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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報請貼公佈欄

學務處
訓育組
一、熱舞比賽獎得班級:第一名 802、第二名 806、第三名 804、最佳人氣 808。
直笛比賽得獎班級:第一名 703、第二名 707、第三名 702、最佳人氣 704。
恭喜以上得獎班級!特別感謝班級導師及評審老師協助!
二、103 學年度母親節壁報製作比賽
七年級~第一名 701 班、第二名 708 班、第三名 707 班
八年級~第一名 802 班、第二名 806 班、第三名 801 班
恭喜以上得獎班級!特別感謝班級導師及評審老師協助!
三、畢業歌調查結果由「星空(五月天)」獲選。
四、9 年級畢業影片於會考過後開始製作，請各班班長負責協助完成，完成後盡速繳交訓育組。
五、轉知文藻外語大學辦理 2015 國中雙外語夏令營活動:
(一)日期為 2015 年 7 月 20 日(星期一)~7 月 24 日(星期五)，為期五天四夜。
(二)活動地點： 1.文藻外語大學：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 900 號。
2.真福山社福文教中心：高雄市杉林區杉林里合森巷 160 號，營隊住宿及用餐。
(三)活動對象：國中學生(採全英語教學，報名時請檢附 103 學年度上學期成績單英文平均 85 分
或甲等以上，或全民英檢初級初試合格證明）。
(四)活動人數：預計 120 人(每班 30 人)，額滿為止。
(五) 詳情可上本校推廣部網頁查詢：http://3L.WZU.EDU.TW，或洽專線(07)3458212。
五、轉知臺北市青少年發展處「青少年活動資訊平臺」已正式啟用，將使青少年擁有更快速、方便於網
路上查詢相關資訊整合平臺，同時達到臺北市各機關學校青少年相關活動擴大宣傳之目的；且於各
公告活動內文頁面，皆已結合現今網路快速分享機制，以提高青少年之活動資訊及同儕間快速分享
宣傳，網址（http://www.tcyd.gov.taipei/)，熱門服務/青少年活動資訊平臺，進入點閱或查詢。
六、轉知臺北市青少年發展處辦理 104 年度暑假體驗學習 Young Young 營活動一案，豐富青少年暑假生
活，鼓勵青少年參與正當休閒活動，本處特規劃辦理旨揭營隊活動，期藉由不同面向之體驗學習、
探索發展，增進青少年自身的多元能力，本次營隊活動計有：
「獵人學校-原民學校體驗營」
、
「智慧
機器人 GO 創意夏令營」
、
「創意桌遊體驗營」
、
「創意桌遊生涯探索營」
、
「YouBike 史蹟踩遊農食趣營
隊」、「好 Young 街舞體驗營」、「好 Young 攝影營」、「好 Young 插畫營」及「BeatBox 嘴巴嘸營」等
九項，各項營隊報名期間自 104 年 5 月 11 日（一）下午 6 時起至 104 年 5 月 27 日（三）下午 6 時
止；歡迎至本處官網(http://ww w.tcyd.gov.taipei/)/焦點熱門課程報名參與，基於公平、公開、
公正之原則，上開營隊活動採一段期間開放網路報名，如報名人數超過限定名額，則於 5 月 28 日(
四)公開採電腦亂數碼抽籤，抽出正取及備取學員，並於 5 月 29 日(五)18:00 前於本處官網公告並
寄發 e-mail 通知錄取學員。

七、轉知中華民國兒童教育推廣協會辦理 2015 第二十二屆大墩陽光兒童夏令營，全國北中南地區同時
開跑了，共計 180 個梯次有驚奇樂高-超級英雄積木機械人營、玩具總動員科學足球 vs 運動闖關營、
小小魔術師口才訓練表演營等夏令營活動，活動報名網址 http://www.sng.idv.tw 諮詢專線：
(04)24839989。
八、轉知臺北市 103 學年度公私立國民中學學生幹部研習營
(一)報名表等相關表件請至臺北市立仁愛國中網站 http://www.jajh.tp.edu.tw/ 下載。
(二)團體報名表及學校推薦表請於 104 年 5 月 18 日（星期一）至 5 月 25 日（星期一）以傳真（02）
2754-1409 或連絡箱（169）送至本校訓育組。（團體報名表電子檔請 e-mail 至
a391@jajh.tp.edu.tw 賴組長收）。
(三)各學校完成報名表填寫時，請同時提供兩位候補學生名單，並請各校進行排序，候補推薦表
以電子檔收到時間(104 年 5 月 18 日上午 8:00 起~104 年 5 月 25 日中午 12:00 止)之優先順
序進行遞補，未在上述時間內者，即無遞補順位。
(四)研習時間：自 104 年 7 月 1 日（星期三）至 7 月 3 日（星期五）。
(五)研習地點：龍門露營度假基地。(新北市貢寮區福隆里興隆街 100 號)
(六)推薦人數：依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03 學年度核定之七年級班級數為準，班級數在 8 班以下
者推薦七年級學生 2 人，9~14 班者推薦 3 人，15~18 班者 4 人，19~24 班者 5 人，25 班以上
者 6 人，合計共約 250 人。
(七) 研習方式 1.採 3 天 2 夜，宿營方式辦理。
2.以領導專題演講、小組討論、心靈饗宴、體驗學習、團隊競賽、自然教育、生
命教育與品德教育等方式交互進行。
(八) 經
費：由臺北市仁愛國中 104 年度編列之預算支應。

生教組
一、交通服務隊意願調查表於 5/12 發放給各導師，如同學有意願參加者，請向導師拿取家長同意書填
寫。
二、本校將於 6/1 將行全校第三次服儀檢查，請同學提早進行頭髮修整及燙印名條……等服儀要求。
三、全民國防教育宣導。

紀念抗戰勝利暨臺灣光復 70 週年
今年，民國 104 年（2015）是中華民國抗戰勝利暨臺灣光復 70 週年。八年對日抗戰是我中華民族
史上最艱辛、光榮的歲月，如果沒有八年抗日戰爭的勝利與國軍的浴血戰鬥，日本就不可能歸還臺灣及
澎湖群島，臺灣也就無法脫離日本殖民統治。
在臺灣光復 70 週年之際，讓我們共同回顧我國軍八年抗戰之緣起、經過、國軍可歌可泣英勇表現、
全國軍民同仇敵愾抗日之氛圍，以及獲得各國的欽佩與支持，躋身世界四強之重要史實。至祈國人能記
取歷史教訓，珍惜得來不易的成果，繼續為國家前途，攜手合作、努力。

衛生組
一、104 午餐餐費調整統計結果:同意調漲 5 元。
問卷調查結果，提送本校 104 年 5 月 11 日午餐供應委員會議討論後決議:

同意調漲金額

漲10元,
143, 40%
漲5元, 219,
60%

桶餐價格調整意見
不同意漲價,
80, 18%
同意漲價,
362, 82%

104 學年度午餐供應： 1. 朝調漲 5 元辦理，每餐調為 60 元。
2. 使用非基改食材納入合約,合約訂定相關監管機制及罰則
3. 加強午餐食材品質管理,家長和學生比例達委員數三分之一以上,鼓勵
家長參與,共同管理及監督。
相關訊息在 5/11 已公告於學校網頁，歡迎大家點閱。
二、珍惜食物大家一起來，中午桶餐發的水果如不享用請帶回家給家人、或給喜歡吃的同學，也可以送
回合作社給需要的人。
三、請大家節約用水，隨手關水。節約用電，隨手關電。
四、請大家利用課間時間多運動，增加自身免疫力。
五、5/26 上級來校檢查登格熱病媒蚊密度，各教室及辦公室四週環境請自行檢查水生盆栽植物、魚缸等
務必每日換水。

體育組
一、近來體育器材歸還的狀況不佳，麻煩請各班體育股長及運動社團幹部請注意，體育器材借用及歸還
時，請確實清點數量，如數量有缺少或損壞部分，請立即通知該堂任課老師或體育組長。
二、下課及放學時間在籃球場或進入活動中心打球的同學，請同學自備相關器材如籃球、羽球拍。
三、5/29 下午第六節第七節班際大隊接力比賽，請同學練習時應注意安全。
四、6/2 水上運動會。

教務處
設備組
1. 臺北市立天文科學教育館將於暑假期間辦理「104 年暑假天文營」系列活動，活動內容豐富精采，有
助於同學進修天文知識，詳情請上天文館官網查詢。
2. 國立公共圖書館與國立教育廣播電台合作推出「就是愛閱讀」節目，提供新鮮、多元、生活化的閱
讀資訊，歡迎同學收聽：線上選播請至 http://ppt.cc/dHd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