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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花蓮女中 111 學年度第一學期 

親職教育座談會議程 

 
一、時間：111 年 11 月 05 日（星期六） 

二、地點：各班教室、體育館 

三、與會者：全校學生家長、花蓮女中團隊 

四、座談會流程： 

★注意事項：進入校園請務必配戴口罩並量測體溫，感謝您的協助與配合。 

  

【高一、高二】學生家長 

時間 活動內容 負責人 地點 

08:30～08:50 報到、領取資料 花女團隊 

體育館 

08:50～08:55 開幕式、校長致詞 詹滿福校長 

08:55～09:00 家長會長致詞 黃婷瑩會長 

09:00～09:30 

108 課綱暨 
學習歷程檔案說明 

王宜誠主任、張家誠組長 

友善校園、優質花女 
許小薇主任、 
李昌澍主任教官 

09:30～11:00 
112 學年度大學多元入學 

致勝之道 
教育部多元入學工作圈 

蔡閨秀顧問 

11:00～11:10 輔導股長引導家長前往各班教室 

11:10～12:00 親師座談 各班導師 
各班 
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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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報告－教務處工作報告 
教務主任：王宜誠 

103 年度校務評鑑榮獲第一等評鑑學校 

103-104 學年度高中職均質化精進標竿承辦學校 

103-106 學年度國家教育研究院十二年國教新課綱研究合作學校 

107 學年度校務評鑑榮獲第一等評鑑學校 

 

一、重要考試公告： 

(一)112 學年度大考中心辦理之各項考試及術科考試時間如下表，校內規劃之報名作業時

間已列於 111 學年度第一學期學校行事曆，各考試簡章將陸續公告於校網： 

考試名稱 考試日期 

高中英語聽力測驗第一次考試 111 年 10 月 22 日（六） 

高中英語聽力測驗第一次考試 111 年 12 月 10 日（六） 

學科能力測驗 112 年 01 月 13 日（五）～112 年 01 月 15 日（日）

術科考試（音樂組） 112 年 02 月 01 日（三）～112 年 02 月 04 日（六）

術科考試（美術組） 112 年 02 月 05 日（日）～112 年 02 月 06 日（一）

術科考試（體育組） 112 年 02 月 07 日（二）～112 年 02 月 09 日（四）

分科測驗考試 112 年 07 月 12 日（三）～112 年 07 月 13 日（四）

(二)111 學年度試務作業調整事項說明如下： 

二、學科能力測驗為 3 天，數學分為數學 A 及數學 B，分科測驗不考國文、英文及數學乙等

三科。 

三、大考中心「各項考試不寄發考試通知」，考生可於應考資訊查詢系統開放日期，至大考中

心網站各項考試試務專區之應考資訊查詢系統查覽或列印應考資訊，或以電話語音查詢。

大考中心對報名時有填寫行動電話號碼之考生，將以簡訊通知網路查詢連結；請學生於

報名階段填寫可聯絡之行動電話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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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校 111 年升學管道錄取人數及百分比一覽表（截至 111 年 8 月 26 日為止）： 

升學 

管道 

分發 

入學 

申請 

大學 

申請 

四技 

軍警 

院校 

師資

保送

特殊

選才

國外

就學

運動

績優

獨立 

招生 

繁星 

推薦 

醫事

人員
無 

人數 63 178 21 8 2 2 7 1 11 44 1 7 

比例 18.3% 51.6% 6.1% 2.3% 0.6% 0.6% 2.0% 0.3% 3.2% 12.8% 0.3% 2.9%

五、111 學年度高一新生實際報到人數為 351 人，升學管道與報到人數說明如下： 

免 試 入 學 適 性 安 置 甄 選 入 學 合 計 備 註

330 1 20 351 19人放棄(其中 10人重複兩入學管道)

*適性安置 1 人為輕度閱讀障礙類別(重複錄取)，甄選入學報到 10 人重複錄取免試入學

(已扣除重複)。*高一新生目前 3人申請休學，申請原因皆為花蓮縣政府希望工程至美國

遊學。 

六、本校推動學生建置學習歷程檔案 110 學年度與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皆順利圓滿，未來希

冀能透過社區與家長力量提供更多的資源與微課程，以提升學生學習歷程多元表現內涵

與精緻程度。111 學年度學習重要日程如下： 

112 年 02 月 10 日(五) 學生上傳各項檔案截止日 

112 年 02 月 14 日(二) 教師認證學習成果截止日 

七、本校共有兩組競賽隊伍晉級中華民國 62 屆中小學科學展覽會全國決賽，成績結果如下： 

科別 作品名稱 
第一作

者 

第二作

者 

第三作

者 

指導 

教師 

指導 

教師 
全國

化學科 
迫在「鎂」「鹼」—探討鎂

與鹼性酸式鹽的反應  
吳尚儒 鄭詩穎  王啟名   

數學科 
百密無一疏-特殊多邊形

密閉區塊之研究  
蔡孟真 魏岑晏 鄭子誼 陳宥良  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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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報告－學務處工作報告 
  學務主任：許小薇 

一、行政團隊 

主任 許小薇 主任教官 李昌澍 學務創新人力 許雅雲 

訓育組 陳玉時 生輔組 石耘臺 訓育組幹事 張秀玲 

衛生組 張建維 教官 謝文嘉 生輔組幹事 賀善暉 

體育組 胡業成 教官 陳珏文 校護 黃以媛 

二、導師團隊 

301 302 303 304 305 306 307 308 309 310 311 

陳瑩翰 巫思賢 張琦敏 周晏霆 彭伊珍 汪椿琪 陳依婷 陳建中 林廷諭 陳宥良 王祥薰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208 209 210 211 

黃文琴 尤聖涵 林耀星 黃聖峯 謝文靜 陳昱璋 梁美芹 洪慶筑 張宏達 馮慕民 陳書敏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葉曉雨 林毓淵 陳致宏 徐嫚鴻 吳一晉 黃凱旻 陳文燕 陳怡伶 章瀞中 王啟名 何怡慧

三、學務處是教育工作真正的價值所在，在動靜分明中培養學生 21 世紀的能力：恆毅力、適

應力、合作力、領導力、跨域力、同理心、好奇主動、多元文化欣賞、議題思辨等能力，

這也是新課綱的核心精神。 

四、防疫期間，請大家確實遵守「國立花蓮女中 111 學年度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管

理指引」，落實防疫新生活。 

五、深化自主學習精神：引導學生從他律走向自律、學習方面從被動變成主動。 

六、為落實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21 條第 1項，通報不得超過 24 小時之規定。 

七、建置導師手冊資料(學校網頁-學務處-導師手冊)。 

八、所有老師確實執行『國立花蓮女中學生未進、離開教室處理流程 1080621』(導師手冊)，

確實點名。 

九、學生緊急事件發生，請任課老師務必立即通知，順序→健康中心→教官室、導師→學務

處。 

十、健康中心確實執行休躺一小時，若病情未改善，立即連絡家長就醫。 

十一、校外教學:符合教育部 107 年 3 月 27 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070012590B 號令訂定「高級

中等學校辦理戶外教育」辦理。全年級統一於同時間舉行。 

十二、班級經營；導師的堅持、訂定班級公約、第一堂課前到班級教室巡視學生打掃及確認

出席狀況、時時鼓勵、教導人與人間相互尊重、提醒同學權利與義務是一體兩面、高

中學生目標(成為大人)。 

十三、11/10~11/11 為本校運動會，活動內容包含高二啦啦隊競賽、田賽、徑賽、大隊接力

等，為學生安全著想，請救護車在校值勤。 

十四、因應學生參與水域活動頻率漸增，避免溺水事件一再發生，請協助水域安全宣導，體

育組亦將水中安全及水中自救能力列入游泳教學課程。 

十五、花蓮縣政府規定學校限制攜入和使用一次性餐具與購物用塑膠袋限制物品包含：一次

性之筷、匙、吸管、刀、叉、碗、盤、碟、杯及購物用塑袋，敬請配合規定。 

十六、請導師平日多關懷住宿生及保持與家長聯繫。 

十七、本學期培養學生手機自主管理能力。學生在家中，19 至 23 時不要使用手機，要好好

專注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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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活動： 
一、08/31 (三) 學務會議。 

二、08/24（三) 新生始業輔導。 

三、09/14（三）國家防災日防震演練。 

四、10/03 (一) 反毒教育宣導。 

五、10/12（三) 家長代表大會。 

六、11/05 (六) 全校親職教育座談會。 

七、11/10（四）~11/11（五）全校運動會。 

八、12/02（五）高一校外教學。 

九、12/07（三）性平講座。 

十、01/19（四）休業式。 

十一、111 年 2 月 13 日開學。 

110 學年體育活動榮譽榜： 
一、本校高中乙級籃球聯賽於 110 年 12 月 17-19 日於自強國中舉辦，本校籃球隊榮獲縣內第

2名成績優異，獲得晉級全國複賽資格。 

二、110 年全國高中排球聯賽於 110 年 12 月 12 日至 13 日（本校體育館)舉行，本校排球隊

獲得縣內第一名成績優異，獲得晉級全國複賽資格。 

三、本校柔道社團參加「110 年花蓮縣縣長盃柔道錦標賽」榮獲社會高中女子 A組第一名（105

林庭薈)、第二名（208 黃湘婷)、第三名（203 陳羿軒)，B 組第一名（205 秦郁雯)、第

二名（201 林玟伶)、第三名（201 張愉晨)及社會高中女子團體組第 2名（黃湘婷、林庭

薈、陳羿軒、秦郁雯、張愉晨、白宇彤)為校爭光。 

四、本校羽球隊參加「110 年花蓮縣理事長盃羽毛球比賽」榮獲社會高中女子個人單打第 3

名（208 謝宜瑄)，社會高中女子個人雙打第 1 名（204 邱雨瑄、103 王玟)，社會高中女

子個人雙打第 2名（201 謝家瑄、209 古妤柔)，成績優異為校爭光。 

五、本校羽球隊參加「110 年花蓮縣市民代表盃羽毛球比賽」榮獲高中女子組個人單打比賽

第 1 名、個人雙打比賽第 3 名（208 謝宜瑄)，高中女子組個人單打比賽第 2 名（103 王

玟)，女子組個人雙打比賽第 3名（201 謝家瑄)。 

六、本校高爾夫社團參加「110 年花蓮縣縣長盃高爾夫錦標賽」榮獲高中女子社團組第 1 名

（204 陳紀昀)，高中女子社團組第 3 名（302 張詠棠)，高中女子社團組第 4 名（102 許

彩瑩)，機關教師組第 6名（胡業成組長)成績優異為校爭光。 

七、本校教師籃球隊參加「110 年花蓮縣教育盃籃球錦標賽」榮獲公開組第 4 名（胡業成、

陳昱璋、林廷諭、張建維、廖千億、陳致宏、陳宥良、黃凱旻)，成績優異為校爭光。 

八、本校空手道隊參加「110 年第 21 屆全國總統盃空手道錦標賽」榮獲高中女子個人對打第

2名；個人型第 3名（208 范郁佳)。 

九、本校跆拳道隊參加 110 年花蓮縣縣長跆拳道錦標賽榮獲社高女子紅黑帶組第一名（105

林庭薈)。 

十、本校運動校隊參加 110 年花蓮縣全縣運動會表現優異，獲獎成績如下： 

1、游泳:教練 胡業成 

社高女子組：210 陳映昕：50 蛙第 1名 

50 自第 2名 

50 仰第 3名 

50 蝶第 4名 

100 自第 4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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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林苡均：50 公尺仰式第 4名 

110 王穎涵：50 公尺蝶式第 6名 

2、田徑：教練 胡業成、黃子瑄 

社會高中女子組  100 公尺  第 6 名（107 陳冠汝） 

400 公尺  第 1 名（103 陳怡秀） 

800 公尺  第 1 名（201 黃琳真） 

800 公尺  第 2 名（203 古芩爾）   

1500 公尺 第 1名（201 黃琳真） 

1500 公尺 第 4名（203 古芩爾） 

3、空手道: 教練胡業成 

高中女子組：甲組對打第 1名（210 蔡勻禕） 

甲組個人型第 2名（210 蔡勻禕） 

甲組個人型第 1名（108 林姿穎） 

甲組個人對打第 2名（108 林姿穎） 

甲組個人型第 3名（209 姚佑萱） 

甲組個人對打第 3名（209 姚佑萱） 

4、排球：教練 蔡沛圻、辜瀞儀 

高中女子組 A 組第一名：104 呂嵉芸、107 徐欣霓、105 潘柏沅、 

108 胡馨方、103 陳薇竹、107 黃語婕、202 陳凱欣、 

103 宋姵妤、205 陳姵羽、202 杜少筠、308 楊菲、 

304 許珈熏 

B 組第三名：103 廖翊君、104 尤俐雯、108 孫佑理、 

106 江芸昀、103 葉家渝、103 黃云姿、108 張卉君、 

203 古靜璇、204 李心、201 田淮筑、207 陸彥縈、 

308 陸彥縈 

十一、本校空手道選手（202 林姿穎同學)參加「111 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榮獲第二量級

銀牌，為校爭光! 

十二、音樂 

國樂隊-------------榮獲 110 學年花蓮縣音樂比賽高中職 B組絲竹室內樂特優。 

管樂隊-------------榮獲 110 學年花蓮縣音樂比賽高中職 B組管樂合奏特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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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報告－總務處工作報告 

總務主任：陳德正 

 

一、校內正在進行的工程: 

(一)汙水下水道暨接管工程(2,200 萬，履約中) 

(二)學生宿舍電梯工程(390 萬，設計標完成，工程標圖說及預算設計中) 

(三)花蓮女中運動操場及周邊設施整建工程(740 萬，招標中) 

(四)綜合大樓屋頂防漏修繕工程(330 萬，已核定) 

(五)學藝大樓演藝廳空調改善工程(145 萬，招標文件準備中) 

二、校內規畫要進行之工程 

(一)綜合大樓生涯教育及生命教育教室活化空間計畫(130 萬，申請中)。 

(二)藝能大樓屋頂防漏修繕工程(378 萬，申請中)。 

(三)游泳池防曬網更新工程。 

(四)藝能大樓一、二樓廁所更新修繕工程。 

(五)綜合大樓廁所更新修繕工程。 

(六)學藝大樓屋頂防漏修繕工程。 

(七)活動中心(公務大樓)屋頂防漏修繕工程。 

(八)學藝大樓門窗更新工程。 

(九)游泳池廁所及浴室更新修繕工程。 

三、宣導事項: 

(一)學藝大樓 14 個機車停車位已抽籤完成。請未抽到車位的同仁將機車停置健康中心後

方停車棚。 

(二)拜託同仁僅能於自己座位處放置私人用品，其他空座位或公共處切勿放置私人物品。 

(三)請注意，班級教室每日於晚上 6:00 斷電，若想在學校自習同學請申請至自修中心自

習。 

(四)學期中冷氣開啟時間為上午十點至下午五點且溫度超過 28 度以上。 

(五)八月份電費因超約被罰了 55,000 元，為防止這種情況再發生，未來總務處要確認班

級教室冷氣皆已關閉才會開啟體育館及演藝廳的冷氣。 

(六)沒有工讀生的處室仍會派遣技工友協助簡易清潔，但便當盒及廚餘部分還是麻煩同仁

自行處理，以免時間一久造成酸臭。  

(七)紙本公文每日將分早上、下午到所有辦公室全面收集及傳遞。若有急件請承辦人員自

行傳遞。 

(八)請各處室最慢在活動前 7天將所需人力與物資告知總務處陳麗芳幹事，最慢於活動前 1

日偕同總務處人員到活動地點學習及測試各類器材以利活動進行，請大家配合，謝謝。 

(九)愛心便當申請無時間限制，隨時可申請，可向總務處黃梓軒幹事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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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報告－輔導室工作報告 
輔導主任：季紅瑋    

 
一、前言： 

高中輔導室在學生的生活中扮演「生涯輔導」、「生活輔導」與「學習輔導」的角色。

108 課綱施行之後，入學管道多元，重視素養導向，輔導室以教育部頒定之「生命教育」

和「生涯規劃」課程為支點；並與大學校系合作辦理各項生涯探索與啟航的講座，將成

為學校、家長和學生之間溝通的橋樑。親師攜手合作、連結大學校系、展望無限生涯，

積極營造友善且有愛的校園。 

本校獲教育部指定承辦「教育部東區學生輔導諮商中心花蓮區駐點服務學校」；亦提

供花蓮各高中職學生三級輔導工作，規劃督導宜花東之各項輔導業務。 

二、輔導室團隊：總機(03)8344264 

輔導教師兼 

輔導室主任 

專任 

輔導教師 

專任 

輔導教師 

個案 

管理員 

專案 

輔導助理 

季紅瑋 吉雅婕 張嘉庭 廖千金 林秀萱 

分機：210 分機：211 分機：214 分機：212 分機：213 

三、責任輔導班級編制如下：家長如果需要諮詢各項輔導業務，請與班級責任輔導老師聯繫。

讓輔導老師成為您親子關係的資源和後盾。 

 

四、本學期工作要項 

月份 內容 

8 月 

  8/24 高一新生定向輔導 

  8/24 輔導志工招生 

  8/25 心理研究社招生 

  8/25 原住民 OwaKaying 幹部會議 

  8/26 學生輔導工作委員會 

  8/26 家庭教育委員會 

班級 輔導教師  班級 輔導教師 班級 輔導教師 

101 季紅瑋  201 季紅瑋 301 季紅瑋 

102 季紅瑋  202 季紅瑋 302 季紅瑋 

103 吉雅婕  203 吉雅婕 303 吉雅婕 

104 吉雅婕  204 吉雅婕 304 吉雅婕 

105 吉雅婕  205 吉雅婕 305 吉雅婕 

106 張嘉庭  206 張嘉庭 306 張嘉庭 

107 張嘉庭  207 張嘉庭 307 張嘉庭 

108 張嘉庭  208 張嘉庭 308 張嘉庭 

109 季紅瑋  209 季紅瑋 309 季紅瑋 

110 吉雅婕  210 吉雅婕 310 吉雅婕 

111 張嘉庭  211 張嘉庭 311 張嘉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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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9 自殺防治守門人研習(與學務合作) 

  8/30 輔導股長幹部訓練 

  8/30 東區輔諮中心開始服務 

9 月 

  9/1-9/8 高一新生登錄學生基本資料 

  9/7 個案轉銜輔導會議 

  9/8 輔導室圖書開放借閱 

  9/5-9/9 認輔教師期初招募 

  9/16 期初輔導志工大會 

  9/19-9/23 認輔學生需求調查  

  9/29 原住民 OwaKaying 社團迎新 

10 月 

  10/4 高一新編多元性向測驗主試會議 

  10/4 高二大學學系探索量表主試會議 

  10/13 高一新編多元性向測驗(70 分鐘) 

  10/13 高二大學學系探索量表 

  10/15 原住民家長座談會 

  10/17-10/21 媒合認輔教師與學生 

  10/21 認輔教師開始進行認輔工作 

  10/18 高關懷學生個案會議 

  10/24 東區輔諮中心專輔人員團體督導（一） 

  10/25 全校親職教育座談會行前籌備會 

  10/26 生命教育校園演講(與學務合作) 

11 月 

  11/5 全校親職教育座談會 

  11/9 花蓮區輔導教師團體督導暨連繫會報（一） 

  11/15 教育部青年就業儲蓄計畫校內說明會 

  11/21 東區輔諮中心專輔人員團體督導（二） 

12 月 

  12/1 認輔教師輔導知能研習 

  12/1-12/31 生命教育月「希望中庭」活動 

  12/5-12/9 高一新編多元性向測驗解釋與應用 

  12/14 高二大學學系探索量表解釋與應用講座（第 5節） 

  12/19 東區輔諮中心專輔人員團體督導（三） 

  12/28 花蓮區輔導教師團體督導暨聯繫會報（二） 

111 年 

1 月 

  1/2 輔導室刊物「葡萄事」出刊 

  1/6 期末輔導志工大會 

  1/9 東區輔諮中心專輔人員團體督導（四） 

  1/9 輔導室停止借書 

  1/9-13 繳交並彙整認輔紀錄 

  1/9-13 導師填寫學生輔導紀錄 

  1/17 高三升學輔導講座 

  1/18 高三原住民多元升學策略分析講座 

五、其他資源： 

(一)花蓮縣家庭教育中心 電話:03-8569692  (二)花蓮縣心理衛生中心 電話 03-8351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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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報告－圖書館工作報告 

一、截至本(111)年 09 月 30 日館藏如下： 

實體資源  影音資料 (種) 

書籍資料  總        計 9911 

總        計 (冊) 76321  DVD 3389 

0 總      類 3913  VCD 1624 

1 哲  學  類 4789  CD 1503 

2 宗  教  類 1207  TP 2336 

3 自然科學類 6721  RD 1020 

4 應用科學類 5832  BD 80 

5 社會科學類 7954    

6 中國史地類 3267  電子資源 

7 世界史地類 4572  資料庫  6 種 

8 語  文  類 20876  電子書 (冊) 5914 

9 美  術  類 7238    

   雜誌期刊 (種) 

   訂閱雜誌期刊 54 

報紙 (種) 5 種  贈閱雜誌期刊 56 

【111 年報廢書籍資料置於圖書館外之書櫃，歡迎收藏。】 

二、111 學年度教師節書籤設計比賽已完成評比，感謝王祥薰老師及何怡慧老師協助評審

作業；得獎作品已於圖書館休閒區展出，歡迎參觀。 

班級 作者 名次 班級 作者 名次 班級 作者 名次 

111 張宜蓁 特優 111 杜微庭 優等 111 闕子翔 佳作 

111 廖苡竹 特優 205 張沁筠 優等 111 羅少澤 佳作 

111 王采豫 優等 103 王雅慈 佳作 111 金佩蓁 佳作 

111 張可安 優等 111 王楷甯 佳作   

三、111 學年度第一學期校內閱讀心得比賽已於 9 月 22 日(星期四)完成初選，感謝林郁

馨老師及胡惠君老師協助校內評審作業；1111010 梯次全國高級中等學校閱讀心得寫

作比賽已於 10 月 10 日(星期一)中午截止投稿，本校參賽作品共 58 篇。 

四、111 學年度第一學期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小論文寫作比賽投稿截止日為 10 月 15 日(星

期五)中午，共 4篇完成投稿。 

【詳細投稿規範請參考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圖書館輔導團辦理第 1111015 梯次小論文

寫作格式說明會，網址: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_XrcVi0OWI】 

五、歡迎鼓勵同學加入青春博客來閱讀平台(https://ireader.books.com.tw/)，閱讀由

高中師生推介書籍，交流分享心得、推薦好書，並認識閱讀同好，快樂學習。 

六、依據 8 月 2 日(星期二)花蓮區網中心連線單位網路管理會 111 年第一次會議報告，

本校資安通報件數為 0，感謝資訊小組執行秘書王宜誠老師協助維護本校資訊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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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為配合教育政策，購置雲端創新學院之 Python 與運算思維、C++與運算思維(各 5 組

帳號)及 APCS 大學程式設計先修檢定(2 組帳號)三種課程，提供學生自主學習管道以

瞭解程式設計的基本觀念等，歡迎善用資源。 

八、配合第二外語選修課程，購置德語、日語、韓語(各 20 組)及法語、西班牙語(各 10

組)帳號授權版；另，配合學生升學需求，購置英文全腦速記學測指考考試精選 10

組帳號授權版外語資料庫，提供同學課後自主學習，歡迎善用資源。 

九、配合自主學習，購置電子資源，歡迎多多運用。 

(一)公視電視教育影音公播網 

(二)華藝電子書 

(三)凌網電子書 

(四)新傳媒數位公播平台 

十、本館參加靜宜大學-高中職夥伴聯盟共享方案，免費使用 HyRead 電子書，使用期限

至於 112 年 7 月 31 日止，歡迎同仁使用。 

十一、本館為青春博客來閱讀平台閱讀認證之學校合作，可提供同學做為閱讀分享、討

論及認證等，歡迎老師們善用此平台鼓勵學生閱讀。 

校內閱讀競賽: 

(一)個人閱讀競賽:依個人到館借書冊數排列，全校取借書最多前十名。 

(二)班級閱讀競賽:依班級借書之每人平均冊數（全班借書總冊數／全班人數）排

序，全校取最高前五名。 

十二、本學期申請高中優質化輔助方案編列圖書及影音媒體（電子書、影音光碟等）共 6

萬 2,000 元整，請踴躍提供優良書目，以利充實並提升館藏圖書的品質與價值。。 

十三、10 月 19 日(星期三)假私立海星中學辦理全國圖書館業務輔導團第十八分區(花蓮

區)圖書館業務協調會議暨研習。 

十四、11 月 23 日(星期三)下午 1 時 10 分至 4 時配合國家圖書館「與國圖研究有約」活

動，邀請國立臺灣大學生物產業傳播與發展學系助理教授王俊傑蒞校辦理研究資

源運用講座，請鼓勵同學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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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歡迎善用贈書櫃。 

十六、宣導事項: 

(一)依教育部 111 年 3 月 7 日臺教資(五)字第 1112700853A 號函推動電子公文附件

及相關行政、教學作業符合 ODF-CNS15251 文件格式事宜，宣導如下: 

1.電子公文附件可編輯文件應提供 ODF 文件格式，非可編輯文件則採用 PDF 文

件格式提供。 

2.網站、資訊系統提供下載及匯出匯入的可編輯文件應提供 ODF 文件格式，非

可編輯文件則採用 PDF 文件格式提供。 

3.學研計畫文件、表單及成果等相關文件範本優先以 ODF 文件格式製作，學校

行政作業以 ODF 文件格式流通。 

4.鼓勵教師以可製作標準 ODF 文件格式之軟體，作為教育應用工具，並於教師

在職訓練納入 ODF 文件格式課程。 

(二)依據本校學生獎懲規定： 

5.第十一條規定違反智慧財產權，情節輕微者，記小過。 

6.第十二條規定違反智慧財產權，情節嚴重者，記大過。 

7.第四條規定學生之懲處應審酌個別學生特殊情狀，作為懲處輕重之參考： 

(1)行為之動機與目的。 

(2)行為之手段與行為時所受之外在情境影響。 

(3)行為違反義務之程度與所生之危險或損害。 

(4)學生之人格特質、身心健康狀況、生活狀況與家庭狀況。 

(5)學生之品行、智識程度與平時表現。 

(6)行為後之態度。 

(三)依據本校圖書館視聽室管理要點，本館播放之媒體應為公開發行之公播版影片，

非公播版之影片一律不得在館內播放，若因違反著作權法而產生之法律問題由

使用者自行負責。 

(四)依據本校圖書館館藏發展政策，資料徵集原則如下：    

1.合於著作權法。 

2.合於館藏發展目的及學科範圍。 

3.外文書刊以英文為主，日文次之，其他語文酌量蒐集。 

4.不蒐藏複本為原則，特殊教學研究需求除外。 

5.不蒐藏特異宗教文品，政治宣傳物及限制級或暴力之圖書期刊與視聽資料。 

6.各項不宜青少年身心發展及其他不宜館藏收集等書籍影音資料則不列入收

藏。 

7.影音資料徵集以教師長期公開播放影籍為採購優先。 

8.經常性撥放以公播版典藏為主，個人外借以家用版為主。 

9.家用版影音資料徵集以不違反著作權及影響商業利益為考量。 

10.三年內電影院上映影集不列入家用版採購範圍。 

11.配合身障生需求，影音資料於採購時得考量敘事影集、音樂、文藝等相關資

料。 

12.影音資料以學術性、教學用、知識性及心靈類為採購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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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職教育文章分享 

不再無效碎念，幫助孩子脫離網路沉迷的有效心法 

2022-03-18 00:00 更新：2022-04-01 16:53   by 陳康宜 

網路時代改變生活，也成為家長最困擾的育兒議題。長年深入校園的心理師陳品皓指

出，很多家長光是看到孩子「掛」在網路上，內心便充滿擔憂，怕孩子網路沉迷、怕孩子

視力變差、怕孩子不懂自律、怕孩子學習落後......等等，因而十分惱火。 

網路只是工具 重點在於內容  

不過，陳品皓提醒家長，「網路只是媒介、工具，真正關鍵在於內容」。不同的內容，

具有不同意義：利用社群平台跟同學聊天，屬於社交需求的延伸；觀看影片、玩手遊，屬

於娛樂需求。家長關心孩子時，別再把焦點拘泥於使用網路時間，而是了解瀏覽的內容，

才能開啟親子溝通。 
像是網路聊天，有時不如表面簡單。精神科醫師鄧惠文透露，聊天聊到出狀況，最常

見的就屬網路霸凌了，包括強迫加入團體、提供金錢等，比起在學校發生的霸凌行為，更

難察覺、更需要父母用心觀察。網路遊戲也有陷阱，隨時跳出的廣告，可能暗藏購買連結，

讓人容易誤入詐騙圈套。透過網路尋找打工機會，則可能被說服拍下裸露照片，成為色情

誘騙的受害者。 
陳品皓表示，孩子遇到問題時，其實都很驚慌，根本不知如何處理。這時，若有一個

人能夠共商決策，對他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可是，許多家長得知後的第一反應往往是責罵，

「你看你！我當初跟你說過多少次，叫你要小心！結果你都沒有遵守！」導致孩子不願再

分享，引發沉默螺旋效應，越不說、狀況越嚴重。 

了解取代責備 共同面對問題 

家長最好的應對模式是什麼？陳品皓建議，首要原則是「共同面對，拋下責備」。儘

管內心憤怒、想要究責，都先把它暫放一旁，站在跟孩子合作的立場，了解事情的來龍去

脈，提醒孩子事情的嚴重性、必須嚴守的界線，共同找出處理方法。隨著事態的進展，自

己膠著的情緒，也會慢慢獲得撫平。 
網路陷阱多，不只孩子會遇到，大人同樣會上當。鄧惠文舉例，不少人都曾在社群平

台看到廣告，一時衝動刷卡買單，沒到貨才驚覺遭詐；還有網路假帳號充斥，處處傳遞不

正確的訊息，或是刻意引導「網路風向」等，一時不查誤信也時有所聞。家長在關心孩子

的同時，自己對於安全使用網路的方法，應該更有深入了解。 
陳品皓認為，網路發展時間並不算長，家長不妨把它看成一門新興知識，以學習的角

度看待它。由政府設立的 iWIN（網路內容防護機構）平台，提供包括網路使用風險、因應

等資訊，就是很適合的學習資源。鄧惠文說，參考專業訊息，可以讓家長與孩子溝通時，

比起「我說的」、「我認為」更具說服力、公信力，有助減少親子對立。 

找到人生重心 擺脫網路沉迷 

往後家長看到孩子使用網路，陳品皓重申，別急著生氣，記得「內容是關鍵」，試著

從好奇的角度，問問孩子玩什麼遊戲？現在流行什麼？為親子建立了解的開端。他也提醒

家長，當生活失去重心，才會覺得網路世界迷人、深陷其中，而對於一個有自我價值感的

人而言，網路只是滿足日常知識、需求的工具，因此幫助孩子找到生活重心，是解決網路

沉迷的核心之道。 
（陳康宜整理，責任編輯：林胤斈） 

擷取自親子天下：https://www.parenting.com.tw/article/5092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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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學資源與網絡 

升學資源與網絡 

一、升學輔導相關網站及諮詢管道 

112 學年度大學多元入學參考手冊 

 教育部 112 學年度大學多元入學參考手冊 

 112 學年度升大學之多元管道簡介、時程與 Q&A 

 網址：https://reurl.cc/zrglQ7  

考試事務 

 大學入學考試中心 

 英語聽力、學科能力測驗及分科測驗報名／成績查詢／試題答案公佈  

 網址：https://www.ceec.edu.tw  

術科考試  

 大學術科考試委員會聯合會  

 術科考試相關事務／音樂、體育及美術統一聯合術科考試  

 網址：https://www.cape.edu.tw/  

繁星入學推薦＆個人申請  

 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  

 統一彙辦繁星推薦及個人申請簡章／繁星推薦報名及分發 ／個人申請

報名及第一階段篩選／個人申請統一分發  

 網址：https://www.cac.edu.tw/cacportal/index.php  

111 學年度起大學申請入學學習準備建議方向暨 112、113 學年度繁星推

薦、申請入學、分發入學招生管道數學考科參採查詢系統 

網址：https://www.jbcrc.edu.tw/learn1.html 

 

考試入學  

 大學考試入學分發委員會  

 考試入學分發簡章／網路登記志願／聯合分發  

 網址：http://www.ua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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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其他網路資源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
育署生涯輔導資訊網 

大學選才與育才輔助
系統 ColleGo！ 

IOH 開放個人經驗平台 
大學問 

－升大學找大學問 

    

大學多元入學升學網 特殊選才招生 大學網路博覽會 
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

帳戶方案專區 

    

科技校院四年制及專
科學校二年制聯合甄

選委員會 
技訊網 

大專校院校務資訊公
開平台 

各校獨招訊息 

   

原住民專班相關訊息 運動績優升學網 
身心障礙學生升學大

專校院甄試招生 
教育部公費留學與各
項獎學金報名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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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島地區及原住民籍
高級中等學校應屆畢
業生升學國(市)立師
範及教育大學聯合保

送甄試 

原住民族及離島地區
醫事人員養成計畫 

中央警察大學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 

   

陸軍專科學校 中華民國空軍官校 
中華民國 

海軍軍官學校 
士官二專班 

  

 

三、花蓮縣心理衛生相關資源 

服務類型 單位名稱 聯絡電話 

電話專線 

緊急醫療救護專線 119 

婦幼保護專線 113 

各縣市生命線 1995（要救救我-24 小時專線) 

各縣市張老師 1980（依舊幫你-24 小時專線) 

教育部反霸凌投訴專線 1953（24 小時專線） 

行政院衛生署 
自殺防治安心專線 1925(24 小時免付費專線） 

台灣同志諮詢熱線 (02)2392-1970 

全國家庭諮詢專線 (02)412-8185（幫一幫我） 

社區資源 

花蓮縣社區心理衛生中心 (03)835-1885 

花蓮縣學生諮商輔導中心 (03)853-2774 

花蓮縣家庭教育中心 (03)856-9692 

社團法人花蓮縣兒童暨家庭
關懷協會 (03)856-3020 

東部地區國軍心理衛生中心 (03)826-3258 

勵馨基金會花蓮中心 (03)822-8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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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類型 單位名稱 聯絡電話 

社區資源(續) 

花蓮縣婦女福利服務中心 (03)824-6385 

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 
花蓮工作站 (03)822-6239 

善牧兒童之家 (03)823-3684 

花蓮家扶中心 (03)823-6005 

本縣設有身心專
科之醫療院所及

諮商所 

行政院衛生署花蓮醫院 (03)835-8141 

行政院衛生署玉里醫院 (03)888-6141#1101 

國軍花蓮總醫院 (03)826-3151#815870 

門諾醫院 (03)824-1234 

門諾醫院壽豐分院 (03)866-4600 

佛教慈濟綜合醫院 (03)856-1825 

鳳林榮民醫院 (03)876-4539 

玉里榮民醫院 (03)888-3141 

同心診所 (03)856-7803 

中山身心診所 (03)831-5589 

悅思身心診所 (03)843-0436 

悅增身心診所 (03)832-1805 

祕密花園心理諮商所 (03)853-7241/0918-096-864 

睿翔心理治療所 (03)824-6020 

就業服務資源 

就業服務諮詢及職業訓練 0800-777-888（免付費電話） 

創業輔導專線 0800-589-168（免付費電話） 

社會保險專線 
(失業給付相關業務) (02)2396-1266 

勞工諮詢申訴專線 1955 

債務協商資源 

銀行公會債務協商專線 (02)8596-1629 

銀行申訴專線 (02)8968-9999 

內政部不當討債申訴專線 (02)2356-5009 

其他資源 

社會福利諮詢 1957 

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 
花蓮分會 (03)822-2128 

戒毒成功專線 0800-770-885（免付費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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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111 年行政單位暨導師電話一覽表 
 

地址： 970 花蓮市菁華街 2 號  

網址： http://www.hlgs.hlc.edu.tw 

總機： (03)8321202 

 

行政單位電話 

校 長 詹 滿 福 (03)8321202 轉 200 軍訓教官執勤室 (03)8341785（校安中心）

教 務 
主 任 

王 宜 誠 (03)8321202 轉 120 學 生 宿 舍
(03)8359519 
(03)8350563 

學 務 
主 任 

許 小 薇 (03)8321202 轉 130   主 任
教 官

李 昌 澍 (03)8321202 轉 140 

總 務 
主 任 

陳 德 正 (03)8321202 轉 110 宿 舍
教 官

陳 珏 文 (03)8321202 轉 146 

圖 書 館 
主 任 

江 淑 芬 (03)8321202 轉 180 生輔組長 石 耘 臺 (03)8321202 轉 141 

輔 導 室 
主 任 

季 紅 瑋 (03)8321202 轉 210 
(03)8344264 體育組長 胡 業 成 (03)8321202 轉

132.139 

秘    書 何 恩 原 (03)8321202 轉 101 衛生組長 張 建 維 (03)8321202 轉 133 

人 事 室 
主 任 

賴 咨 羽 (03)8321202 轉 102 特教組長 徐 育 敏 (03)8321202 轉 123 

主 計 室 
主 任 

曾 美 玲 (03)8321202 轉 103 訓育組長 陳 玉 時 (03)8321202 轉 131 

教學組長 林 佩 蓉 (03)8321202 轉 121 庶務組長 邱 心 誼 (03)8321202 轉 111 

註冊組長 張 家 誠 (03)8321202 轉 122 文書組長 黃 松 竹 (03)8321202 轉 117 

設備組長 廖 千 億 (03)8321202 轉 124 出納組長 林 秋 滿 (03)8321202 轉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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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班導師電話 

高三 1 班 
導 師 

陳 瑩 翰 (03)8321202 轉 173 高二 1 班
導 師

黃 文 琴 (03)8321202 轉 173 

高三 2 班 
導 師 

巫 思 賢 (03)8321202 轉 175 高二 2 班
導 師

尤 聖 涵 (03)8321202 轉 172 

高三 3 班 
導 師 

張 琦 敏 (03)8321202 轉 150 高二 3 班
導 師

林 耀 星 (03)8321202 轉 163 

高三 4 班 
導 師 

周 晏 霆 (03)8321202 轉 154 高二 4 班
導 師

黃 聖 峯 (03)8321202 轉 163 

高三 5 班 
導 師 

彭 伊 珍 (03)8321202 轉 153 高二 5 班
導 師

謝 文 靜 (03)8321202 轉 162 

高三 6 班 
導 師 

汪 椿 琪 (03)8321202 轉 153 高二 6 班
導 師

陳 昱 璋 (03)8321202 轉 164 

高三 7 班 
導 師 

陳 依 婷 (03)8321202 轉 165 高二 7 班
導 師

梁 美 芹 (03)8321202 轉 153 

高三 8 班 
導 師 

陳 建 中 (03)8321202 轉 164 高二 8 班
導 師

洪 慶 筑 (03)8321202 轉 165 

高三 9 班 
導 師 

林 廷 諭 (03)8321202 轉 162 高二 9 班
導 師

張 宏 達 (03)8321202 轉 151 

高三 10班 
導 師 

陳 宥 良 (03)8321202 轉 164 高二 10 班
導 師

馮 慕 民 (03)8321202 轉 161 

高三 11班 
導 師 

王 祥 薰 (03)8321202 轉
171/225 

高二 11 班
導 師

陳 書 敏 (03)8321202 轉
171/223 

高一 1 班 
導 師 

葉 曉 雨 (03)8321202 轉 154 高一 7 班
導 師

陳 文 燕 (03)8321202 轉 170 

高一 2 班 
導 師 

林 毓 淵 (03)8321202 轉 150 高一 8 班
導 師

陳 怡 伶 (03)8321202 轉 155 

高一 3 班 
導 師 

陳 致 宏 (03)8321202 轉 163 高一 9 班
導 師

章 瀞 中 (03)8321202 轉 165 

高一 4 班 
導 師 

徐 嫚 鴻 (03)8321202 轉 164 高一 10 班
導 師

王 啟 名 (03)8321202 轉 173 

高一 5 班 
導 師 

吳 一 晉 (03)8321202 轉 155 高一 11 班
導 師

何 怡 慧 (03)8321202 轉
171/223 

高一 6 班 
導 師 

黃 凱 旻 (03)8321202 轉 160    

 
附錄－111 學年度第一學期行事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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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110 學年度升學榮譽榜 

年班 管道 公私 學校 科系 

307 特殊選才 公立 國立中正大學 社會福利學系 

311 特殊選才 公立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輔導與諮商學系 

310 繁星推薦 公立 國立中央大學  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  

310 繁星推薦 公立 國立中正大學  法律學系法制組  

304 繁星推薦 公立 國立中興大學  生命科學系  

310 繁星推薦 公立 國立中興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310 繁星推薦 公立 國立成功大學  建築學系  

308 繁星推薦 公立 國立東華大學  觀光暨休閒遊憩學系  

304 繁星推薦 公立 國立政治大學  中國文學系  

304 繁星推薦 公立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生物科技系  

303 繁星推薦 公立 國立清華大學  物理學系物理組(乙組天文物理組)  

310 繁星推薦 公立 國立清華大學  生命科學院學士班  

310 繁星推薦 公立 國立清華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乙組  

310 繁星推薦 公立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醫學系 

310 繁星推薦 公立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甲組)  

311 繁星推薦 公立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美術學系  

301 繁星推薦 公立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科學教育與應用學系  

305 繁星推薦 公立 國立臺北大學  經濟學系  

307 繁星推薦 公立 國立臺北大學  法律學系法學組  

309 繁星推薦 公立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  

311 繁星推薦 公立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藝術組  

310 繁星推薦 公立 國立臺灣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301 繁星推薦 公立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生命科學系  

306 繁星推薦 公立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東亞學系  

306 繁星推薦 公立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海洋觀光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301 繁星推薦 公立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戲劇學系  

302 繁星推薦 私立 中原大學  化學系材料化學組  

307 繁星推薦 私立 中國文化大學  大眾傳播學系  

310 繁星推薦 私立 中國醫藥大學  中醫學系乙組  

305 繁星推薦 私立 世新大學  廣播電視電影學系廣播組  

308 繁星推薦 私立 亞洲大學  室內設計學系商業空間組  

308 繁星推薦 私立 東吳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310 繁星推薦 私立 東吳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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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班 管道 公私 學校 科系 

304 繁星推薦 私立 東海大學  生命科學系生態暨生物多樣性組  

310 繁星推薦 私立 長庚大學  中醫學系  

310 繁星推薦 私立 高雄醫學大學 醫學系 

305 繁星推薦 私立 淡江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經貿管理組  

306 繁星推薦 私立 淡江大學  管理科學學系(大數據資料分析應用組)  

307 繁星推薦 私立 逢甲大學  會計學系  

302 繁星推薦 私立 義守大學  物理治療學系  

306 繁星推薦 私立 實踐大學  國際企業管理學系日韓商務組(高雄校區)  

301 繁星推薦 私立 輔仁大學  財經法律學系  

304 繁星推薦 私立 輔仁大學  生命科學系  

305 繁星推薦 私立 銘傳大學  會計學系稅務規劃組（臺北校區）  

307 繁星推薦 私立 銘傳大學  新聞學系（臺北校區）  

307 繁星推薦 私立 靜宜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  

302 申請大學 公立 國立中山大學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全英語組 

303 申請大學 公立 國立中山大學 物理學系 

303 申請大學 公立 國立中央大學 物理學系 

309 申請大學 公立 國立中正大學 法律學系法制組 

301 申請大學 公立 國立中興大學 生物產業機電工程學系 

304 申請大學 公立 國立中興大學 獸醫學系 

305 申請大學 公立 國立中興大學 法律學系 

305 申請大學 公立 國立中興大學 會計學系 

303 申請大學 公立 國立東華大學 化學系 

305 申請大學 公立 國立東華大學 社會學系 

305 申請大學 公立 國立東華大學 藝術創意產業學系 

308 申請大學 公立 國立東華大學 觀光暨休閒遊憩學系 

308 申請大學 公立 國立東華大學 臺灣文化學系 

305 申請大學 公立 國立金門大學 華語文學系 

304 申請大學 公立 國立政治大學 資訊科學系 

308 申請大學 公立 國立政治大學 土耳其語文學系 

308 申請大學 公立 國立政治大學 公共行政學系 

309 申請大學 公立 國立政治大學 民族學系 

304 申請大學 公立 國立高雄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305 申請大學 公立 國立高雄大學 財經法律學系 

305 申請大學 公立 國立高雄大學 政治法律學系 

309 申請大學 公立 國立高雄大學 政治法律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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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班 管道 公私 學校 科系 

301 申請大學 公立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數學系數學組 

307 申請大學 公立 國立清華大學 藝術與設計學系設計組 

311 申請大學 公立 國立清華大學 藝術與設計學系設計組 

310 申請大學 公立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乙組) 

310 申請大學 公立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電子物理學系電子物理組 

310 申請大學 公立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資訊管理與財務金融學系財務金融組 

311 申請大學 公立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美術學系 

305 申請大學 公立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文化創意產業設計與營運學系 

306 申請大學 公立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英語學系 

306 申請大學 公立 國立臺北大學 中國文學系 

309 申請大學 公立 國立臺北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309 申請大學 公立 國立臺北大學 財政學系 

301 申請大學 公立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資訊科學系 

302 申請大學 公立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數學組 

305 申請大學 公立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 

308 申請大學 公立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語文與創作學系語文師資組 

310 申請大學 公立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新媒體藝術學系 

304 申請大學 公立 國立臺南大學 生物科技學系 

302 申請大學 公立 國立臺灣大學 社會學系 

304 申請大學 公立 國立臺灣大學 大氣科學系 

307 申請大學 公立 國立臺灣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 

310 申請大學 公立 國立臺灣大學 職能治療學系 

310 申請大學 公立 國立臺灣大學 地質科學系 

303 申請大學 公立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304 申請大學 公立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科技應用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 

306 申請大學 公立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幼兒發展與教育組 

307 申請大學 公立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歷史學系 

307 申請大學 公立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308 申請大學 公立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地理學系 

311 申請大學 公立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美術學系繪畫組 

311 申請大學 公立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美術學系水墨畫組 

307 申請大學 公立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 

307 申請大學 公立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戲劇學系 

311 申請大學 公立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書畫藝術學系 

301 申請大學 公立 國立體育大學 運動保健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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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班 管道 公私 學校 科系 

305 申請大學 公立 臺北市立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 

306 申請大學 公立 臺北市立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 

304 申請大學 私立 大同大學 化學工程與生物科技學系 

308 申請大學 私立 大葉大學 多媒體數位內容學士學位學程(動畫與影視特效組)

301 申請大學 私立 中山醫學大學 護理學系 

304 申請大學 私立 中山醫學大學 職能治療學系 

304 申請大學 私立 中山醫學大學 語言治療與聽力學系語言治療組 

306 申請大學 私立 中山醫學大學 應用外國語言學系 

301 申請大學 私立 中原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材料工程組 

301 申請大學 私立 中原大學 心理學系 

302 申請大學 私立 中原大學 生物科技學系 

303 申請大學 私立 中原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303 申請大學 私立 中原大學 會計學系 

304 申請大學 私立 中原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306 申請大學 私立 中原大學 應用華語文學系 

304 申請大學 私立 中國文化大學 地質學系 

305 申請大學 私立 中國文化大學 俄國語文學系 

306 申請大學 私立 中國文化大學 勞動暨人力資源學系 

307 申請大學 私立 中國文化大學 音樂學系 

308 申請大學 私立 中國文化大學 新聞學系 

308 申請大學 私立 中國文化大學 中國戲劇學系 

301 申請大學 私立 中國醫藥大學 藥學系 

302 申請大學 私立 中國醫藥大學 藥學系 

302 申請大學 私立 中國醫藥大學 護理學系 

302 申請大學 私立 中國醫藥大學 公共衛生學院大一不分系 

303 申請大學 私立 中國醫藥大學 藥學系 

303 申請大學 私立 中國醫藥大學 藥學系 

304 申請大學 私立 中國醫藥大學 藥學系 

304 申請大學 私立 中國醫藥大學 藥學系 

304 申請大學 私立 中國醫藥大學 公共衛生學院大一不分系 

307 申請大學 私立 中華大學 財務管理學系財務金融管理組 

303 申請大學 私立 元智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308 申請大學 私立 元智大學 社會暨政策科學學系 

301 申請大學 私立 世新大學 日本語文學系 

303 申請大學 私立 世新大學 公共關係暨廣告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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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6 申請大學 私立 世新大學 法律學系 

306 申請大學 私立 世新大學 公共關係暨廣告學系 

306 申請大學 私立 世新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資訊管理組 

307 申請大學 私立 世新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資訊管理組 

308 申請大學 私立 世新大學 廣播電視電影學系電視組 

309 申請大學 私立 世新大學 口語傳播暨社群媒體學系 

309 申請大學 私立 世新大學 口語傳播暨社群媒體學系 

303 申請大學 私立 佛光大學 社會學暨社會工作學系 

304 申請大學 私立 佛光大學 資訊應用學系(資訊系統與智慧應用組) 

301 申請大學 私立 亞洲大學 健康產業管理學系醫療機構管理組 

306 申請大學 私立 亞洲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幼教師資組 

307 申請大學 私立 亞洲大學 創意商品設計學系 

303 申請大學 私立 東吳大學 化學系 

303 申請大學 私立 東吳大學 經濟學系 

304 申請大學 私立 東吳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305 申請大學 私立 東吳大學 歷史學系 

306 申請大學 私立 東吳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307 申請大學 私立 東吳大學 政治學系 

307 申請大學 私立 東吳大學 社會學系 

308 申請大學 私立 東吳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308 申請大學 私立 東吳大學 政治學系 

308 申請大學 私立 東吳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303 申請大學 私立 東海大學 畜產與生物科技學系 

308 申請大學 私立 東海大學 政治學系國際關係組 

304 申請大學 私立 長庚大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306 申請大學 私立 長榮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行銷組 

308 申請大學 私立 南華大學 生死學系殯葬服務組 

307 申請大學 私立 真理大學 宗教文化與資訊管理學系藝術與生死組 

302 申請大學 私立 高雄醫學大學 薪火招生 C組 

303 申請大學 私立 高雄醫學大學 公共衛生學系 

305 申請大學 私立 高雄醫學大學 薪火招生 D組 

301 申請大學 私立 淡江大學 運輸管理學系 

301 申請大學 私立 淡江大學 人工智慧學系 

303 申請大學 私立 淡江大學 日本語文學系 

304 申請大學 私立 淡江大學 航空太空工程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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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5 申請大學 私立 淡江大學 俄國語文學系 

305 申請大學 私立 淡江大學 運輸管理學系 

307 申請大學 私立 淡江大學 日本語文學系 

307 申請大學 私立 淡江大學 公共行政學系 

308 申請大學 私立 淡江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308 申請大學 私立 淡江大學 管理科學學系(企業經營與行銷流通組) 

302 申請大學 私立 逢甲大學 人工智慧技術與應用學士學位學程 

303 申請大學 私立 逢甲大學 會計學系 

305 申請大學 私立 逢甲大學 運輸與物流學系 

308 申請大學 私立 逢甲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309 申請大學 私立 逢甲大學 行銷學系 

307 申請大學 私立 開南大學 法律學系 

301 申請大學 私立 慈濟大學 醫學資訊學系 

302 申請大學 私立 慈濟大學 護理學系 

303 申請大學 私立 慈濟大學 傳播學系 

303 申請大學 私立 慈濟大學 人類發展與心理學系 

305 申請大學 私立 慈濟大學 兒童發展與家庭教育學系 

305 申請大學 私立 慈濟大學 傳播學系 

306 申請大學 私立 慈濟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306 申請大學 私立 慈濟大學 傳播學系 

308 申請大學 私立 慈濟大學 東方語文學系中文組 

308 申請大學 私立 慈濟大學 國際服務產業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303 申請大學 私立 義守大學 生物科技學系生物醫藥組 

303 申請大學 私立 義守大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303 申請大學 私立 義守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304 申請大學 私立 實踐大學 建築設計學系 B組(臺北校區) 

305 申請大學 私立 實踐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臺北校區) 

306 申請大學 私立 實踐大學 家庭研究與兒童發展學系(臺北校區) 

307 申請大學 私立 實踐大學 服裝設計學系(臺北校區) 

309 申請大學 私立 實踐大學 資訊科技與管理學系(臺北校區) 

302 申請大學 私立 臺北醫學大學 高齡健康暨長期照護學系 

301 申請大學 私立 輔仁大學 醫學資訊與創新應用學士學位學程 

303 申請大學 私立 輔仁大學 圖書資訊學系 

303 申請大學 私立 輔仁大學 營養科學系 

305 申請大學 私立 輔仁大學 織品服裝學系織品設計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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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6 申請大學 私立 輔仁大學 歷史學系 

306 申請大學 私立 輔仁大學 圖書資訊學系 

307 申請大學 私立 輔仁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308 申請大學 私立 輔仁大學 法律學系 

309 申請大學 私立 輔仁大學 心理學系 

302 申請大學 私立 銘傳大學 諮商與工商心理學系（桃園校區） 

304 申請大學 私立 銘傳大學 建築學系（桃園校區） 

304 申請大學 私立 銘傳大學 醫療資訊與管理學系健康產業管理組（桃園校區）

305 申請大學 私立 銘傳大學 商業設計學系（桃園校區） 

305 申請大學 私立 銘傳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學系（桃園校區） 

305 申請大學 私立 銘傳大學 廣告暨策略行銷學系（臺北校區） 

308 申請大學 私立 銘傳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外貿行銷管理組（臺北校區） 

309 申請大學 私立 銘傳大學 商品設計學系（桃園校區） 

301 申請大學 私立 靜宜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303 申請大學 私立 靜宜大學 化粧品科學系 

306 申請大學 私立 靜宜大學 法律學系 

301 申請四技 公立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植物醫學系 

310 申請四技 公立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獸醫學系 

306 申請四技 公立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航運技術系 

301 申請四技 公立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護理系 

303 申請四技 公立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護理系 

302 申請四技 私立 大仁科技大學 護理系 

303 申請四技 私立 大仁科技大學 藥學系藥學組 

303 申請四技 私立 中國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臺北校區） 

311 申請四技 私立 佛光大學 產品與媒體設計學系（創意產品設計組） 

311 申請四技 私立 亞東科技大學 工商業設計系 

301 申請四技 私立 
長庚學校財團法人長庚
科技大學 

護理系（林口校區） 

302 申請四技 私立 
長庚學校財團法人長庚
科技大學 

護理系（林口校區） 

302 申請四技 私立 
長庚學校財團法人長庚
科技大學 

護理系（林口校區） 

311 申請四技 私立 建國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系 

307 申請四技 私立 崑山科技大學 餐飲管理及廚藝系 

301 申請四技 私立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
科技大學 

護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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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 申請四技 私立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
科技大學 

護理系 

302 申請四技 私立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
科技大學 

護理系 

301 申請四技 私立 
嘉藥學校財團法人嘉南
藥理大學 

藥學系 

307 申請四技 私立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308 申請四技 私立 醒吾科技大學 表演藝術系 

304 軍警院校 公立 空軍航空技術學院 航空工程科 

302 軍警院校 公立 國防大學 護理系 

304 軍警院校 公立 國防大學 運籌管理學系(數學 B) 

305 軍警院校 公立 國防大學 財務管理學系(數學 B)(軍費生) 

309 軍警院校 公立 國防大學 新聞學系 

301 軍警院校 公立 國防醫學院 公共衛生學系(軍費生) 

302 軍警院校 公立 國防醫學院 公共衛生學系(軍費生) 

304 軍警院校 公立 陸軍軍官學校 不分系 

310 醫事人員 私立 慈濟大學 醫學系(原住民族) 

305 師資保送 公立 國立東華大學 英美語文學系(花蓮縣) 

305 師資保送 公立 國立東華大學 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花蓮縣) 

308 運動績優 私立 中原大學 財務金融系 

303 獨立招生 公立 國立東華大學 民族事務與發展學系 

306 獨立招生 公立 國立東華大學 

306 獨立招生 公立 國立東華大學 民族社會工作學系 

307 獨立招生 公立 國立東華大學 民族事務與發展學系 

311 獨立招生 公立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美術系乙類 

311 獨立招生 公立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美術系乙類 

308 獨立招生 私立 中國文化大學 中國音樂學系 

306 獨立招生 私立 世新大學 數位多媒體設計學系動畫設計組 

308 獨立招生 私立 真理大學 台灣文學系 

308 獨立招生 私立 義守大學 護理學系 

304 獨立招生 私立 醒吾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學系 

303 國外就學 公立 西北大學 法學系 

310 國外就學 公立 香港城市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306 國外就學 公立 湖南大學 網路與新媒體學系 

306 國外就學 公立 廣東外語外貿大學 經濟學系 

306 國外就學 公立 鄭州大學 法學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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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班 管道 公私 學校 科系 

307 國外就學 公立 鄭州大學 經濟學系 

307 國外就學 私立 楊百翰大學 2023 年春季班 

306 分發入學 公立 國立中正大學 法律學系法學組 

302 分發入學 公立 國立中興大學 物理學系光電物理組 

309 分發入學 公立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 教育學系 

310 分發入學 公立 國立成功大學 藥學系 

302 分發入學 公立 國立東華大學 諮商與臨床心理學系(自然組) 

302 分發入學 公立 國立東華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303 分發入學 公立 國立東華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資工組 

305 分發入學 公立 國立東華大學 公共行政學系 

306 分發入學 公立 國立東華大學 藝術創意產業學系 

307 分發入學 公立 國立東華大學 英美語文學系 

308 分發入學 公立 國立東華大學 會計學系 

311 分發入學 公立 國立東華大學 藝術與設計學系 

305 分發入學 公立 國立政治大學 公共行政學系 

310 分發入學 公立 國立政治大學 金融學系(自然組) 

306 分發入學 公立 國立高雄大學 財經法律學系 

307 分發入學 公立 國立高雄大學 建築學系 

308 分發入學 公立 國立高雄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311 分發入學 公立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美術學系 

303 分發入學 公立 國立清華大學 工業工程與工程管理學系 

310 分發入學 公立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310 分發入學 公立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乙組 

301 分發入學 公立 國立嘉義大學 動物科學系 

301 分發入學 公立 國立嘉義大學 輔導與諮商學系 

311 分發入學 公立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美術學系 

305 分發入學 公立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307 分發入學 公立 國立臺北大學 應用外語學系 

302 分發入學 公立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資訊科學系 

305 分發入學 公立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語文與創作學系語文師資組 

306 分發入學 公立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語文與創作學系文學創作組 

311 分發入學 公立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材質創作與設計系 

302 分發入學 公立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地球科學系 

311 分發入學 公立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亞太建築空間與文物保存學士學位學程 

302 分發入學 私立 中山醫學大學 視光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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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8 分發入學 私立 中原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302 分發入學 私立 元智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305 分發入學 私立 世新大學 法律學系 

302 分發入學 私立 東吳大學 心理學系 

306 分發入學 私立 東吳大學 法律學系 

308 分發入學 私立 東吳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308 分發入學 私立 東吳大學 經濟學系 

302 分發入學 私立 東海大學 景觀學系 

302 分發入學 私立 長庚大學 呼吸治療學系 

301 分發入學 私立 淡江大學 建築學系 

305 分發入學 私立 淡江大學 會計學系 

307 分發入學 私立 淡江大學 公共行政學系 

301 分發入學 私立 逢甲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308 分發入學 私立 逢甲大學 行銷學系 

301 分發入學 私立 慈濟大學 物理治療學系 

302 分發入學 私立 慈濟大學 生命科學系 

301 分發入學 私立 義守大學 醫學檢驗技術學系 

302 分發入學 私立 義守大學 物理治療學系 

305 分發入學 私立 實踐大學 媒體傳達設計學系創意媒體設計組(臺北校區) 

307 分發入學 私立 實踐大學 服飾設計與經營學系(高雄校區) 

311 分發入學 私立 實踐大學 媒體傳達設計學系創意媒體設計組(臺北校區) 

302 分發入學 私立 輔仁大學 英國語文學系 

306 分發入學 私立 輔仁大學 法律學系 

307 分發入學 私立 輔仁大學 兒童與家庭學系 

307 分發入學 私立 輔仁大學 兒童與家庭學系 

307 分發入學 私立 輔仁大學 義大利語文學系 

302 分發入學 私立 銘傳大學 法律學系(台北校區) 

304 分發入學 私立 銘傳大學 犯罪防治學系(桃園校區) 

306 分發入學 私立 銘傳大學 法律學系(台北校區) 

308 分發入學 私立 銘傳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電子商務管理組(桃園校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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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教室配置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