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日期：102.10.18
(一)
榮譽榜
102-1 第 7 週紀律競賽

102-1 第 7 週整潔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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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處
一、 『活動組報告』：
（一） 重要通知: 10/19(六)高中英語聽力測驗，為維持考場安寧，除高三可到校自習外，
其餘活動一律暫停。
（二） 高二班際詩歌朗誦—高二各班請於 10/21（一）中午 12：40 前繳交朗誦稿電子
檔及 PPT（e-mail 至 stu235235@gmail.com，信件主旨請標明「團朗詩稿－班級」
，
並向余育禎老師確認）。
（三） 高二詩朗音控種籽培訓—10/28（一）10:00-10:20 禮堂音控室舉行，請各班級
有音控需求者，務必派員參加。
（四） 高二高三校優良生選舉—請各班候選人於 10/22（二）上午 10：00 著整齊制服，
至司令台集合拍照；高二優良事蹟發表將於 10/25（五）朝會舉行、高三優良
事蹟發表將於 10/30（三）朝會舉行，遇雨天改為室內廣播。
（五） 校優良學生代表選舉－「投票說明會」將於 10/30(三)12:40 於莊敬大樓 3 樓閱覽
室舉行，請全校各班班長務必準時參加。選舉將於 11/01(五) 13:20 前在各班教
室進行(高三於班會課進行，高一、二於早自習時間進行)，請同學審慎投票，
選出本校優良生代表。學生、導師選票高一二班長於早自習時間、高三班長於
第二節下課時間自學務處領回，專任教師及其他同仁請逕至學務處領/投票。
（六） 116 屆校慶海報暨邀請卡徵稿—請於 102 年 10 月 30 日(三)12:40 前交至二平余
芳欣或二誠秦苓珮。
（七） 臺北市學生音樂比賽—賽程及秩序冊已公告在學校網頁-最新消息，請參賽同學
多加留意。
（八） 校園優惠票—10/25(五)12:20~13:30 於勵志長廊舉辦，歡迎有興趣師生前往購票

展覽名稱

展覽日期

展覽地點

票價

備註

印象．經典
莫內展覽

2013/11/14~
2014/02/16

國立歷史
博物館

170

憑優惠票，可至展覽現場免費兌換
「認識莫內-藝術金頭腦」手冊乙本

長毛象
yuka

2013/11/16~
2014/03/02

中正
紀念堂

160

（九） 伊甸聖誕義賣—義賣資料已於 10 月份班代大會發放，請各班班代協助登記及收款
（依書面說明辦理）
，款項收齊裝入信封袋後，請於 11/4（一）當日放學前親交予
學務處活動組長。
二、 『生活輔導組報告』：
（一） 各班自行訂做之班服非學校制式服裝，限班際競賽時穿著，比賽前換穿，比賽後
應換回學校服裝；同學可依天氣狀況添加學校制式背心、毛衣或運動外套，勿任
意著便服外套。
（二） 高一二樓層平日開放至 18：30 上鎖，請同學按時下樓，並隨手關閉教室及走廊
電源；假日高一二樓層不開放，同學於放假前應將所需物品帶回。
（三） 「第六屆全國法規資料庫競賽活動」網路初賽至 10 月 20 日止，鼓勵同學參加。
三、 『衛生組報告』：
請衛生股長協助：本週 10/19(六)為英文聽力測驗考試，請於 10/18(五)放學後將教室確
實清空 (抽屜、桌上、椅下、地板)，比照學校日標準辦理。衛生組長於 10/19(六)當天
檢查，不合格班級，隔週全班愛校 1 次。
四、 『健康中心報告』：
（一） 校園水痘防治注意事項
1. 臨床症狀：
水痘之症狀，剛開始會有發燒、顫抖、腹痛、肌肉或關節酸痛等症狀，隨即會在
皮膚上出現斑丘疹，且多由臉、頭皮往軀幹及四肢延伸，全身性的皮疹逐漸快速
2.

3.

顯現，隨後變成水疱，最後留下粒狀痂皮。
傳染途徑：
主要是人與人之間皮膚的直接接觸或經飛沫的傳染，接觸到帶狀疱疹的水疱也會
造成傳染，另外，也可被經由被水疱液和黏膜分泌物污染的器物間接傳染。痂皮
則不具傳染性。
因此除提昇個人免疫力及保持室內空氣流通之外，以肥皂洗手的好習慣，除可預
防水痘外，也可同時防範腸病毒及其他腸道傳染病等校園疫情發生。
可傳染期：
1

由出紅疹以前 5 天起（通常為前1-2 天）到第一批水疱出現後 5 天之間，在出
水痘疹前之際的傳染力最高。
現行預防接種政策：
免費接種：水痘疫苗自民國九十三年起，提供民國九十二年一月以後出生且出生

4.

滿十二個月的幼兒免費接種。對於符合前述免費接種條件之幼兒，請按照接種時
程前往完成接種。

3.
4.
5.
(二)

圖書館

衡？（文長 200-300 字之間）
進擊的中山人－你新學年的新夢想、新希望、新期待是什麼呢？（文長 200-300
字之間）
末日前，我永遠記得的擁抱是….（文長 200-300 字之間）
徵圖：請想想以上主題可以配上什麼插畫，歡迎投稿！
截稿日期：102 年 10 月 25 日（五）
稿件請用打字或手寫皆可，記得註明班級、座號、姓名，交到輔導室楊淑涵老
師處，或是 EMAIL 至：pabeyang@yahoo.com.tw。來稿若經刊出，將會給予稿
費（文章、圖片都有），快來投稿吧！

教官室

102 學年度赴日教育旅行實施計畫與報名表，已公告於學校網頁學生專區，歡迎同學踴躍
報名。有意報名的同學請下載填寫後，於 10 月 28 日(一)至 11 月 4 日(一)中午 12：30 前繳
交報名表至圖書館服務推廣組，並至 http://ppt.cc/O5fX 填寫線上報名表單，完成報名。

一、 本校簽署之愛心商店名單如下：

輔導室
一、 大學科系介紹
日期
10/23(三)
※

時間
12:2013:10

大學
國立交通大學

科系
電機學院(電機資訊學士班)
工學院(奈米科技及工程學士學位學程)

邀請交大教授蒞臨本校進行校系介紹，歡迎同學踴躍參加！

地點
生涯
資訊室

編號

商店名稱

地址

1

7-11 便利商店(長通店)

臺北市長安東路二段 101 號

2

頂好超市(長安東 CAE)

臺北市長安東路二段 63 號

3

萊爾富便利商店(山榮店)

臺北市長安東路二段 118 號

4

7-11 便利商店(新寶店)

臺北市建國北路一段 136 號

5

7-11 便利商店(鑫安江店)

6

ｏｋ便利商店(朱崙店)

臺北市龍江路 47 號

7

全家便利商店(南京店)

臺北市南京東路三段 118 號

8

捷安特-台北南京店

臺北市南京東路 3 段 278 號

臺北市長安東路二段 178-1 號

二、 日本名古屋大學升學說明會
（一） 日期：2013 年 10 月 30 日(三)中午 12：30-13：10
（二） 地點：生涯資訊室
三、 南加大升學講座（免費）
（一） 日期：2013 年 10 月 24 日(四) 晚 7：00-9：00
（二） 地點：台北君悅大飯店 (台北市松壽路 2 號) 3F 宴會廳 (Ballroom)
（三） 報名：www.usc.edu/uscasia
（四） 聯絡方式：02-8789-5679 ; usctaip@usc.edu

必要時，協助提供服務項目如下：
（一） 協助學生上、下學時，交通意外事故之通報與緊急處理。
（二） 提供學生緊急時之電話借用服務。
（三） 提供學生雨天時躲雨。

四、 2014 香港大學體驗營
（一） 活動日期：2014 年 1 月 25 日至 27 日
（二） 地點：香港大學
（三） 詳情請上網頁：https://www.facebook.com/2014hkuexcamp

（四） 學生被騷擾、跟蹤或偶發危險事件時，提供安全庇護場所。
（五） 上學期間，學生在校外逗留之通報與協尋。
（六） 校外暴力事件、違法行為之通報與協助。
（七） 自行車愛心商店請協助煞車、胎紋檢查或車輪充氣服務。

五、 楓聆第 23 期持續徵稿中！
(一)
本期徵稿主題（主題詳細徵文內容請洽輔導股長，或歡迎你到輔導室來詢問。） 人生旅途上的回憶與過往就如同車子照後鏡中所呈現的風景，沒有人
1.
最重要的小事－請分享生命中或生活中最重要的小事情（文長 100-200 字之間） 能一直看著照後鏡開車，也沒有人能夠開車永遠不用看照後鏡。
2.
做自己，還是做罐頭？－要如何在「做自己」和「符合社會期待」之間取得平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