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107-1 第 16 週整潔競賽  107-1 第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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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禮 樂 博、業、敏  高一 敏 禮、樂 X 

高二 信 敬、樂    高二 誠 義 愛 

高三 群、廉  信  高三 捷 公 業 

一、本校英語辯論社參加臺北市 107 學年度西塞羅英語辯論比賽榮獲優勝；一廉蕭筠軒、二公張詠湞

榮獲優良辯士，感謝王思涵老師辛勤指導。 

 

 

 

一、申請校長推薦函相關訊息：學校首頁→行政處室→校長室→左側祕書業務之推薦函注意事項  

 

 

 

一、『註冊組報告』 

校內及民間機構提供的各項獎助學金資訊刋載於本校網站最新消息及教務處註冊組獎助學金專

區，歡迎同學上網參閱，請合於條件者踴躍申請！ 

二、『特教組報告』 

第 19 屆高中生人文及社會科學營報名及注意事項 

(一) 對象：全國高中職高一學生，共 200 名 

(二) 線上開放報名時間：108 年 1 月 21 日(一)上午 9:00 至 2 月 22 日(五)下午 17:30 

(三) 報名方式有兩種：請二擇一 

1.學校推薦：  

(1)須於期限間自行上網登錄報名。 

(2)請於 108 年 2 月 20 日(三)將書面資料繳交至教務處特教組 

2.個別報名： 

(1)須於期限間自行上網登錄報名。 

(2)請於 108 年 2 月 22 日(五)前自行將書面資料寄至台灣大學社會系高中生人文及社會科

學營，以郵戳為憑。 

(四) 重要時程 

1.3/22 初審 

2.4/13 口試 

3.4/22 公布錄取名單 

4.營隊時間：7/5-7/18 

(五) 詳細資料請參閱附件或至營隊官網查詢 https://2019hsc.wordpress.com/ 

(六) 報名表件請至營隊官網下載 

 

 

 

一、『訓育組報告』 

（一）週記抽查—12/24(一)為高一週記抽查（五篇）。請學藝提醒同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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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三 12/11(二) 12:00-12:30 12/13 (四) 12:00-12:30 12/18 (一) 學務處 

高二 12/17 (一) 12:00-12:30 12/19 (三) 12:00-12:30 12/24 (一) 學務處 

高一 12/24 (一) 12:00-12:30 12/26 (三) 12:00-12:30 01/02 (三) 學務處 

（二）12/28 (五)第 3 節課為高三班級活動時間，高三各班班長請提醒導師指導同學從事全班

參與之活動，並請副學藝股長完成紀錄表（學務處將發放紀錄表）。 

（三）107 學年度社團轉社相關時程如下，詳細資訊已公告於學校網頁學生專區及各班班櫃，

請有要轉社的同學務必留意。 

日期 項目 

12/19(三) 公布轉社人數限制預估版 

12/27(四)-1/7(一)10:10 填交轉社意願單 

1/11(五) 公布轉社人數限制確定版 

1/29(二)-1/31(四) 系統填選志願 

2/12(二) 公告轉社結果 

2/14(四) 社團上課 

（四）各社團請於 12/26(三)12:30 前繳交社團寒訓及成果發表調查表。 

（五）請尚未完成社團帳戶結清作業者，務必於 12/28(五)10:00 前至學務處訓育組辦理。 

（六）班聯會公告— 

1.12/24（一）中午 12：00-12：30、放學 17：10-17：30 班聯會將於莊敬大樓多功能教

室一發放{借來的 100 天}電影欣賞會之票券數量有限，領完為止，詳細辦法已於 12/18

（二）發放參加辦法，請各班同學踴躍參與。 

2.121 校慶紀念品二售訂購單已發下，請各班班代於 12/24（一）、12/25（二）中午

12:00-12:30、放學 17:10-17:40 攜帶訂購單及金額至學務處班聯會窗口繳交，由於紀

念品所剩數量有限，現場採取先到先取貨，謝謝。 

二、『生輔組報告』 

（一）【高一法律基本常識測驗】(高一班長請向導師報告及向全班宣讀) 

1.施測時間:107 年 12 月 24 日(一)7:45-8:00。 

2.缺考及低於 60 分者另行集合加強法律常識宣導。 

補考日期 時間 地點 

12/24(一) 12：30 學務處 

12/25(二) 07：30、12：30 學務處 

（第十七週）日期：107.12.21 

榮譽榜 

秘書室 

 

學務處 

教務處 

榮譽榜 

https://2019hsc.wordpres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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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平均成績前 3 名班級於朝會頒發獎狀。 

4.請高一班長於 12/24(一)7:35 前至學務處班級櫃領取試卷，午休前繳回。 

（二）【學生服務學習課程】高一二學生每人每學期至少應服務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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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現空白，高一二呈現為 0)。 

（三）【下學期各班幹部名冊及 107-1 服務學習時數登記表】，由班長統一領，請同學提早準備。 

年級 發放時間 繳件時間 

高一二 12/24(一) 1/4(五)中午 

高三 12/11(二) 12/21(五)中午 

為維護班級權益，以上請班長於導師簽章後，於期限內交回生輔組彙整。 

（四）【高三期末考後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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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假連續請假 3 天(含)以上者應附家長證明。 

3.已請假同學進校 0810 後須刷卡，外出須至教官室開立外出單，遵守在校服儀及作息規

定，否則不予入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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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學期結束前之上課時間均不可自行於校內圖書館自習。 

三、『衛生組報告』 

（一）非洲豬瘟是由病毒引起的一種高度傳染性之惡性豬隻疫病，雖造成家豬及野豬的急性、惡

性傳染病，發病率與死亡率高達 100%，但不會感染人。我國經屠宰衛生檢查合格的豬隻，

豬皮均蓋有檢查合格標誌供消費者辨識，消費者在市場購買豬肉時，只要注意選擇蓋有

合格印的豬肉，食用安全無虞。請全校師生勿攜帶任何疫區的肉類產品入境、勿網購外

國肉品寄送臺灣。違規攜帶入境，最高罰鍰將提高至 100 萬元，相關資訊請參閱農委會

動植物防疫檢疫局「非洲豬瘟專區」網站(https://www.baphiq.gov.tw/view.php?catid=17449)。 

（二）高一、二若有公服未完成的同學，可洽衛生組。 

（三）請同學盡量做好資收分類工作，減少垃圾量；容器請適當沖洗後再進行回收(廚餘勿倒在

水槽或馬桶等)，分類請正確，可能會多花一點時間，但是可以大幅降低後端人員的負擔，

也可以延長焚化爐的壽命，感謝大家！ 

四、『體育組報告』 

（一）本校「中山雙棲‧越野鐵人」計畫每學期每人挑戰慢跑 20 公里及游泳 2 公里已開放認證，

請同學至體育組以手機顯示自己的教育部體育署體適能網站-跑步大撲滿平台自行登錄

跑步距離，以及在本校有課間下水紀錄並自行累計 2 公里，即可兌換限量 200 份運動束

口袋。請同學盡速至體育組兌換。 

（二）課間游泳本學期開放至 1 月 8 日，請多多利用資源。 

（三）游泳池為游泳教學及課餘時間運動使用，請勿在上課或課餘時間未下水游泳卻進入盥洗室

盥洗，若發現違規者須愛校 1 小時。 

 

 

 

 

 

 

一、家庭教育講座：找一條回家的路 

家，真的是避風港嗎？與妳聊聊家庭關係中的酸甜苦辣，以及實用的自我照

顧小練習，促進妳與家的關係更和諧自在！ 

主講者：吳思穎實習心理師 

時間：12/26(三) 12:10-13:00 

地點：莊敬大樓 2F 生涯資訊室 

※全程參與並完成心得分享者，可獲得公服時數一小時。 

二、12 月國內大學科系介紹講座 

日期 國內大學名稱 地點 手機掃描報名 

 

12/27(四) 

交通大學材料 

科學與工程系 

莊敬大樓 2F 

生涯資訊室 

 

※講座時間中午 12:10-13:00，請至輔導室網頁「近期活動報名專區」或掃描 QR code 完成線

上報名。請報名的同學準時出席，可攜帶午餐前來參加。 

牌卡或個別晤談服務預約： 

三、除了廣受歷屆學姊歡迎的職業興趣組合卡外，輔導室還有許多有趣的牌卡，歡迎體驗。針對想

瞭解的主題，例如學業、家庭、友情、愛情、生涯等，透過牌卡聽見內心的聲音！或有些小困

擾想找人討論，歡迎至輔導室預約！ 

 

 

 

一、『服務推廣組報告』 

（一）2019 赴日海外教育旅行團於 2018 年 12 月 21 日(五)12：20-13：10 第一會議室(莊敬大

樓 2F 校史室內)召開第三次會議，請報名成功的同學準時出席。本場地禁止飲食，請

提早用餐。請攜帶一枝藍筆或黑筆，以及手機(當場將加入 Line 群組)。無法出席者，

請於 12/20(四)事先告知組長，並於會議當天找代理人出席。 

（二）2019 赴日海外教育旅行團於 2018 年 12 月 24 日(一)12：10-13：10 閱覽室(莊敬大樓 3F)

進行日本文化課程(一)，請攜帶午餐與紙筆準時出席。 

（三）2019 赴日海外教育旅行團於 2018 年 12 月 28 日(五)11：10-13：10 視聽教室一(自強樓

4F)進行生活日語課(一)、(二)，請攜帶午餐與紙筆準時出席。當日為行前說明會通知

單回條繳回截止日。 

（四）公益財團法人日本臺灣交流協會臺北事務處舉辦第 3 屆(2019 年度)臺灣高中生赴日留

學計畫已出爐，請有興趣的同學下載附件檔案，並備妥所有申請資料，於 2018 年 12

月 28 日放學前繳交至圖書館服務推廣組，將於 1 月進行校內徵選與報名，請把握難得

的機會！ 

 

手機 

掃描報名 
 

圖書館 

輔導室 

https://www.baphiq.gov.tw/view.php?catid=17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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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代訓生 

國防科學基礎 

科技實作研習營 

全民國防題庫 

招募報名網站 

 

 

 

一、重要事項宣導： 

高三同學適逢學測衝刺的關鍵時期，各年級同學應秉持互敬互重，共同發揮同理心，於平(假)日任

何時段行經逸仙樓周圍、內部或於戶外實施活動時，請務必相互提醒放輕音量，提供高三同學最

優質的讀書環境。 

二、全民國防多元活動： 

(一)軍校正期班報名資訊： 

1.體檢：107 年 11 月 30 日至 108 年 3 月 11 日，有意願同學請至「國軍

人才招募中心」全球資訊網站 http://rdrc.mnd.gov.tw/，網路預約後赴指

定醫院體檢，有任何問題歡迎至教官室洽詢。 

2.智力測驗：體檢通過後，請至「國軍人才招募中心」預約智力檢測，並

親自至現場上線測驗。 

3.全民國防測驗：配合智力測驗同時施測，國防部今年將「全民國防教

育」納入各招募班隊考試項目，測驗成績暫不列為錄取標準，惟為鼓勵

考生熟悉國防教育內容，針對成績達 60 至 100 分之考生，給予加分獎勵，

「全民國防教育」題庫已置於國軍人才招募中心網站，供同學參考。 

(二)本校成立「國防培育班」： 

國防部為廣儲優秀學生加入國軍各院校，已與本校簽屬成立「國防培育

班」，凡本校高一、二、三年級同學均可參加，培育班同學需參加學校辦

理之相關課程，如：部隊參訪、智力測驗輔導等，後續報考軍事校院(含國

防醫學院)能以「國防培育班-登記入學」管道申請就讀，欲瞭解詳情請至

教官室詢問。 

(三)108 年 1 月 23 日至 30 日期間國防部辦理 14 個營隊，17 個梯次的寒假

戰鬥營。 

1.陸軍司令部：北部、南部戰場抗壓體驗營。 

2.海軍司令部：艦艇航行體驗營。 

3.空軍司令部：空軍新竹、臺中、嘉義、屏東、花蓮戰鬥營。 

4.憲兵指揮部：鐵衛挑戰營。 

5.國防大學：藝術研習營、國防科學基礎科技實作研習營。 

6.國防部政治作戰局：  

(1)青年日報社：新聞編採研習營。  

(2)心理作戰大隊：廣播體驗營及表演藝術體驗營。 

報名期間自 12 月 7 日(五)8 時起至 12 月 24 日(一)17 時止，於「全民國防教育寒假戰鬥營報

名網站」開放網路報名選擇營隊及梯次，並取得參加抽籤資格；國防科學基礎科技實作研習

營為獨立招生，可逕至網站（http://www.ccit.ndu.edu.tw）下載報名表或至教官室詢問。 

 

 

 

 

 

一、 12/22(六)為補上班上課日。登入訂餐系統時，要輸入密碼「1234」後，再依平常操作方式訂餐。 

二、 12/28(五)，為合作社年度盤點： 

(一) 冷飲、熱食部皆營業至下午 1 點 10 分。 

(二) 環保餐具回收至下午 3 點 20 分，請同學協助配合。 

 

 

 

合作社 教官室 

中山熊週記 

 

HEALTHY：學姐，最近看新聞有很多高中職校和 

         國防部簽了國防培育班，妳知道是什麼嗎？ 

EDUCATION：學校在 12月 11日已經簽約了，主教在朝會 

           有宣導過，我來告訴妳。 

只要是畢業後有意願加入國軍的同學都可以參加，沒有限制年級，而且不是參加「國

防培育班」就一定要念軍校，而是讓我們更加了解國軍，提供多一種選擇；另外，上禮

拜我們討論到全民國防戰鬥營，每梯隊會有固定名額分配給合作學校之國防培育班的學

生，而參加培育班的學生須積極參與學校規劃的部隊參訪、專題演講、智力測驗輔導等

課程，在學期結束前完成智力測驗且成績要 90 分以上，這對我們來說不難，只要稍加

練習，一定可以過，另外，三上要完成全民國防教育測驗和體適能測驗成績合格，其他

的部分(像是報名資格、培育班學生之權利義務)以當年度招生簡章為主。 

 

我已經決定要參加了，一起去教官室拿同意書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