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6學年度學校日 

歡迎各位家長蒞臨 

 報告人 學務處  姜兆旻 



    106學年度學校日 

          
                                          三好校園典範學校 



    106學年度學校日 

          
                                      

積極推動「品德教育」 
教導孩子孝順父母、尊敬師長 
品德教育的養成，有賴家庭教育與學校教育發揮功能 
請家長適時糾正孩子不良的言行，讓每位孩子都能 
  「身做好事、口說好話、心存好意」，努力教會孩子 
  「髒話禁出口，禮貌帶著走」 
 
 
 
   
       
 
       
 
 
 

拾金不昧--288陳誌霖、鍾文琳 

身教重於言教 



    106學年度學校日 

          
                                      

請鼓勵孩子參加: 
09/23(六) AQ     
11/18(六) IQ 
12/09(六) EQ 
01/06(六) MQ 
 
 
 
 
   
       
 
       
 
 
 



新生必讀!! 

新生必讀!! 

新生必讀!! 



每日作息時間 

• 到校時間: 

  週一、週五為上午8:00前 

  週二、週三、週四為上午7:45前 

※9/1(星期五)開學典禮由高一參加，須於上午7:50前 

  至大操場集合。 

※參加週一週會班級須於上午7:50前至大禮堂集合完畢。 

※9/18(星期一)週會由餐飲181-18B、造型196-198、 

  應日271-274等共18個班級參加 

 



每日作息時間 

※早自習 

• 雙數週:朝會升旗 

  高一週二、高二週三、高三週四 

• 單數週:品德教育(自第5週開始) 
 

 

 
口 身 意 



每日作息時間 
※午休: 

  中午12:40-下午01:20 

  下午01:20-01:30下課時間， 

  清醒一下、洗把臉準備上課囉 

※放學時間:下午4:20後 

 (由導師約定點名放學時間) 

※撤離教室:下午5:30前 

※撤離校園:下午6:00前 
 

 

 

 



每日上課時間 

※上午: 

第1節08:20-09:10、第2節09:20-10:10 

第3節10:20-11:10、第4節11:10-12:10 

※下午: 

第5節13:30-14:15、第6節14:25-15:10 

第7節15:20-16:05 

※鐘聲權威:上課鐘響1分鐘內進教室 
 

 

 



請假規定  

◎假卡送核 
 

 

 

 

 

※ 半日:      ※ 1日    
  導師核假      生輔組長      
※ 3日:       ※ 4日以上 
  學務主任      校長      

挑戰全勤!! 



上課該做的事-- 

專心聽講、享受學習 
※桌面: 
  當節課本、筆記本、文具、講義、教材 
※巡堂人員: 
  校長、教務主任、教學組長、 
  學務主任、主任教官、生輔組長 
※扣分項目: 
  飲料餐食、手機、便服； 
  外堂課門窗未鎖、電源未關 
            
 
 



吃 飯 囉 !! 
※中午用餐方式包含: 

• 自備愛心便當:走廊蒸飯箱 

 (請繫上便當帶，標示班級姓名) 

• 美食街訂餐:環保不鏽鋼餐具 

• 萊爾富購餐:提供一般輕、熟食 

 (不販售碗裝泡麵及瓶裝礦泉水) 

※請務必自備環保筷、匙 
 

 

 



    106學年度學校日 

          
                                      

「關心、愛心、耐心」的三心輔導  
• 親師之間保持密切聯繫 
• 尤其當學生在校有違規、脫序行為，例如：打架、
抽菸、曠課、服儀不整屢勸不聽……等 

• 訂定「學生懲罰存記暨改錯銷過處理辦法」，協
助無心犯錯、有心向善的學生 

• 輔導室與認輔教師專案輔導個別需要的學生 
• 外聘醫院精神健康科醫師、心理師、諮商師到校 
   約診 
   



    106學年度學校日 

          
                                      

嚴而不苛的「嚴教、嚴管、嚴考」三嚴管理 
 訂定合理校規，嚴密管理輔導，杜絕、降低學生較常發
生之嚴重行為，進而改掉學生不當的行為習慣，例如：
性情暴躁、態度惡劣、沾染菸毒、騎乘機車……等等。 



    106學年度學校日 

          
                                      

重視學生生活教育，培養學生良好儀態風度 
 社會大眾和企業機構對我們的第一印象，就是學生的  

   服裝儀容 
 學校對於不適合年齡、身分的服儀，是持續不斷要求 

   學生改進，重點在於： 

 頭髮不燙、不染、不抹膠、不怪異(男生髮長齊髮根) 

 不得化妝、不配戴耳環飾物  

 裙子不得過窄、過短 

 校服與體育服不可混穿 

   為將來踏入社會奠定良好根基 

 

  

 

 

 

   



    106學年度學校日 

          
                                      

※由外而內陶養心性 
※安全問題 
 
  

 

 

 

   



    106學年度學校日 

          
                                      

守時、守信、守法」的三守精神 
準時到校上課是學習的基本要件 
    課業是連續性的，遲到、曠課將造成功課銜接不上、跟不上、聽不 
    懂等問題，導致無心上課，更是休學、逃學的前兆 
    家長勿輕易就讓孩子請假，養成鬆散的學習態度，配合學校，協助 
   、導正小孩經常遲到、曠課的不良習性 
學校訂有校規，用以教育學生對自己行為負責，並以 
   確立校規權威，杜絕學生存有僥倖心理 
   對於行為嚴重者填具切結書，家長保證書，即應信守承諾，不得 
    再犯，否則依切結書規範，接受結果處分，不宜養成孩子永遠被 
    寬容、原諒的投機心態。 
 
     
     



    106學年度學校日 

          
                                      

協助開發孩子多元能力 
(社團、幹部、才藝、公共服務、體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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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學年度學校日 

注意孩子上網與交友情況與孩子良性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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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私立育達高職106學年度學校日 
防制學生藥物濫用宣導 

宣導日期：106年9月17日  宣導對象：家長 

哪些學生是屬於藥物濫用
高關懷群？ 
 

(1)信心低落者 
(2)個性較衝動 
(3)學習成績低落者 
(4)情緒適應較差 
(5)零用錢多者 
(6)在PUB、BAR、KTV、MTV、舞廳

、電動玩具店等場所打工或經
常出入者。 

(7)生活習慣較不正常者 
(8)有抽菸、喝酒、嚼食檳榔習慣

者 
(9)自己或家人有藥物濫用情形者 

染毒的初期症狀？ 
 

(1)失眠 
(2)食慾變差 
(3)體重減輕 
(4)老是打呵欠沒精神 
(5)流眼淚、流鼻水 
(6)噁心、嘔吐 
(7)焦躁不安 
(8)猜忌多疑 
(9)獨鎖房門 
(10)瞳孔縮小 
 
小叮嚀：吸食毒品要人命；碰了渾身都是

病。吸毒過量的毒品有致命的危
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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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私立育達高職106學年度學校日 
防制學生藥物濫用宣導 

宣導日期：106年9月17日  宣導對象：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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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私立育達高職106學年度學校日 
防制學生藥物濫用宣導 

宣導日期：106年9月17日  宣導對象：家長 



本校學生手冊獎懲實施要點規定，學生上、放學(或假日穿著校
服)不得騎、乘機車到校，違反規定者記小過至大過不等的處份，
目的在於防止學生騎乘機車上放學，根據台北市交通局105年度
統計，機車仍為交通事故主要傷亡車種(共計11467件)，故請家
長多加鼓勵學生步行或利用大眾交通工具通勤，避免肇生交通
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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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學年度學校日 
責任導師制  

•只要有班級學生的地方就有導師 

•只要與學生有關的事情就是導師關心的事情 

•希望各位家長密切與學校導師聯絡溝通，歡迎多來學
校走動走動或隨時用電話聯絡，學校設有電子家庭聯
絡簿，家長也可以由網路上，了解學校及您孩子的學
習情形、行為表現(如:缺曠課出勤及獎懲紀錄)。 



    106學年度學校日 



27 

    106學年度學校日 

 
學生線上資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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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學年度學校日 

帳號：學號 
密碼：出生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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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學年度學校日 



30 

    106學年度學校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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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學年度學校日 

學生除公假外，全學期缺課節數達教學
總節數二分之一，或曠課累積達四十二
節者，經提學生事務相關會議後，應依
法令規定進行適性輔導及適性教育處置 

  (改變環境)。 

學生缺課節數達該科目教學總節數三分
之一，該科目學期學業成績以零分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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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學年度學校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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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學年度學校日 

   德育或群育功過相抵累滿27警告       留校察看      
   留校察看後再有觸犯校規之不良行為，一律 
   加重處分 
   功過相抵累滿3警告或1小過後       改變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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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學年度學校日 

 畢業門檻 
      修業期間德行評量(德育或群育)之獎懲記錄
功過相抵，未滿3大過(27警告) 
       + 



    106學年度學校日 

          
                                      

請注意重要日程: 
10/02(一)學號檢查     
10/03(二)放學前完成社團選填 
10/27(五) 校園迎新演唱會 
                  (晚間8:30-9:00結束) 
10/16(一)-11/17(五)換季過渡期 
11/20(一) 正式換季，請著冬季制服；
體育服部分常、短袖或長短褲仍可彈
性穿著。 

 
 
 
 
   
       
 
       
 
 
 



    106學年度學校日       繡學號說明 



    106學年度學校日       繡學號說明 



競賽開始--爭取班級榮譽 

※勤學競賽自第4週起實施(9月18日) 

※整潔競賽自第4週起實施(9月18日) 

※生活競賽自第6週起實施(10月2日) 

 

 



老師--有問題!! 

請加入育達106高一新生LINE@ 
以掌握公告訊息 
 



讓我們一起攜手，共同關心、引領、陪伴 
孩子健康成長、快樂學習!! 

學務處電話:25706767轉301、302、303、304、305、306 
育達網址:www.yudah.tp.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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