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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 第 19 週整潔競賽  107-1 第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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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簡   高一 敏 博 樂 

高二 孝 忠 愛、和、群  高二 義 智 孝 

高三 義、忠、簡    高三 博 愛、信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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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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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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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日(二)13:10 前至教務處註冊組領取。 

二、『特教組報告』 

(一) 【第 19 屆高中生人文及社會科學營報名及注意事項】 

1. 對象：全國高中職高一學生，共 200 名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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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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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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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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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報名表件請至營隊官網下載 

 

 

(二) 【臺中教育大學辦理青少年學者培育計畫】 

1. 時間及地點：108 年 1 月 24 日（星期四）在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辦理。 

2. 報名方式：符合參加對象資格學生，請於 1/14（ㄧ）前，至下列網址報名：  

(1) 線上報名系統：https://www.beclass.com/rid=223f 0d45c062f86479ed 

(2) 青少年學者培育計畫 FB 粉絲團：https://www.facebo ok.com/yspntcu 

(三) 【學科免修】 

請 107-2 欲申請學科免修的同學至教務處特教組辦理。 

三、『設備組報告』 

(一) 科展：107 校內科展初審結果已公告於學校網頁，請有參賽的同學留意後續的科展時程。 

項目 原定時間 更改時間(大多提前一周) 

初審結果公佈 108/ 1/ 3(四) 108/ 1/ 3(四) 

複審送件送交說明書 108/ 2/ 22(五)前 108/ 2/ 15(五)前 

展板佈置 108/ 3/ 1(五) 前完成 108/ 2/ 22(五) 前完成 

科展複審 108/ 3/ 5(二)開始 108/ 2/ 26(二)開始 

複審結果成績公告 108/ 3/ 8(五) 108/ 3/ 5(二) 前完成 

校內公開展覽 
108/ 3/ 11(一) 至 

 108 / 3/ 15(五) 

108/ 3/ 4(一) 至 

108 / 3/ 8(五) 

北市科展送件截止 108 / 3/ 14(四) 3/ 14(四) 

(二) 教科書：除了高二理組生物與高三國文科教科書已發放之外，其餘高一二三的教科書

將於 2 月 11 日上午第一節與第二節發放。各班總務股長請按照行程表代同學來莊敬樓 3

樓領書，領完書後務必立刻發書，並按照公告的配套表清點，同學待清點完畢後才能離

校。總務股長也請盡速繳回領書確認表！！！ 

(三) 女性科學營(國教署)： 2019 吳建雄女性科學營為配合本校第二段考(5/6(一)~5/7(二))時

間，改訂於 108/05/11(六)在本校舉辦，參加同學有頒發參與證書，有興趣參加 2019 女

性科學營的同學，請於 108/02/18(一)~108/03/08(五)前用下課時間，至設備組報名及抽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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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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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團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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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務處網頁，請同學自行上網填寫。 

（第二十週）日期：108.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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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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9(三)-1/17(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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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畢聯會公告—本學期畢冊收稿結束，將於下學期期初進行最終收稿與校對，故請各班畢編

於寒假期間進行製作。祝福大家學測金榜題名，假期愉快！ 

(五) 「高二教育旅行實施計畫」、「報名表暨家長同意書」已發放高二各班。教育旅行繳費三聯

單」預計將於 1/15(二)發放，繳費期間為 1/15(二)至 2/14(四)，請高二同學注意各項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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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務必定期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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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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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身安全】提醒同學行經偏僻昏暗巷道時，應小心有無不明人士跟蹤尾隨，個人自保物

品如防狼噴霧劑、哨子等應隨身攜帶，以備不時之需。 

(六) 【網路沉迷】近年來由於過度沉迷於玩手機遊戲所引發的身心病症也逐漸增多，特別是對

肩頸、手腕與眼睛的傷害，提醒同學留意上網時間並慎選電子遊戲，培養正確的網路使用

態度與習慣。 

三、『衛生組報告』 

(一) 流感疫情進入流行期，請大家做好手部衛生及咳嗽禮節，儘量避免出入人潮擁擠、空氣不

流通的公共場所，並落實生病在家休息。 

(二) 為防堵非洲豬瘟進入臺灣，出國請勿違規攜帶動物產品(不是只有疫區)，違規罰鍰為 1

萬元以上 100 萬元以下。 

(三) 1/17 期末考後大掃除，請確實進行內外掃工作，徹底清潔。 

(四) 1/18 休業式時將要帶回家的所有物品放在教室前後，座位區全部清空、清潔，愛糾入

班檢查，檢查不合格的班級，於典禮結束後全班同學留下整理。 

(五) 寒假期間返校打掃，請務必穿著校服，依規定時間、地點集合，並記得簽到退。 

(六) 寒假返校活動時，請注意將資收物與垃圾拿到資收室處理，勿隨意丟棄或丟在廁所，

請大家共同維護校園清潔。 

 

 

 

一、學測將至，近期會陸續將考生服務相關資訊放置於學校網頁首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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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日(五)12：30-14：00 第一會議室(莊敬大樓

2F 校史室內)進行全體團員行前總會議，請全體團員務必親自出席，攜帶紙筆與手冊，

並將合唱歌曲熟背以及熟悉生活日語之運用，另外，本場地禁止飲食，請提前用餐。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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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2019 年 3 月 24 日青春愛讀書節目錄影報名開始囉！有興趣參加的同學，請 3~4 位學生

與 1 位教師組成 1 隊填妥報名表於 2/22(五)前完成報名，詳情請參見學校首頁學生專

區、圖書館網頁。 

二、『資訊組報告』 

(一) 2019 年 02 月 16 日大學程式設計先修檢測(APCS)報名時間即將截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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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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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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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自備隨身碟)。 

 

 

圖書館 

輔導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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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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校正期班報名資訊：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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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智力測驗：可配合全民國防測驗同時施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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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全民國防測驗：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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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學年度期末考、寒假前後上(放)學專車資訊： 

日期 上學行駛時間 放學行駛時間 備考 

1/16(三)期末考 正常行駛 16:10 
 

1/17(四)期末考 正常行駛 17:10 考後大掃除 

1/18(五)休業式 正常行駛 專車停駛 10:00 放學 

專車停駛 
1/19~2/10 寒假期間專車停駛 

 
2/11(一)開學 正常行駛 

 

四、防制藥物濫用： 

(一) 教育部第二屆「我的未來我作主」反毒微電影競賽活動，活動徵件時間自即日起至 108 年

4 月 10 日 1500 時止，徵件對象為各級學校學生，最高獎金新臺幣 20 萬。 

(二) 教育局「擁抱青春，校園拒毒一起來」第一屆反毒繪本創作競賽活動，活動徵件時間自即

日起至 108 年 3 月 29 日(星期五)下午 5 時止，徵件對象為臺北市公私立中(小)學、高中(職)

學校學生，最高獎金禮卷新臺幣 1 萬。 

(三) 臺北市聯合醫院辦理『反毒』熊重『藥』插圖設計大賽活動，活動徵件時間自 108 年 2 月

1 日至 108 年 04 月 15 日 2400 時止，徵件對象不限參加年齡，最高獎金新臺幣 3,500 元。 

以上訊息及附件可至教官室「防制學生藥物濫用訊息公告」下載。 

 

 

 

 

 

 

 

一、1/17(四)期末考第二天，為合作社學期盤點，營業至下午一點二十分。所以近日冷飲部產品，

除牛奶(光泉、統一商品)、麵包仍定時補貨外，其他缺貨產品將不會再進貨，請同學見諒。 

二、1/18(五)結業式，合作社依例暫停營業，請同學注意。 

 

 

 

一、為辦理『學科能力測驗』，高ㄧ、高二為試場，請於 108/1/18 休業式結束前，完成下列事項： 

(一) 將座位排成 7x6 共 42 個座位。 

1. 桌椅不足──莊敬大樓班級(木桌椅)，請自莊敬大樓 3 樓國文、英文、數學選修教

室搬運回教室；自強樓班級(壓克力桌椅)，請自中山樓 1 樓多功能 6 教室搬運回教

室。(☆請搬運狀態良好之課桌椅！感謝。) 

2. 確認考場內桌椅狀態－桌面不可有裂縫、溝槽！桌椅結構不可鬆動、搖晃！不可使

用整體損壞或不良處明顯之桌椅！ 

(二) 教室不可有時鐘類裝置。(時鐘請於休業式結束前，自牆上取下收好。) 

(三) 座位區務必清空。 

(四) 黑板擦乾淨。 

(五) 教室電燈若故障，請務必於休業式結束前，線上報修！感謝。 

★★★以上請務必於 1/18(五)10:00 前完成，感謝大家協助!★★★ 

 

 

 

 

 

 

 

 

 

 

 

 

 

 

 

 

 

 

合作社 教官室 

總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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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熊週記 

 

SAFETY：學姐，我剛剛在網上看到最新款的 iPhone手機 

居然只賣市價 5折，限時優惠要不要一起搶購！ 

Healthy：學妹，聽起來就感覺怪怪的，詐騙案件層出不窮， 

妳還是小心點，免得被騙喔！ 

SAFETY：對厚，我有一次因為 FB臉書直播購物，搶到便宜好開心！ 

一時失心瘋，忘了去查證真偽，結果真的被詐騙，被我老母念好久好鬱卒！後來，我向

教官反映，教官教我一些預防方法，現在我學乖了。 

犯罪集團會透過建立購物粉絲團，如果在 FB 臉書上看到以下情形要小心，文案不錯、圖片精

美、價格實惠、單品購物...等，都是高危險群，可怕的是這些詐騙購物還會下廣告贊助，而且這

類 FB 購物詐騙多半是炒短線的，可能騙到一兩檔就會在網路上消失得無影無蹤。 

我來告訴大家破解 8招： 

1. 沒有在經營，粉絲數都很少， 

但談論數因為廣告的關係偏高。 

2. 不在粉絲團揭露商品資訊。 

3. 價格低於市價。 

4. 商品與粉絲團屬性不一致。 

5. 版型就那幾種，都是一頁式網站。 

6. 網頁圖示不超過三種。 

7. 網址都很奇怪，沒意義。 

8. 過於強調貨到付款，安心退貨。 

 

祝大家「期末考」順利，咱們下學期再見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