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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南第一高級中學 111學年度新生須知－各處室重要通知 

【免試、適性輔導安置及科學班等管道】 
中華民國 111年 7月 21日星期四 

 

請務必詳閱本手冊相關注意事項，如有問題請洽各處室 
 

 
 

 

 

 

連絡電話 
本校總機 06-2371206~06-2371209，各項相關事項請依洽詢相關負責單位： 

業務 負責單位 分機／專線 

免學費及減免學雜費 教務處註冊組 220、221 

教科書購買及相關事宜 
書商王先生 0933-677361 

教務處教學組 210、211、212 

指定暑期作業及建議閱讀書目 教務處教學組 210、211、212 

開學診斷評量事宜 教務處試務組 250、251 

資優班報名 
教務處特教組 230 

雙語實驗班報名 

新生始業輔導課程 學務處訓育組 311、312、310 

新生始業輔導請假等事宜 學務處生輔組 360 

學生專車 教官室 371、372 

學生宿舍 教官室 371、372 

就學貸款 學務處吳先生 321 

制服購買 
廠商南光李先生  

07-5814741 

0933-328544 

0922-964124 

學務處 310 

學生服儀相關規定 學務處生輔組 360 

新生健康檢查 健康中心 331、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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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教務處 
一、 教學組 

(一) 『學校網站』請隨時關注瀏覽；《首頁-學生專區-課程資訊》項下有：課程

總體計畫、多元/週期性課程選修、教科書版本、課業輔導及重補修等資訊，

請同學自己要關心自己的學習。 

(二) 本校各科暑期指定作業及建議閱讀書目（如附件），請新生確實研讀。國、

英、數、化四科開學後將舉行開學診斷評量。 

(三) 新生教科書： 

1. 學校統一全數購買，退換書手續將於開學第一週辦理。 

2. 新生領書訂於 8月 17日（三）至 19日（五），至綜合教育大樓地下一樓（B1）

K書中心領取，書本總重達 15公斤以上，請自行準備搬運方式。 

3. 未能配合指定日期領書者請於開學第1天至綜合教育大樓B1-K書中心領取。 

4. 疫情期間，因應人群分流以確保大家平安，請大家配合。 

若依編號所安排時間無法前來，可於 8 月 17~19 日擇一日前來領書。 

5. 領書分配如下： 

日期 時間 報到編號 

8 月 17 日（三） 09：30～15：30 A001~A200 

8 月 18 日（四） 09：30～15：30 A201~A400 

8 月 19 日（五） 09：30～15：30 A401~ 

如有疑義洽書商王先生 0933-677361或本校教學組(分機 210、211、212)。 

※如因疫情屆時無法入校，領書時程將做調整修訂，請留意學校網站公告訊息! 

 

(四) 彈性學習時間 

1. 此為 108新課綱新設置的制度，沒有學分，每學期每週共有 2小時，安排於

每日上午 8點至下午 4點課堂時間進行（非第八節課業輔導）。 

2. 依據本校課程總體計畫，高一採以下方式安排： 

時間 課程內容 

固定於每週三 

下午 1點到 3點 

共同性彈性學習時間，該時段有安排全校

性特色活動、選手培訓、週期性課程及自

主學習等，讓學生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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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註冊組 

(一) 符合免學費資格(家戶年所得新臺幣 148萬元以下)及(中)低收入戶、特殊

境遇家庭子女、原住民生、身障生或身障人士子女(家戶年所得新臺幣 220

萬元以下)，免備證明文件；公費生須備相關證明文件，於開學後向註冊組

申請辦理學雜費補助。 

(二) 如為單親、父母離異等特殊狀況者，請填寫「國立臺南一中 111學年度學

生各項減免學雜費申請書」並檢附相關資料（如戶籍謄本，不可省略記事），

於 7月 29日（五）前寄送本校(701005臺南市東區民族路一段 1號教務處

註冊組收)，如有疑義請洽本校註冊組(分機 220、221)。 

 

三、 試務組 

開學診斷評量詳細科目及範圍預計於 8月中公告於本校網站，請自行查閱。 

 

四、 特教組─數理資優班、雙語實驗班報名 

(一) 報名日期：111年 7月 21日(星期四) 08:30～12:00。 

(二) 報名地點：本校群英堂。  

(三) 報名前請詳閱簡章，簡章將於本校網站公告。 

(四) 如有疑義請洽本校特教組(分機 230)。 

 

貳、 學務處 

一、 新生始業輔導活動 

(一) 111年 8月 23日（二）至 25日（四）辦理。111年 8月 23日（二）至 24

日（三）早上 7：30直接到各班教室報到，下午於 17：00前放學，詳細課

程安排將於本校網站公告。 

(二) 8月 25日（四）進行新生健康檢查與制服更換，詳細時間另外公告。 

(三) 請穿著國中的制服或體育服到校，騎自行車學生須載安全帽，嚴禁車輛加

裝火箭筒。請將車輛停放於群英堂週邊學生腳踏車停車棚。 

(四) 因事無法參加者，請事前洽本校生輔組（分機 360）辦理請假。 

(五) 新生始業輔導期間中午不得外出，請自備餐盒（學校有蒸飯箱可使用）或

統一由全家超商代訂午餐（當日另行調查）。 

(六) 如因疫情屆時無法入校，新生始業輔導活動將做調整，請留意學校網站公

告訊息！ 

(七) 如有疑義請洽本校訓育組(分機 311、312、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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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新生制服： 

(一) 新生制服填報採線上表單填報：請以手機或電腦瀏覽器請至

https://reurl.cc/VE2RmN 填寫自行量測好的服裝尺寸與數量

（價格請參考右方表格）。預計將於始業輔導發放制服。劃撥單

依購買實際金額製作，於開學日發放。 

(二) 新生報到當天未套量制服的同學，請自行撥打廠

商服務電話，告知姓名，身高，體重，胸圍，腰

圍，臀圍，腿長等資料，以及各項服裝購買數量，

即可完成訂購。 

(三) 新生始業輔導期間領取制服與學用品，如因尺寸

或瑕疵需要更換（不合身的服裝請勿穿著及繡上

學號），請於 8月 26日（五）上午與開學後一周

內辦理更換，但不辦理退貨。如有疑義請洽廠商

李先生 0933-328544、0922-964124、07-5814741

或本校訓育組(分機 310)。 

(四) 如因疫情屆時無法入校參加新生始業輔導，制服

發放與更換方式將做調整，請留意學校網站公告

訊息! 

 

三、 學生專車： 

本校學生專車(南美交通)關廟、歸仁線一線，停靠站︰關廟國中、

善化寺、歸仁自來水公司、後市(全聯旁火雞肉飯)、南保（大歸

仁服裝）、仁德(仁德區中山路 566號)、學校。新生有搭乘需求者請於 Google表

單登記，登記日期至 111年 8月 13日。https://forms.gle/sYBo2ZejS95JZUxF6 

◎附註一：南美交通由學生自行匯款繳費，一學期收費乙次。 

◎附註二：以上路線為 111學年度交通車路線。 

◎附註三：Line群組 

 

四、 學生宿舍申請： 

(一) 申請時間：111年 7月 21日至 111年 8月 5日 

(二) 申請程序：新生如有住宿需求，請於報到當日洽詢學生宿舍

攤位填寫申請表，或於本校網站下載申請表填寫（網址：

https://reurl.cc/2Z2l4a），並檢附戶口名簿影本或 3個月內戶籍謄本影

本及其他相關證明文件於 111年 8月 5日前（以郵戳為憑）郵寄至教官室

https://forms.gle/sYBo2ZejS95JZUxF6
https://www.tnfsh.tn.edu.tw/df_ufiles/229/%E5%9C%8B%E7%AB%8B%E8%87%BA%E5%8D%97%E7%AC%AC%E4%B8%80%E9%AB%98%E7%B4%9A%E4%B8%AD%E5%AD%B8%E5%AD%B8%E7%94%9F%E5%AE%BF%E8%88%8D%E7%94%B3%E8%AB%8B%E8%A6%81%E9%BB%9E.pdf


5 

辦理(地址：701005臺南市東區民族路一段 1號 教官室收，信封請註明新

生住宿申請)。 

(三) 錄取順序：(摘錄本校宿舍申請要點 https://reurl.cc/NAkxzm) 

1. 第一優先資格: 

(1) 居住離本校 50公里以上且設籍臺南市以外縣市(設籍 6個月以

上)。 

(2) 中低收入戶子女(需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3) 因家庭原因無法提供妥善居家生活者。 

2. 第二優先資格：居住交通不便地區(本校學生專車及火車未行經路線地區) 

3. 第三優先資格：不分地區有住宿需求者。 

(四) 本校宿舍設置舍監 1名，每一年級共有 45個床位，8人一室，每一樓層設

置共同衛浴設施、收費洗衣機及免費脫水機，一間寢室設置一網路節點(同

寢住宿生需自備無線網路分享器共用)，地下室設置自修教室供住宿學生使

用，住宿期間須遵守相關作息及管理規定，違規達退宿標準者將強制退宿。 

(五) 申請人數如未達年級總床位數則全額錄取，申請結果預於 111年 8月 12日

公告於本校網頁。如有疑義請洽本校教官室專線 06-2371206#372。 

 

五、 就學貸款:請向學務處吳明憲先生辦理。如有疑義請洽本校吳明憲先生(分機

321)。 

 

參、 健康中心 

一、 請先詳閱「新生健康檢查注意事項」。 

二、 「學生健康檢查紀錄卡暨健康檢查家長同意書」完成填表後列印或列印後完成資

料填寫，確認資料無誤後務必完成二處家長簽名，務必於 111 年 7 月 21 日新生

報到當日繳回。 

三、 新生健康檢查於 111 年 8 月 25 日（星期四）早上 08:00 開始進行檢查，請新生於

當日凌晨 00:00 後禁食，如感到口渴請以開水漱口，另請自備早餐於當日抽血完

後即可進食。 

四、 若無法於 8 月 25 日（星期四）出席健康檢查者，請務必 8 月 11 日（星期四）前

來電通知健康中心，以利配合擇期補行檢查。 

五、 依疫情狀況滾動式修正，若調整健康檢查日期，則以學校網站最新公告為主。 

六、 如有疑義請洽健康中心(分機 331或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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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總務處 

註冊學雜費、教科書費用、制服及學用品等於開學後由學校統一發放劃撥單。 

 

伍、 輔導室 

一、 輔導室將於高一第一學期施測中國行為科學社新編多元性向測驗，第二學期施測

大學入學考試中心興趣量表，若有疑義，請於 9月 2日 17：00前主動向輔導室

提出討論。 

 

二、 高一新生『基本資料』網路填寫 

(一) 網路開放填寫時間：111年 8月 23日（二）上午 8點起至

111年 9月 11日（日）晚上 12點止。 

(二) 網路填寫方式：請依照下列步驟完成填寫(因內含寫自傳，

可能得花 1小時時間)，使用手機或平板亦可上網填寫。 

1. 步驟 1：登錄網址 http://svrsql.tnfsh.tn.edu.tw/sgstd/ 

2. 步驟 2：進入登錄系統網頁後輸入「帳號」及「密碼」（帳號即學號，密

碼與「成績查詢系統」之密碼相同，若未曾更動則為身份證字號，含英

文字母共 10 碼，注意第一個字碼要大寫），如果無法登錄，請來電輔導

室詢問。電話專線 (06)2358173(請於週間上班時間 8:00-12:00；

13:30-16:30來電)。 

3. 步驟 3：進入系統內頁，先點選<A表資料維護>，填入表格的資料，每一

部分做完請記得一定要按存檔並繼續下一步。系統會帶你一步一步完成，

接著完成基本資料維護及家庭成員資料維護後按存檔，再按<登出>即可

關掉網頁離開。 

4. 特殊說明： 

(1)畢業計劃不必填，此為高三才填寫。其餘各項都要填寫，不要遺漏

了；尤其是自傳的部分必須完整確實填寫，請勿捏造。 

(2)家庭成員資料請用新增方式填入父母及兄弟姐妹(必填)或其他成員

資料。家長及監護人的部分必須完成，至少填入雙親及同住的親屬，

工作機構以及工作職稱必須完整確實填寫(如有特殊情況可至輔導

室詢問或反應)  

(3)英文姓名請全部大寫，姓氏後面請加小寫的逗號(,)，逗號後方要加

一個半型空白( )。名字中間要加一個半形的連接號(-)。若不知道

英文姓名，請至外交部「外文姓名中譯英系統」網頁查詢，選擇「威

妥瑪(WG)拼音」音譯，範例：WANG, HSIAO-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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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如果欄位沒有資料要填入「無」或「沒有」，確保系統檢查時不會出

錯。 

(5)輸入過程若出現「字串或二進位資料會被截斷」等字樣而無法存檔，

請縮減輸入的字數後就能存檔。 

(6)如具有原住民、新住民、第二國籍以上身份的同學，請務必填寫資

料時依真實情形填寫，事關自身相關權益，請務必留意。同學填寫

之資料皆依照個資法予以保護，不會公開外流，請放心。 

(三) 注意事項： 

1.有些字無法輸入（出現？）或電腦沒有此字而需要造字，或是無法存檔

等情況，請至輔導室找林主任反應。 

2.請同學本著愛校精神，多為他人著想，勿因一人影響全體行政效率，務

必在網路開放時間內完成基本資料網上填寫，超過時間就不能再修改。

另外輸入完畢後請再進入檢查一次是否填寫步驟裡的項目都一一完成，

以免遺漏。 

3.完整確實填寫學生心理輔導系統基本資料，始完成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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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國立臺南第一高級中學 111 學年【高一新生】暑期建議自學內容 

 

 

 

 

數學科  

【自學內容及開學診斷評量範圍】（書本請自行購買，或至公共圖書館借閱。本校不販售） 

1.乘法公式、因式分解、平方根與、一次不等式、方程式、變數與函數、線型函數、二次函  

  數、多項式、指數及國中教過的幾何。 

  由《均一教育平台》https://www.junyiacademy.org/course-compare，可尋找對應單位進行 

  學習。【列入開學考命題範圍】 

2.數學相關的科普書籍。 

 

英文科 

【閱讀書目及開學診斷評量範圍】（可自購實體書或至公共圖書館借閱。本校不販售） 

1.書名：Number the Stars 

  作者：Lois Lowry  （可自購實體書、或者從網路下載免費電子書） 

2.LIVE 雜誌八月號 

 

國文科 

【自主學習計畫書及閱讀書目】（書本請至公共圖書館借閱或自行購買。本校不販售） 

說明： 

1.請參照附件檔案「國立臺南第一高級中學 111 學年度高一新生暑期閱讀自主學習計畫書」格式，完

成『2 份』暑期閱讀自主學習計畫書；請以紙本雙面列印，於開學第一週繳交給各班國文老師。並

建議將電子檔妥善儲存。 

2.同學所完成 2 份自主學習閱讀計畫書，其中至少 1 份計畫的閱讀書目，需由附檔「國立臺南第一高

級中學高一新生暑期閱讀書單」中選取，另一份則可視個人閱讀習慣，自由選擇書目進行撰寫。 

 

恭喜您進入臺南一中！接下來的三年，您將會在這裡學習、成長，經歷一段全新的學習

旅程。在暑假期間，學校老師安排了建議自學內容，讓同學在開心放假之餘，能自我精

進，做好進入高中生活的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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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國文-自主學習計畫》：請到本校網站-新生入學專區-暑期作業及建議閱讀書目-下載電子檔 

國立臺南第一高級中學 111 學年度高一新生 

《國文科》暑期閱讀自主學習計畫書 

學生基本資料 

班級  座號  姓名  

書籍資料 

1.我選的書籍是： 
作者：                    

書名： 

2.整體來說，這本

書在談什麼？

（150 字以上） 

 

3.書中我最喜歡那

幾句話？（5 句

以上） 

 

4. 這本書可與哪

個學習領域／職

業連結？為什

麼？ 

 

5.這本書與我的哪

一項興趣可以連

結？我如何運

用？ 

 

6.我對這本書的看

法或感想？（300

字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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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自主學習計畫 

計畫名稱 
 

計畫目標 
 

（透過閱讀這本書欲學習到的能力、想要解決的問題，建議以條列形式，至少兩項） 

計畫內容

概述 

（可分為「製作動機」、「閱讀內容簡述」、「使用策略方法」三個部分進行說明） 

預訂時程 

（建議以週次為單位，說明每週你如何分段、安排時間來閱讀、思考這本書籍） 

預期成果 

（說明你將用什麼形式來呈現你的閱讀成果（如：書面報告、投影片製作、影片拍攝等） 

 



11 

附檔-《國文-暑期閱讀書單》 

國立臺南第一高級中學 111 學年度高一新生暑期閱讀書單 

類型 書名 作者 出版社 出版時間 

語文類 一首詩的故事 王盈雅編著 好讀出版 2003/2/1 

語文類 人類學活在我的眼睛與血管裡 劉紹華 春山 2019/9/17 

語文類 如何閱讀一本書 莫提默‧艾德勒等 商務印書館 2016/12/07(三版) 

語文類 孤絕之島 黃宗潔主編 木馬文化 2021/12/28 

語文類 物裡學 李明璁 大塊文化 2020/1/13 

語文類 洪荒三疊 柯裕棻 印刻 2013/5/1 

語文類 草莓與灰燼 房慧真 麥田 2022/1/6 

語文類 偽魚販指南 林楷倫 寶瓶文化 2022/3/27 

語文類 國宴與家宴 王宣一 時報 2003/1/18 

語文類 崩壞國文：長安水邊多魯蛇？唐代文學與它們的作者 謝金魚 圓神 2017/11/1 

語文類 第九味 徐國能 聯經 2014/6/5 

語文類 莫泊桑短篇小說選 莫泊桑 方向 2010/4/21 

語文類 陪你讀的書：從經典到生活的 42 則私房書單 凌性傑 凌性傑 2015/11/12 

語文類 飲膳札記 林文月 洪範書店 2018/7(十八印) 

語文類 臺北人 白先勇 爾雅 1983/4/20 

語文類 體膚小事（增訂新版） 黃信恩 九歌 2020/3/30 

非語文類 21 世紀的 21 堂課 哈拉瑞 天下文化 2018/8/30 

非語文類 大崩壞：人類社會的明天 賈德．戴蒙 時報 2019/10/29 

非語文類 決戰熱蘭遮：中國首次擊敗西方的關鍵戰役 歐陽泰 時報 2017/12/26 

非語文類 阿德勒心理學講義 阿德勒 經濟新潮社 2016/1/4 

非語文類 思辨是我們的義務：那些瑞典老師教我的事 吳媛媛 奇光出版 2022/4/13 

非語文類 研之有物：見微知著！中研院的 21 堂生命科學課 中研院 時報 2021/12/21 

非語文類 風土餐桌小旅行：12 個小地方的飲食人類學筆記(增訂版) 洪震宇 遠流 2018/6/10 

非語文類 悖論：破解科學史上最複雜的 9 大謎團 吉姆．艾爾卡利里 三采 2013/4/4 

非語文類 接受不完美的勇氣 小倉廣 遠流 2017/7/25 

非語文類 街頭生存指南：城市夾縫求生兼作樂的第一堂課 人生百味 行人 2017/1/25 

非語文類 黑洞捕手 陳明堂 天下文化 2020/3/31 

非語文類 機器人故事全集 艾西莫夫 貓頭鷹 2009/8/14 

非語文類 藥物獵人 唐諾．克希 臉譜 2018/4/28 

非語文類 你的善良必須有點鋒芒 慕顏歌 采實文化 2017/04/27 

非語文類 刺蝟的優雅 妙麗葉兒·巴伯瑞 商周出版 2008/06/01 

語文類 旅行與讀書 詹宏志 新經典文化 2015/10/28 

非語文類 安靜是一種超能力 張瀞仁 方舟文化 2018/08/01 

語文類 莫泊桑短篇小說集 莫泊桑 好讀出版 2016/12/01 

非語文類 歷史教我的醫學 江漢聲 原水 2009/10/20 

 

 

https://www.google.com/search?rlz=1C1EJFC_enTW835TW840&sxsrf=ALiCzsYOXTHgN49B_itgYo_MwGQBnYbDEw:1653621587149&q=Muriel+Barbery&stick=H4sIAAAAAAAAAOPgE-LSz9U3MKm0LDbLUQKzjQorU1JKtGSyk630k_Lzs_XLizJLSlLz4svzi7KtEktLMvKLFrHy-ZYWZabmKDglFiWlFlXuYGXcxc7EwQAAO4m-N1EAAAA&sa=X&ved=2ahUKEwjp16263P73AhU3zIsBHXfLA_IQmxMoAXoECEsQA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