釋 

3.訂購高中選課輔導手冊 

4.生涯規劃課程 

5.學生及家長選課選組個別諮詢 

6.選課選組家長說明會 

高一 

 

 

 

 

高一家長 

5、6月 轉組輔導 申請轉組生個別輔導 高二 

隨時 升學資料展 

1.建置各大學、各學系的最新相關簡介資料

（含書面介紹、光碟…） 

2.建置大學多元入學網頁，隨時提供最新的

升學資訊 

全體師生 

說明：「大學暨技職校院多元入學博覽會」、「台大杜鵑花節學系博覽會」二項校外活

動日期以主辦單位最新公告為準。 

二、 國中部生涯輔導: 

時間 實施項目 對象 

2月~6月 班級輔導活動課程實施 全體學生 

1月份 第一次模擬選填志願 九年級學生 

3/5 適性入學宣導 九年級學生導師 

3/6 適性入學宣導(學校日) 學生家長 

3月份 產業參訪(一) 九年級學生 

3、4月份 第二次模擬志願選填 九年級學生 

4月份 職涯試探活動 八、九年級學生 

4/月份 產業參訪(二) 七、八年級學生 

5月份 家長職業介紹分享 八年級學生 

5/18~22 高中職升學資料展及宣導 全體學生 

6/6、7 臺北市高中職博覽會(世貿一館) 全體學生學生、家長 

6/17~24 基北區高中職網路正式選填志願 九年級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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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輔導組: 

  感謝上學期家長們熱情參與兩場親職講座，演講深獲肯定與受用，為了

讓您更有力量陪伴孩子，我們特別於本學期再規劃兩場講座，期待您與我

們共同學習成長。 

時間 講師 講題 

3/27(五)19:00-21:00 蔡宜寧心理師 親子溝通與對話技巧~薩提爾模式 

4/24(五)19:00-21:00 黃聰濱老師 高 EQ思維-親子好心情 家庭好經營 

四、 特教組: 

    3/2(一)-3/11(三)進行七年級區域資優鑑定在國中二代校務行政系統

網路報名，七年級同學在 108-1 國文、數學、生物科定期評量平均成績達

全年級百分等級九十七以上，或有國際性、全國性獲獎同學皆有資格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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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報告 

108學年度第二學期預定辦理活動 

1.第 3~18週國中部晨間閱讀活動，鼓勵學生養成閱讀習慣，愛上閱讀。 

2.高中部全國讀書心得寫作比賽，收件上傳時間為 2/1~3/15。 

3.高中部全國小論文比賽，收件上傳時間為 2/1~3/25。 

4.多元講堂、各項競賽暨參訪活動： 

活動名稱 時間 地點 對象 

每月借閱書籍排行

榜及學期借閱書籍

排行榜 

3月-6月 圖書館 
國高中部學生，分年級競

賽 

大學學群探索講座

微課程選課 
3/4-3/5 線上選課系統 高一學生 

大學學群探索講座 3/24 
活動中心 1~3樓各

演講場地 
高一學生 

捷運盃小論文暨專

題發表會 
4/10 實踐大學 有興趣之高中部同學 

閱讀知識王競 I、

II 
4/21、4/28 閱覽室、視聽一 高一學生 

AI科普列車講座 5/12 活動中心 
高一學生及國高中部有

興趣同學 

科普文學實察-天

文探秘 
5/22 

圖書館、操場(暫

定) 
國高中部有興趣學生 

文學講座 6/4 閱覽室 國中部學生及 

其他加開之講座，歡迎參考官網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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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108-2學校行事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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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臺北市立萬芳高中 108 學年度第 2學期班級導師、課諮師輔導老師及輔導教官名單 

國中部 高中部 

班級 導師 輔導老師 班級 導師 輔導老師 輔導教官 課諮師 

701 邱瑞鐶 洪鈺淳、林曉真 101 林美伶 王詩敏 賴梓銘 李靜華 

702 林谷鴻 洪鈺淳、林曉真 102 楊子儀 王詩敏 賴梓銘 劉蓓蒂 

703 施嫚佳 洪鈺淳、林曉真 103 劉蓓蒂 王詩敏 賴梓銘 劉蓓蒂 

704 卜慧文 洪鈺淳、林曉真 104 李靜華 王詩敏 周建賢 李靜華 

705 彭文君 洪鈺淳、張妍瑄 105 鍾念祖 王詩敏 周建賢 李靜華 

706 葉晏瑜 洪鈺淳、張妍瑄 106 蘇苑瑜 徐靜芳 周建賢 李靜華 

707 陳宜美 洪鈺淳、張妍瑄 107 余欣芳 徐靜芳 周建賢 吳慧貞 

708 張擎如 洪鈺淳、張妍瑄 108 吳慧貞 徐靜芳 陳裕隆 吳慧貞 

 109 沈秉翔 徐靜芳 陳裕隆 李靜華 

110 曾翊琳 徐靜芳 陳裕隆 李靜華 

111 虞小美 徐靜芳 賴梓銘  

801 莊玉君 胡蓓君、張妍瑄 201 周岳虹 徐靜芳 周建賢 

802 游淑華 胡蓓君、張妍瑄 202 劉孝先 徐靜芳 周建賢 

803 高毓婷 胡蓓君、林曉真 203 王貞鈞 王詩敏 周建賢 

804 黃思閔 胡蓓君、張妍瑄 204 郝思文 王詩敏 周建賢 

805 鍾永洸 胡蓓君、張妍瑄 205 黃小萍 徐靜芳 賴梓銘 

806 黃子菁 胡蓓君、張妍瑄 206 陳怡廷 王詩敏 賴梓銘 

807 吳佩娟 胡蓓君、林曉真 207 蕭素琨 徐靜芳 賴梓銘 

808 詹直澄 林曉真 208 黃淑玲 王詩敏 陳裕隆 
 

209 連育瑋 徐靜芳 陳裕隆 

210 王用慈 王詩敏 陳裕隆 

211 陳文宗 王詩敏 賴梓銘 

901 鄭閔心 洪鈺淳、張妍瑄 301 吳幸珍 王詩敏 周建賢 

902 顏秀美 洪鈺淳、林曉真 302 鄭季弦 徐靜芳 周建賢 

903 沈美君 洪鈺淳、林曉真 303 韓巧玲 徐靜芳 周建賢 

904 黃美瑩 洪鈺淳、張妍瑄 304 沈信廷 王詩敏 周建賢 

905 謝密密 胡蓓君、林曉真 305 陳秋文 王詩敏 賴梓銘 

906 邱仕凱 胡蓓君、張妍瑄 306 江依玲 王詩敏 賴梓銘 

907 高立芳 胡蓓君、林曉真 307 紀延平 徐靜芳 賴梓銘 

908 湯品宸 胡蓓君、林曉真 308 蘇美菁 徐靜芳 陳裕隆 

 309 王怡文 王詩敏 陳裕隆 

310 陳怡宏 徐靜芳 陳裕隆 

311 洪榮美 徐靜芳 周建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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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全校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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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各處室聯絡分機表 

學校總機 (02)2230-9585 
秘書室 分機：110 
家長會 專線：(02)2230-3943 分機：140 

教務處 

專線：(02)2230-9308 

教務主任：200 

教學組：210 

註冊組：222  

實研組：230 

課務組：235 

設備組：240 

學務處 

專線：(02)2239-8460 

學務主任：300  

訓育組：310 

生輔組：320 

生教組：330  

衛生組：340 

體育組：350 

教官室 請假專線：(02)2230-6966    專線：2230-6777 

總務處 

專線：(02)2239-7281 

總務主任：500 

事務組：510  

文書組：520 

出納組：530 

輔導室 

專線：(02)2230-8215 

輔導主任：600  

高中輔導老師：610 

輔導組、資料組：620 

特教組：630 

圖書館 

專線：(02)2230-5116 

圖書館主任：700  

資訊組：720 

國一導辦公室 分機：801、802 
國二導辦公室 分機：803、804 
國三導辦公室 分機：805、806 
高一導辦公室 分機：811、812 
高二導辦公室 分機：813、814 
高三導辦公室 分機：815、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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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資源網站 

         

 

 

 

 

 

 

 

 

 

萬芳高中首頁 

認識萬芳、升學資訊、校園 e系統、榮譽榜、重要公告等等 

萬芳高中學校日網站 

行事曆、校舍教室配置圖、分機一覽表、班級導師名單、學校日手冊等等 

第二代國中校務系統 

國中生在校期間的個人成績、出缺席狀況、獎懲紀錄等等 

新一代高中校務系統 

高中生在校期間的個人成績、出缺席狀況、獎懲紀錄、學生學習歷程系統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