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日期：103.0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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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
一、『特教組報告』
有關"2014 年青少年高校科學營"，本校尚有 1 位名額，請有興趣的同學於 5/5（一）至教務處特教
組填寫相關報名表件,如超過 1 位同學報名，將擇優錄取。
活動時間：2014 年 7 月份（確切時間未定，一旦錄取即須參加，不可退出）
地點：北京市航天大學
費用：除證照費用外,其餘全額免費

學務處
一、『體育組報告』
：
（一）全校 3 對 3 籃球賽、感謝老師們的協助及同學們熱情參與、前 8 名單：
第 1 名：2 年仁班 A 第 2 名：3 年孝班 第 3 名：2 年樂班 B 第 4 名：2 年忠班
第 5 名：2 年敬班 第 6 名：2 年廉班 第 7 名：3 年捷班 第 8 名：2 年勤班
（二）高 2 班際羽球賽 5/19 舉行，請各班依賽程時間準時參加比賽。
（三）全校游泳比賽開始報名，至 5/9 止請康樂股長轉告同學自由報名參賽。
（四）健康、快樂是很棒的一件事、高 3 的同學大家加油！提醒同學我們預定 5 月 12--14 日收慢
跑紀錄卡評分，請同學將圈數統計好、寫清楚後交康樂股長繳交任課老師，感謝幫忙。
二、
『衛生組報告』
：
（一）高三同學如果在期末考後要請假的同學，請確實將個人物品清空。
（二）5/17-18(六-日)國中大會考，請高一高二同學於 5/16(五)1230 前將教室清空(完全清空，置
物櫃可放物品)。
三、
『生輔組報告』
：
（一）有關同學個人缺曠紀錄及獎懲紀錄，同學可至學校首頁左下方"其他查詢事項"之"校務行政
系統"以在校學生身分鍵入帳號密碼，即可查詢本人資料。

（二）高一二德行評量表之公服時數預計 6 月初開始登錄，提醒同學注意時限。
（三）
「人權兩公約宣導」- 兩公約的基本概念
問題：1.何謂「兩公約｣？
回答：
「兩公約｣是〈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簡稱 ICCPR）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簡稱 ICESCR）的合稱。
「兩公約｣與〈世界人權宣言〉共同稱為「國際人權憲章」
（International Bill of Human Rights）
，是國際社會最重要之人權法典，人權保障最根本之法源。
問題：2.「兩公約｣有何重要性？
回答：由於第二次大戰的發生，使人類深切感受到：
「容許人權侵害行爲的存在是造成戰亂的主
要原因」
，於是戰後致力於人權的普遍落實。聯合國為落實 1948 年之〈世界人權宣言〉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在 1966 年的第 21 屆聯合國大會上，通過兩公約並於 1976 年正式
生效。兩公約的主要內容，皆是以〈世界人權宣言〉為基礎而制定，其內容在闡明人類之基本
人權，並敦促各國積極落實其保障，務使全球人民在公民、政治、經濟、社會及文化各方面，
皆享有相同之人權保障，
「人權」從個別國家的意識形態，發展爲國際間的共同約法。
問題：3.何謂「基本人權｣？國際法典規定的人權保障有哪些？
回答：所謂「人權」就是做為一個人，理應享有之基本的、不可或缺的權利，因此，基本人權
不應予以限制或剝奪，否則就不會稱之為「基本」人權。聯合國基於對人權保障之重視，不但
在憲章中明文規定人權的保障，並訂定「國際人權法典」三份文件作為國際上最基礎、最重要
之人權基準。其中〈世界人權宣言〉宣示人權保障之理念及範疇，而另兩個公約則分別規範自
由權及社會權之重要性及保障範圍。國際人權保障的內容，從生命、自由與財産三大權利，擴
展爲包括公民的自由權、社會權、平等權及各種集體權利的龐大人權體系。
問題：4.「兩公約」有哪些重要內涵？
回答：〈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包括前文及六個部分，共五十三條條文，規定的權利內容，
主要是〈世界人權宣言〉所規定的「公民與政治權」以及「民族自決權」
，主要保障的人權包括
生命權、免於酷刑和不人道待遇的自由、免於奴役和強迫勞動的自由、人身自由權、公平審判
權、人格權、參政權、少數族群權等。與〈世界人權宣言〉相比較，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新增的內容包含：
「關於被剝奪自由者應享有人道待遇、有關兒童權利的規定、少數族群權利的
保護、以及任何人不得因無力履行約定義務而被監禁等。」
另一項〈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則包括前文與五個部分，共三十一條條文，其主要內
容除了詳細規定〈世界人權宣言〉的「經濟、社會與文化權」之外，同時亦進一步地確保「民
族自決權」這項集體人權。相關規定有十條，其主要規範的內容包括：
「工作權、良好工作環境、
組織工會權、社會保障權、對於母親及兒童的特別保護、健康權、受教權、參與文化生活及享
受科學進步及其運用所產生利益的權利等。」不但有關人權的規範條文較多，且規範的內容亦
較趨於詳盡。
問題：5.何謂「民族自決權」？
回答：兩公約有關「民族自決權」的規定，這是國際公約中第一次明文規定民族自決權為一項
基本人權。二次戰後，隨著殖民主義的瓦解與新興民族國家的成立，民族自決原則得到國際社
會廣泛的承認。兩項國際人權公約的第一條皆有民族自決權的規定：「所有人民都有民族自決
權，他們可以憑藉這種權利自由決定自己的政治地位，並謀求經濟、社會與文化的發展」。
「自決權」成為人權的內涵，使人權觀念的發展超越個人、階級群體而走向民族，甚至超越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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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範疇，走向「集體人權」的概念。集體人權的新內涵，包括和平權、環境權、健康權、人
類共同遺產權等，不僅保障個人的權利，也涉及到人類全體的共同權利，這些都是無可忽視，
急需投入努力的重要人權議題與指標。
問題：6.我國如何落實兩項國際人權公約？
回答：1966 年聯合國大會所通過〈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迄今有一百六十四個締約國；
〈經
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
，有一百六十個締約國。以兩公約締約國數字而論，皆已超過全球國
家數（一百九十五）及聯合國會員國數（一百九十二）之百分之八十以上，可謂已成為普世遵
循之人權規範。
雖然目前我國並非聯合國會員國，由於許多國際人權條約已具有習慣國際法的普遍效力。2009
年立法院已通過〈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和〈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並制定其施行
法，於 2009 年 12 月 9 日國際人權日前夕開始施行。自此，居於國際人權憲章核心地位的兩公
約已在我國具有國內法的效力，開啟臺灣人權保障與國際接軌的新頁，我國的民主內涵也得到
進一步的充實。
四、
『活動組報告』
：
（一）2014 金曲之星前進校園講座-品冠｢音樂給予心靈的正能量｣—05/06(二) 12:20-13:20 於演藝
廳舉行，請有報名的同學準時前往演藝廳集合。
（二）第 26 屆班聯會主席選舉—將於 05/05(一)10:00~14:20 舉行，請各班班長於 10:00 後前往學務
處領取選票，高一二於班會課進行投票，高三可於 10:00~14:20 間抽空進行；選舉公報已經上
網公告並張貼在公布欄。
（三）高三畢業生各獎項推薦表—5 月 6 日(二)中午 13:10 分前請送交楊蕊伊幹事。
（四）配合高三申請入學放榜，畢籌會已於 4/29~30 進行籌組，若後續仍有高三同學已確定考取大
學，仍可至活動組申請參加，歡迎高三同學踴躍報名。
（五）禮堂封館—配合 6/4(三)畢業典禮，禮堂封館時間預計從 5/23(五)起至 6/5(四)止。
（六）5 月份班代大會—5/22（四）12:30 於閱覽室舉行，請各班班代準時出席。
（七）校園優惠票｢百變 HELLO KITTY40 週年特展｣—05/07(三)12:10-13:00 於勵志長廊販售，每
張 200 元，套票 380 元(含 Hologram Show )歡迎有興趣師生前往購票。

(四) 主講人：5/23－楊明諭、陳思瑜實習諮商心理師
5/30－陳家瑜、張淑婷實習諮商心理師
三、上榜學姊升學經驗分享
（一）請留大學甄選入學的面試、筆試考古題及心得，格式請見最新消息附件。
（二）請留書面備審資料供學妹參考，交輔導室老師彙整。電子檔可寄 wpc@m2.csghs.tp.edu.tw
(三) 上榜經驗談講座調查：願意對高一二學妹分享經驗的學姊，於 4/30(三)10：00 至輔導室集合
討論講座細節，若該時段不能到，也歡迎到輔導室登記分享場次。
(四) 若已收到國外大學錄取通知者，請回報國外大學上榜的好消息！
四、提醒高三個人申請上榜同學上網填志願序
(一) 時間：103.05.05(一)至 103.05.06(二)，每日上午 8 時起至下午 10 時止
(二) 網址：https://www.caac.ccu.edu.tw/caac103/rank.php

教官室
一、請同學搭乘大眾運輸工具時，注意禮儀及遵守相關規定。教育局轉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
司函，有關近來本市部分學生搭乘捷運時於禁止飲食區內違規飲食而遭人檢舉。
二、請同學騎乘自行車時，應配戴自行車安全帽、保持自行車配備完整及禮讓行人。

合作社
高三學生證將於期末考畢業考結束 5/15(四)12:40 停止合作社消費、影印功能。並於 16:10 大掃
除時間退還卡片餘額與合作社股金。 期末考後，繼續留校讀書的同學，如至合作社消費、影印，
煩請與熱食部阿姨借用臨時卡現場儲值、退費。

輔導室
一、轉知-舊金山藝術大學 台北說明會
（一）時間: 2014 年 5 月 31 日(六)下午 1:00-4:30
（二）地點: 台北六福皇宮酒店 B3–永福殿, 台北市南京東路 3 段 133 號
(三) 預約參加請至: http://www.academyart.edu/taipei_open_house.jsp
二、
「自己的親友自己救！」自殺防治守門員列講座
(一) 內容：當發現身邊有人對生命絕望、甚至是向我們透露自殺意念的時候，我們應該怎麼有效
地伸出援手呢？
(二) 時間：5/23、5/30 12:20-13:10（分為上下兩場）
(三) 地點：生涯資訊室

上課聞道要有歡喜心，指導訓話要有接受心；
做事擔當要有勇敢心，和人相處要有恭敬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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