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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 第 18 週整潔競賽  107-1 第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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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敏 樂  高一 樂 敏 禮 

高二 捷 簡 慧  高二 群 信 簡 

高三 誠 和 愛、群  高三 捷 正 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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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高一第 1、2 次期中考及高二第 2 次期中考班級前 3 名、年級或類組前百分之 10 等成績優良

獎獲獎同學，尚未領取獎狀者請於本月 9 日(三)13:10 前至教務處註冊組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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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推薦 須於期限間自行上網登錄報名。 

請於 2/20(三)將書面資料繳交至教務處特教組 

個別報名 須於期限間自行上網登錄報名。 

請於 2/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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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 初審 4/13 口試 4/22 公布錄取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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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社相關作業可至學務處網頁查詢，以下為重要日期，請有轉社需求的同學自行留意，若

未進行線上選社者，將由系統自行分配至未額滿之社團。 

日期 項目 

12/27(四)-1/7(一)10:10 填交轉社意願單 

1/11(五) 公布轉社人數確定版 

1/29(二)-1/31(四) 至系統填選志願 

2/12(二) 公告轉社結果 

2/14(四) 下學期第一堂社團課 

(二) 107 學年度社團滿意度調查表 (https://goo.gl/forms/mHygU9NqRcwioOvz1) 已公告於學務

處網頁，請同學自行上網填寫。 

(三) 1/9(三)-1/18(五)為段考週，請暫停所有社團活動，違規者將扣社團評鑑分數。 

(四) 1 月班代大會—1 月 9 日(三)12:20 於莊敬大樓三樓閱覽室舉行，請各班班代準時出席。會

後將舉行教旅說明會，高二各班班代請務必出席或指派代理人。 

(五) 班聯大會暨服務分享學習—1 月 10 日(四)高一二週會時將進行班聯大會，請高一二各班

16:10 儘速至禮堂集合完畢。 

(六) 各式學生競賽與活動—公告於學校首頁學生專區，為維護個人權益，務必定期參閱。 

二、『生輔組報告』 

(一) 寒假期間同學到校一律穿著整齊校服或攜帶學生證，返校打掃班級須著整齊校服。 

(二) 寒假校園開放時間如下（高一高二教室原則不開放）: 

日期 開放時間 備註 

1/18(五) 10:00 放學 高三開放教室自習至 17:30 

1/19(四) ~1/23(三) 08:00~17:30 高三開放教室自習至 17:30 

1/24(四) 
08:00~17:30 

14:00-16:00 

高三開放教室自習至 17:30 

可查看考場 

1/25(五)、1/26(六) 學測考場  

1/28(一)~2/3(日) 08:00~17:30 高三開放教室自習至 17:30 

2/4(一)~2/8(五) 春節假期校園不開放  

 1/18(星期五)休業式流程 

時間 工作項目 

7:45 同學正常時間到校 

7:45~8:20 打掃（內外掃區） 

8:20~9:10 導師時間 

9:20~10:00 休業式(高一二禮堂集合、高三在教室自習) 

10:00 全校學生放學，師長校務會議 

※休業式請假同學務必於開學後期限內(5 日)完成銷假手續，逾期登記曠課。 

(三) 學生專車行駛至 1/18(五)上學時段，寒假期間停駛，開學日 2/11(一)復駛。 

(四) 假期中同學若遇有重大事故，務必盡速通報學校及導師知悉。學校假期聯絡電話：教務處

（第十九週）日期：108.01.04 

榮譽榜 

秘書室 

 

教務處 

榮譽榜 

學務處 

https://2019hsc.wordpress.com/
https://goo.gl/forms/mHygU9NqRcwioOvz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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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國防題庫 

招募報名網站 

防火安全 

2507-3148 轉 221-224、學務處分機 231-235、總務處分機 241-244、輔導室分機 271-275、教

官室分機 291-295 或 25090833（校安值勤專線、霸凌申訴專線）、教育局防治霸凌專

線:27256444。 

(五) 【一氧化碳】近日天冷，請同學特別留意防範燃氣熱水器一氧化碳中毒的五要原則：要保持

環境的「通風」、要使用安全的「品牌」、要選擇正確的「型式」、要注意安全的「安裝」、要

注意平時的「檢修」。 

(六) 【工讀安全】寒假即將來臨，由於職場陷阱及詐騙事件頻傳，提醒同學注意工讀廠商的信譽，

儘量選擇知名企業公司打工。寒假工讀萬一發生受騙或誤入求職陷阱，亦可免費撥打勞動部

勞動力發展署諮詢專線：0800-085-051 請求專人協助。教育部青年署「RICH 職場體驗網」(網

址為:rich.yda.gov.tw，免付費專線 0800-005-880)亦有豐富的工讀安全、工讀權益及面試技巧等

內容。 

三、『衛生組報告』 

(一) 高一、二寒假返校打掃預排日期請各班盡速確認能到人數，若需要進行調整，可盡快處理 

(二) 12/20 環境教育演講「那些海龜教我們的塑」心得，優良作品已評選出公告於衛生組網站。 

(三) 莊敬 4 樓小田園場地有種菜箱(設有自動澆水系統)，有意種菜、種香草的同學，可洽衛生組。 

(四) 接近期末，各班打掃仍請持續進行勿鬆懈；高三期末考完，內外掃請照常進行。 

 

 

 

一、學測將至，近期會陸續將考生服務資訊置於學校網頁首頁，請高三學生密切注意。預祝學測順利！ 

二、牌卡或個別晤談服務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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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1 月 4 日(五)16：10-17：10 第一會議室(莊敬大樓 2F 校

史室內)進行日本文化課程(二)，請攜帶紙筆，本場地禁止飲食。同日 18：30-20：00 同地點將

進行家長行前說明會，請參與者務必提前用餐，出訪成員請記得攜帶護照正本。 

(二) 2019 赴日海外教育旅行團於 1/8(二)12：30-13：10 第一會議室(莊敬大樓 2F 校史室內)進行回

訪住吉高校課程與 HOMESTAY 課程，請攜帶紙筆與手冊，本場地禁止飲食，請提前用餐。 

(三) 2019 赴日海外教育旅行團於 1/18(五)12：30-14：00 第一會議室進行全體團員行前總會議，

請全體團員務必親自出席，並攜帶紙筆與手冊，本場地禁止飲食，請提前用餐。 

(四) 中學生網站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閱讀心得寫作比賽投稿自 108 年 2 月 1 日至 3 月 15 日中午

12：00，小論文寫作比賽投稿自 2 月 1 日起至 03 月 31 日中午 12：00。有興趣參賽的同學可

以提早開始準備唷！ 

 

(五) 本學期圖書館小義工以及各項接待外賓等公共服務時數已於 1/2(三)公告於學校首頁學生專

區、圖書館網頁以及圖書館走廊上之佈告欄，並請同學於 1/3(四)中午 12：00 起至圖書館內借

還書流通櫃檯領取實體公服條，請留意時效喔！ 

二、『資訊組報告』 

(一) 2019 年 02 月 16 日大學程式設計先修檢測(APCS)已開始報名，請有意願就讀資訊相關科

系的同學務必把握這次機會，各試場應測生容納名額有限，請盡早報名。參加 107 學年

度上學期北科大扎根計畫的同學請務必報名此次 APCS 檢測，近期將會另外發放通知，

請特別注意。 

報名時間 即日起至 2019 年 1 月 13 日(上午 10 點 截止報名) 

檢測時間 2019 年 2 月 16 日 上午 10 時 15 分至下午 5 時 15 分 

※參加 107 學年度上學期北科大扎根計畫的同學，相關通知已發至班級櫃，請特別注意。 

(二) 國際運算思維成績已出爐（含分數及全國 PR 值），參加競賽的高二、高三及高一無資訊

課的同學，即日起可至圖書館資訊組索取競賽證明電子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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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參加本校「國防培育班」的同學（高一二三皆可報名），請於 1 月 11 日前繳交家長同

意書，有任何問題歡迎至教官室洽詢。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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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庫已建立並置於國軍人才招募中心網站，供同學

參考。 

三、配合北市消防局宣導 108 年春節期間擴大防火安全注意事項。詳細資料可以掃

瞄右方 QR-CODE，瞭解防火安全觀念，確保春節期間家庭及各公共區域安全。 

 

 

 

圖書館 

輔導室 

教官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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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請「自備餐具」購買燴飯麵的同學務必在個人餐具上標示明顯的辨認記號；並請在領取時，務必

確認！不要拿錯別人的餐具及餐點，以免影響自己與別人的用餐時間。 

二、01/17(四)期末考第二天，合作社營業至下午一點二十分。 

三、01/18(五)結業式，合作社依例暫停營業，請同學注意。 

 

 

 

 

 

 

 

 

 

 

 

 

 

 

 

 

 

 

 

 

 

 

 

 

 

 

 

 

 

 

 

 

 
合作社 中山熊週記 

 

Healthy：SAFETY最近天氣很冷，連假才跟家人一起去泡溫泉、吃火鍋。 

SAFETY：學姐，聽起來很幸福，我們下次一起去。  

Healthy：之前有新聞報導有民眾在家洗熱水澡或用瓦斯爐煮火鍋，結果發生一氧化碳

中毒的事件。 

SAFETY：學姐，我來告訴你居家預防一氧化碳中毒小撇步吧！ 

居家防範措施 

一、熱水器一定要裝在室外通風良好的地方，如果該位置空氣對流不足時，熱水器必需

附有強制廢氣排出戶外之裝置。 

二、建築物本身應有防火區劃，主要目的是預防火災發生時，可有效阻隔火煙擴散。如

果把防火區劃區隔好，就可防止一氧化碳擴散，所以做好管道間的區隔與填充、落實防

火區劃，即可避免類似慘案再度發生。 

三、煮食時保持空氣流通，不要因擔心油煙擴散至其他房間而將廚房門關閉（瓦斯爐燃

燒的火焰如果為紅色，表示燃燒不完全，應增加空氣流通量使火焰成藍色） 

四、室內使用蠟燭、薰香精油及火鍋等小火源，仍要注意保持通風。 

五、在密閉車庫或空氣不流通之地下室，不要長時間發動車輛。 

萬一不小心遇到一氧化碳中毒該怎麼處理呢？ 

一、關閉瓦斯爐及瓦斯開關。 

二、輕啟對外窗戶，降低室內 CO濃度。 

三、撥打 119求救。 

四、救護人員未到達前，將中毒者移到通風、安全處，並鬆開中毒者衣物。 

五、中毒者若無呼吸、心跳，有受過心肺復甦術訓練者可對中毒者實行 CPR。 

只要有使用的正確觀念，注意熱水器安裝及使用安全，加上防範得宜這些危險事故都可

以避免喔~ 

祝大家新的ㄧ年健康平安又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