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花蓮女中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8節課業輔導實施計畫暨參加意願書 

一、目的： 

（一）學生依意願與學習需求選修課業輔導課程。 

（二）利用平日正課後時間，補強各科的基本知識與內容。 

二、課業輔導開課說明： 

(一)授課內容如後附件，同學可自由選修所需要之科目，經教務處統計人數後，另行公告開課開

班相關訊息。 

(二)為達收支平衡，25人以上開一班為原則，以參加的總人數來計算成班的數量。若人數不足，

會併班開課。 

(三)1/19（三）放學前可辦理更改意願書所勾選的科目，超過期限不受理變更。如果修改參加意

願(如下情況)須由教學組電洽家長取得同意後始得辦理。 

1、將參加改為不參加。2、將不參加改為參加。 

(四)2/21（一）第一次課業輔導課開始，相關分班及開課資料 2/7（一）前於校網公告。 

三、費用計算及繳費說明： 

（一）每人每節收取 25元，以 16週計算。 

（二）以高一選 1門課為例，25元*1門*16週=400元。 

（三）費用併入註冊單繳交，成本因素考量，正式開課後，缺課、請假恕難退費，請慎重考慮選

擇。 

 

--------------------- 請填妥下列資料，並沿虛線撕下後繳回 --------------------- 

 

國立花蓮女子高級中學 110學年度第 2學期課業輔導學生參加意願調查確認回條 

學生資料 班級  座號  姓名  

參加意願 □參加，務必勾選下方科目，不勾選視同不參加。 □不參加（無須敘明理由） 

家長簽名 
 

(住宿生可電詢家長後請導師代簽) 

有意願參加課業輔導之同學，請勾選需求的科目：  

班級(群) 科 數 可 選 修 之 科 目 科數小計 

101-108 

109、111 

5 

□國文 □英文 □數學 □歷史 □地理  

備 註  

◎ 111年 1月 13日(四)中午前由各班班長彙整並統計後交至教務處教學組。 

◎ 如有任何疑問，可逕洽教務處教學組 (電話：03-8321202#121)  

 



花蓮女中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8節課業輔導實施計畫暨參加意願書 

一、目的： 

（一）學生依意願與學習需求選修課業輔導課程。 

（二）利用平日正課後時間，補強各科的基本知識與內容。 

二、課業輔導開課說明： 

(一)授課內容如後附件，同學可自由選修所需要之科目，經教務處統計人數後，另行公告開課開

班相關訊息。 

(二)為達收支平衡，25人以上開一班為原則，以參加的總人數來計算成班的數量。若人數不足，

會併班開課。 

(三)1/19（三）放學前可辦理更改意願書所勾選的科目，超過期限不受理變更。如果修改參加意

願(如下情況)須由教學組電洽家長取得同意後始得辦理。 

1、將參加改為不參加。2、將不參加改為參加。 

(四)2/21（一）第一次課業輔導課開始，相關分班及開課資料 2/7（一）前於校網公告。 

三、費用計算及繳費說明： 

（一）每人每節收取 25元，以 16週計算。 

（二）以高一選 1門課為例，25元*1門*16週=400元。 

（三）費用併入註冊單繳交，成本因素考量，正式開課後，缺課、請假恕難退費，請慎重考慮選

擇。 

 

--------------------- 請填妥下列資料，並沿虛線撕下後繳回 --------------------- 

 

國立花蓮女子高級中學 110學年度第 2學期課業輔導學生參加意願調查確認回條 

學生資料 班級  座號  姓名  

參加意願 □參加，務必勾選下方科目，不勾選視同不參加。 □不參加（無須敘明理由） 

家長簽名 
 

(住宿生可電詢家長後請導師代簽) 

有意願參加課業輔導之同學，請勾選需求的科目：  

班級(群) 科 數 可 選 修 之 科 目 科數小計 

110 5 

□國文 □英文 □數學 □化學 □生物 

 

 

備 註  

◎ 111年 1月 13日(四)中午前由各班班長彙整並統計後交至教務處教學組。 

◎ 如有任何疑問，可逕洽教務處教學組 (電話：03-8321202#121)  

 



花蓮女中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8節課業輔導實施計畫暨參加意願書 

一、目的： 

（一）學生依意願與學習需求選修課業輔導課程。 

（二）利用平日正課後時間，補強各科的基本知識與內容。 

二、課業輔導開課說明： 

(一)授課內容如後附件，同學可自由選修所需要之科目，經教務處統計人數後，另行公告開課開

班相關訊息。 

(二)為達收支平衡，25人以上開一班為原則，以參加的總人數來計算成班的數量。若人數不足，

會併班開課。 

(三)1/19（三）放學前可辦理更改意願書所勾選的科目，超過期限不受理變更。如果修改參加意

願(如下情況)須由教學組電洽家長取得同意後始得辦理。 

1、將參加改為不參加。2、將不參加改為參加。 

(四)2/21（一）第一次課業輔導課開始，相關分班及開課資料 2/7（一）前於校網公告。 

三、費用計算及繳費說明： 

（一）每人每節收取 25元，以 16週計算。 

（二）以高一選 1門課為例，25元*1門*16週=400元。 

（三）費用併入註冊單繳交，成本因素考量，正式開課後，缺課、請假恕難退費，請慎重考慮選

擇。 

 

--------------------- 請填妥下列資料，並沿虛線撕下後繳回 --------------------- 

 

國立花蓮女子高級中學 110學年度第 2學期課業輔導學生參加意願調查確認回條 

學生資料 班級  座號  姓名  

參加意願 □參加，務必勾選下方科目，不勾選視同不參加。 □不參加（無須敘明理由） 

家長簽名 
 

(住宿生可電詢家長後請導師代簽) 

有意願參加課業輔導之同學，請勾選需求的科目：  

班級(群) 科 數 可 選 修 之 科 目 科數小計 

201-203 

 

5 

□國文 □英文 □數學 □物理 □化學  

備 註  

◎ 111年 1月 13日(四)中午前由各班班長彙整並統計後交至教務處教學組。 

◎ 如有任何疑問，可逕洽教務處教學組 (電話：03-8321202#121)  

  



花蓮女中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8節課業輔導實施計畫暨參加意願書 

四、目的： 

（一）學生依意願與學習需求選修課業輔導課程。 

（二）利用平日正課後時間，補強各科的基本知識與內容。 

五、課業輔導開課說明： 

(五)授課內容如後附件，同學可自由選修所需要之科目，經教務處統計人數後，另行公告開課開

班相關訊息。 

(六)為達收支平衡，25人以上開一班為原則，以參加的總人數來計算成班的數量。若人數不足，

會併班開課。 

(七)1/19（三）放學前可辦理更改意願書所勾選的科目，超過期限不受理變更。如果修改參加意

願(如下情況)須由教學組電洽家長取得同意後始得辦理。 

1、將參加改為不參加。2、將不參加改為參加。 

(八)2/21（一）第一次課業輔導課開始，相關分班及開課資料 2/7（一）前於校網公告。 

六、費用計算及繳費說明： 

（四）每人每節收取 25元，以 16週計算。 

（五）以高一選 1門課為例，25元*1門*16週=400元。 

（六）費用併入註冊單繳交，成本因素考量，正式開課後，缺課、請假恕難退費，請慎重考慮選

擇。 

 

--------------------- 請填妥下列資料，並沿虛線撕下後繳回 --------------------- 

 

國立花蓮女子高級中學 110學年度第 2學期課業輔導學生參加意願調查確認回條 

學生資料 班級  座號  姓名  

參加意願 □參加，務必勾選下方科目，不勾選視同不參加。 □不參加（無須敘明理由） 

家長簽名 
 

(住宿生可電詢家長後請導師代簽) 

有意願參加課業輔導之同學，請勾選需求的科目：  

班級(群) 科 數 可 選 修 之 科 目 科數小計 

210 

 

5 

□英文 □生物 □物理 □化學  

備 註  

◎ 111年 1月 13日(四)中午前由各班班長彙整並統計後交至教務處教學組。 

◎ 如有任何疑問，可逕洽教務處教學組 (電話：03-8321202#121)  

  



花蓮女中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8節課業輔導實施計畫暨參加意願書 

一、目的： 

（一）學生依意願與學習需求選修課業輔導課程。 

（二）利用平日正課後時間，補強各科的基本知識與內容。 

二、課業輔導開課說明： 

(一)授課內容如後附件，同學可自由選修所需要之科目，經教務處統計人數後，另行公告開課開

班相關訊息。 

(二)為達收支平衡，25人以上開一班為原則，以參加的總人數來計算成班的數量。若人數不足，

會併班開課。 

(三)1/19（三）放學前可辦理更改意願書所勾選的科目，超過期限不受理變更。如果修改參加意

願(如下情況)須由教學組電洽家長取得同意後始得辦理。 

1、將參加改為不參加。2、將不參加改為參加。 

(四)2/21（一）第一次課業輔導課開始，相關分班及開課資料 2/7（一）前於校網公告。 

三、費用計算及繳費說明： 

（一）每人每節收取 25元，以 16週計算。 

（二）以高一選 1門課為例，25元*1門*16週=400元。 

（三）費用併入註冊單繳交，成本因素考量，正式開課後，缺課、請假恕難退費，請慎重考慮選

擇。 

 

--------------------- 請填妥下列資料，並沿虛線撕下後繳回 --------------------- 

 

國立花蓮女子高級中學 110學年度第 2學期課業輔導學生參加意願調查確認回條 

學生資料 班級  座號  姓名  

參加意願 □參加，務必勾選下方科目，不勾選視同不參加。 □不參加（無須敘明理由） 

家長簽名 
 

(住宿生可電詢家長後請導師代簽) 

有意願參加課業輔導之同學，請勾選需求的科目：  

班級(群) 科 數 可 選 修 之 科 目 科數小計 

204-208 

209、211 

5 

□國文 □英文 □數學 □歷史 □地理  

備 註  

◎ 111年 1月 13日(四)中午前由各班班長彙整並統計後交至教務處教學組。 

◎ 如有任何疑問，可逕洽教務處教學組 (電話：03-8321202#121)  

 



花蓮女中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8節課業輔導實施計畫暨參加意願書 

一、目的： 

（一）學生依意願與學習需求選修課業輔導課程。 

（二）利用平日正課後時間，補強各科的基本知識與內容。 

二、課業輔導開課說明： 

(一)授課內容如後附件，同學可自由選修所需要之科目，經教務處統計人數後，另行公告開課開

班相關訊息。 

(二)為達收支平衡，25人以上開一班為原則，以參加的總人數來計算成班的數量。若人數不足，

會併班開課。 

(三)1/19（三）放學前可辦理更改意願書所勾選的科目，超過期限不受理變更。如果修改參加意

願(如下情況)須由教學組電洽家長取得同意後始得辦理。 

1、將參加改為不參加。2、將不參加改為參加。 

(四)2/21（一）第一次課業輔導課開始，相關分班及開課資料 2/7（一）前於校網公告。 

三、費用計算及繳費說明： 

（一）每人每節收取 25元，以 16週計算。 

（二）以高一選 1門課為例，25元*1門*16週=400元。 

（三）費用併入註冊單繳交，成本因素考量，正式開課後，缺課、請假恕難退費，請慎重考慮選

擇。 

 

--------------------- 請填妥下列資料，並沿虛線撕下後繳回 --------------------- 

 

國立花蓮女子高級中學 110學年度第 2學期課業輔導學生參加意願調查確認回條 

學生資料 班級  座號  姓名  

參加意願 □參加，務必勾選下方科目，不勾選視同不參加。 □不參加（無須敘明理由） 

家長簽名 
 

(住宿生可電詢家長後請導師代簽) 

有意願參加課業輔導之同學，請勾選需求的科目：  

班級(群) 科 數 可 選 修 之 科 目 科數小計 

301-304 

310 

5 

□英文 □數學 □物理 □化學  □生物  

備 註  

◎ 111年 1月 13日(四)中午前由各班班長彙整並統計後交至教務處教學組。 

◎ 如有任何疑問，可逕洽教務處教學組 (電話：03-8321202#121)  

 



花蓮女中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8節課業輔導實施計畫暨參加意願書 

一、目的： 

（一）學生依意願與學習需求選修課業輔導課程。 

（二）利用平日正課後時間，補強各科的基本知識與內容。 

二、課業輔導開課說明： 

(一)授課內容如後附件，同學可自由選修所需要之科目，經教務處統計人數後，另行公告開課開

班相關訊息。 

(二)為達收支平衡，25人以上開一班為原則，以參加的總人數來計算成班的數量。若人數不足，

會併班開課。 

(三)1/19（三）放學前可辦理更改意願書所勾選的科目，超過期限不受理變更。如果修改參加意

願(如下情況)須由教學組電洽家長取得同意後始得辦理。 

1、將參加改為不參加。2、將不參加改為參加。 

(四)2/21（一）第一次課業輔導課開始，相關分班及開課資料 2/7（一）前於校網公告。 

三、費用計算及繳費說明： 

（一）每人每節收取 25元，以 16週計算。 

（二）以高一選 1門課為例，25元*1門*16週=400元。 

（三）費用併入註冊單繳交，成本因素考量，正式開課後，缺課、請假恕難退費，請慎重考慮選

擇。 

 

--------------------- 請填妥下列資料，並沿虛線撕下後繳回 --------------------- 

 

國立花蓮女子高級中學 110學年度第 2學期課業輔導學生參加意願調查確認回條 

學生資料 班級  座號  姓名  

參加意願 □參加，務必勾選下方科目，不勾選視同不參加。 □不參加（無須敘明理由） 

家長簽名 
 

(住宿生可電詢家長後請導師代簽) 

有意願參加課業輔導之同學，請勾選需求的科目：  

班級(群) 科 數 可 選 修 之 科 目 科數小計 

305-308 

309、311 

5 

□國文 □英文 □數學 □歷史 □地理  

備 註  

◎ 111年 1月 13日(四)中午前由各班班長彙整並統計後交至教務處教學組。 

◎ 如有任何疑問，可逕洽教務處教學組 (電話：03-8321202#1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