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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1第 15週整潔競賽  105-1第 15週紀律競賽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高一 博 愛 忠 高一 仁 義 敬 

高二 業 信 和 高二 敏 平 廉 

高三 誠 敬 慧 高三 敏 公 簡 

一、 一公許喬琳、二敬葉映萱參加臺北市 105學年度西塞羅盃高中學生英語辯論比賽獲優良辯士。 

 

一、 『設備組報告』： 

(一)科展通過初審之名單將於 106年 1月 4日(三)前公佈於本校網頁。 

(二)除了高二理組生物與高三物理有提早用書的教科書發放之外，其餘高一~高三的教科書預計於 2

月 13日開學發放。 

(三)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 2017年青少年跨域整合人才培育計畫簡章已公告於學校網頁，歡迎有興

趣的同學報名參加。 

 
 

一、 『活動組報告』： 

(一) 中山沙龍 50重聚第五場講座，時間為 12/16(五)12:20-13:20，因報名人數眾多，地點改至科

學館 4F階梯教室。 

(二) 飢餓 24專題講座—12月 29日(四)第八節將進行飢餓 24系列活動專題講座，請高一二各班於

16:20準時至禮堂集合。 

(三) 本週 12/23（五）第四節綜合活動課將在禮堂舉辦高三包高中活動，高三全體同學皆須參加。

請同學準時於第三節下課至禮堂集合！ 

(四) 週記抽查時程—請各班學藝股長提醒同學，務必依指定期限繳交。 

年級 送交導師 時間 送交學務處 時間 領回時間 地點 

高二(5篇) 12月 19日（一） 10：00 

～ 

10：20 

12月 21日（三） 10：00 

～ 

10：20 

12月 26日（一） 
學務處 

高一(5篇) 12月 26日（一） 12月 28日（三） 01月 03日（二） 

 

二、 『學生社團事務』： 

(一) 105學年度轉社辦法及各社名額預估表已公告於本校網頁學生專區，請有意轉社意願的同學

務必留意。 

(二) 相關轉社時程如下，請同學留意： 

日期 項目 

12/15(四) 公告轉社人數限制【預估表】 

1/5(四) 最後一次社課 

1/3(二)-1/9(一)17:30 繳交轉社意願單 

1/19(四) 公告轉社人數限制【確定表】 

1/20(五)~1/25(三)24:00 開放選社系統選社 

2/14(二) 系統公告選社結果 

2/16(四) 第一次社課 

(三) 欲辦理隔夜寒訓活動之社團，務必於 1/6(五)17:10前至少備妥活動申請表、隨隊師長同意

書、活動企劃書資料至學務處活動組送件申請，並依時限補齊必要文件(交通車資訊、家長

同意書、保險影本)，逾時不得辦理寒訓。 

三、『生輔組報告』： 

(一) 高三學生期末請假注意事項(※高三班長務必向全班宣讀後再公告) 

 高三期末考日期：1/3(二)、1/4(三) 

 期末考後至本學期結束：1/5(四)~1/19(四)上課日共 11天 

 寒假開始：1/20(五)，學測時間:1/20(五)、1/21(六) 

1. 期末考後至學期結束仍為正常上課時間，未能到校者請應依程序請假。 

2. 連續請假 3天(含)以上者應附家長請假說明。 

3. 事假應於事前辦妥請假手續。依本校學生請假規定一學期內事假不得超過 14天。 

4. 已請事假同學不可任意進出校門。若請事假期間需要返回學校上課，一律著校服，否則不予

進入校區。進入班級務必先向副班長報告到校時間，以利點名卡正確劃記，並只能在下課時

間找各科老師問問題，不得影響老師上課時間為主。返回學校上課，應按學校作息。 

5. 學期結束前上課時間均不可自行於校內圖書館自習。 

(二) 依本校學生服務學習課程實施計畫高一二學生每人每學期應至少服務滿 8小時。(高三無強

制規定，若無服務學習時數則德行評量表之服務學習時數欄高三空白，高一二為 0)。學生

105-1學期期末德行評量表之服務學習時數班級登錄表預定 1/3(二)發放，請提早準備。 

(三) 下學期各班幹部名冊請導師簽章後，請高三班長於 12/26(一)前、高一二班長於 1/9(一)交

回生輔組彙整。 

(四) 轉知永然第 17期高中法律生活營： 

 活動時間：民國 106年 2月 6日(星期一)至 2月 9日(星期四)辦理。 

 報名時間：民國 105年 12月 10日中午 12時起至 12月 20日截止。 

 報名方式：請至永然法律基金會 http://www.lawlee.org.tw/)進行報名。 

 

 

 

一、 大考中心高三第 2次英聽測驗於 12/17(六)借用本校 30間教室擔任試場，將出借中山樓及

自強樓所有普通教室(一仁至一信、二仁至二敏)，並以二慧、二公為預備試場，閱覽室為試

務中心，當日高三返校自習不受影響。請這 32間高一、二班級同學協助於 12/16(五)放學

前完成教室淨空及清潔，並預排 6x6座位(多餘課桌椅請整齊排於走廊)，以利總務處師長於

第 8節入內進行考場布置及播音測試。 

二、 大學學測訂於 106年 1月 20、21日舉行，本校出借莊敬 3-5樓、中山 2-3樓及自強 2-3樓

普通教室做為考場，請高三同學於 1月初期末考結束後利用時間陸續淨空個人物品及清潔教

室，以免 1/19休業式當日上午全校大掃除時影響心情。援往例 1/19下午及學測兩日將開放

逸仙樓高一教室供高三留校應試同學做為休息室，屆時將由輔導室安排配對教室。 

 

 
（十五） 日期：105.12.16 

教務處

學務處

榮譽榜 

總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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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學科系介紹： 

1. 政治大學法學院說明會 

  時間：12/21(三)中午 12:20~13:10 

  地點：生涯資訊室 

 2. 交通大學材料系說明會 

   時間：12/26(一)中午 12:20~13:10 

   地點：生涯資訊室 

二、轉知資訊：香港大學入學說明會 

 說明會時間：2017年 2月 23(週四)19:00-20:00 

 說明會地點：新北市立板橋高中行政大樓三樓會議室舉行(不開放與會人士停車) 

 說明會內容：香港大學招生主任將到場為同學或家長講解港大今年的報考方法及面試的注

意事項，並會現場解答同學及家長的問題。 

 報名方式：即日起開始線上報名，說明會線上報名

網:https://goo.gl/forms/DmPUtgYI5coHMgEu2，報名人數上限 150人，額滿後即停止線上

報名。 

 本場說明會恕不開放板中校園內停車，報名參加者請多利用公車，搭乘板南線捷運者可在

板橋站下車，由 1號出口步行約 2-3分鐘可達會場。開車者可停放板橋高中所附地下停車

場或新北市民權路市民停車場。 

   
一、『服推組報告』： 

(一) 作家賴以威「超展開數學約會」講座於今日（12/16）11:20~13:10於演藝廳舉行，歡迎有興

趣的同學前往聆聽。 

(二) 法國交流活動之報名至下週五（12/23）截止，請有意參加法國交流活動的同學務必準時上網

填報、並繳交報名表件。 

(三) 2017全國高中生人文經典閱讀會考已著手準備，請有興趣的高一、高二同學前往教務處找黃

月銀老師詢問或報名，相關資訊已經上網公告，請自行參閱。 

 

◎轉知 1051214班代大會同學提問及合作社說明及回應。 

一、增設微波爐。 

說明：因天氣寒冷，希望可有微波爐供同學加熱飲料。 

建議：增設微波爐。 

答：本問題在 1051117回覆「冷飲部加賣熱飲」時已說明。再次說明如下： 

1. 保溫櫃是高耗電設備，且合作社並非全天營業，每天上班開啟、下班關閉保溫櫃電源，

保溫櫃中飲品重複復熱也會增加保溫櫃中飲品變質的風險。 

2. 其次，微波爐有使用上的安全疑慮，且冷飲部內空間有限，下課時間結帳同學眾多，阿

姨也無法控管微波爐使用。 

3. 同學可將牛奶等飲品放在室溫下讓它回溫；或另外用容器盛裝熱水後，將飲品放入其中

隔水加熱較為安全。 

二、改善快速取餐放置環境。 

說明：餐點因放至中午而冷掉，有時甚至會發出異味。 

建議：將快速取餐放置於保溫箱內。 

答：1.尋找合適的材質容器盛裝。 

  2.就目前觀察，通常都是在下課前十至二十分鐘完成後，送至快速取餐區，且下課時間就幾

乎全部售罄。如果有拿到「發出異味」的產品，請立刻向麵包部櫃臺阿姨反映。 

  3.最佳改善方案，還是呼籲同學自備環保餐具購買自助餐，最符合健康飲食的需求。 

三、降低段考時送餐的音量。 

說明：段考時，合作社使用推車的音量影響同學作答。 

建議：降低音量。 

答：1.感謝同學反應，就人員噪音部分，會在月考期間半拉鐵門，並降低音量。 

  2.送餐推車部分，因動線只有一條，恐難以避免仍會經過班級教室。會加強推車檢修、車輪

上油保養以減少噪音產生。 

◎補充回覆 1051117班代大會要求關東煮動線調整問題。 

1. 因關東煮品項數量不一，為避免同學夾取數量不足造成誤會，故仍需安排人員協助。 

2. 且同學常有一手拿書、一手拿餐具的狀況，如果安置於快速取餐區，沒有人員協助，也會造

成人潮延宕。 

3. 同學在排隊時，可以詢問前方同學是否選購關東煮，或是自助餐？不是排關東煮的同學，請

自行往自助餐餐台區移動。謝謝。 

 

一、重要宣導：同學若在捷運站、公車上或校園周邊遇到(看到)騷擾情形，應鼓起勇氣大聲呼叫

或吹哨尋求協助，要懂得保護自己、也保護她人；另外，如遇不明男子藉故搭訕時，不要理

會，儘速往人群方向離開，以維護自身的安全，有任何需要協助或幫忙事項，請至教官室反

映或撥打校安專線 02-25090833，教官室關心每位同學！ 

二、交通安全宣導： 

（一）上學由家長開車接送時，同學應於車上先行準備好個人攜帶物品，請務必告知家長將車輛

於「家長接送區」暫停，嚴禁於紅線區臨時停車，車輛停妥後應立即下車，嚴禁長期滯留

車內，避免造成交通壅塞及影響其他用路人安全。 

（二）穿越馬路時，應遵行交通號誌及本校交通隊指揮，切勿行進間使用手機、閱讀書報等，並

行走於人行穿越道 (斑馬線）上，留心周圍交通狀況快步穿越，以維自身安全。 

三、禁菸宣導： 

（一） 衛生局公告「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轄 31所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以下學校周邊人行道，自 105

年 12月 26日起為全面禁止吸菸場所」，其他相關資訊請參閱學校網頁「最新消息」。 

（二） 衛生局公告「臺北市 932個公車站之 1,150 座公車候車亭，自 106年 1月 1日起為全面禁

止菸吸場所」。 

（三） 國教署舉辦「全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親師拒菸（含電子煙）、拒檳生活技能融入健康創意

桌遊設計競賽活動」，即日起至 105年 12月 30日止，請本校師生踴躍報名參賽，相關資

訊請參閱學校網頁「最新消息」或至教官室洽詢。 

四、賀本校春暉社參加「105年青少年場域戒菸教育暨創意教材績優選拔」，榮獲「全國績優創意

微電影類－第二名」。 

 

輔導室 

圖書館 

合作社 

教官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