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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學務處的愛與堅持
訓育組
一、本學期校內服務學習各班時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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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七年級統一於星期一進行校內服務學習，八年級統一於星期五進行校內服務學習，時
間為當日
16：00~17：00。
2. 每班每學期以一次為原則，服務時數不滿規定者，請同學利用表內「自由報名」時段，
一週前至學務處，向訓育組長報名。

生教組
一、提醒各位同學，除了上學要刷卡，放學也別忘了要刷卡，養成好的習慣。
二、最近天氣變化大，寒流多，請同學多加注意防範一氧化碳中毒。

何謂一氧化碳中毒
一氧化碳是一種無色無味的氣體，中毒後的症狀不易被察覺，因而成為潛藏於居家環境
中的隱形殺手。一般人在吸入過多一氧化碳後，經常只有疲倦、昏眩等輕微不適症狀，
往往在中毒而不自覺的狀況下，在昏睡中死亡。一氧化碳中毒部分媒體會誤報導為「瓦
斯中毒」，事實上，國內液化石油氣及天然氣均依法令添加甲硫醇或二乙基硫作為警示
劑，使得原本無色、無味的氣體附有顯著臭味，一旦瓦斯外洩，民眾易於察覺及時採行
應變措施，不易造成災害。
瓦斯燃燒所需的空氣量，約為其體積的 25 至 31 倍。在氧氣充足的環境，會完全燃燒變
成無危害的二氧化碳（CO2）
。但是在氧氣不足時，燃燒便會不完全，產生一氧化碳（CO）。
一氧化碳對血液中的血紅素的結合力，為氧氣的 200-250 倍，因此會取代氧氣搶先與血
紅素結合，而形成一氧化碳血紅素（COHb），降低血紅素帶氧能力，這時體內組織無充
足含氧，因而產生各種一氧化碳中毒的症狀。

如何防止一氧化碳中毒
當我們聞到瓦斯外漏的氣味時，會意識到危機而趕緊處理。然而真正的隱形殺手-「一
氧化碳」，卻往往會因其具有無色、無味的特性而遭忽視，以致不幸事故層出不窮。

一氧化碳中毒急救步驟：
2.將中毒者移到通風處，鬆解衣物，並抬高下顎。
3.若已無呼吸，應立即施以人工呼吸。
4.若已無心跳，應立即施以心肺復甦術。
5.盡速撥打 119 求助。

防範一氧化碳中毒標語
1.瓦斯燃燒通風好，生命安全才可保.。
2.使用瓦斯器具時保持室內通風。
3.保持居家環境通風，以避免一氧化碳中毒。
4.風再強雨再大天再冷也要防範一氧化碳中毒。
5.熱水器應由僱用合格技術士之承裝業安裝。

衛生組
一、各班廚餘回收皆做得十分確實，桶餐工作人員對同學們
讚許有加，請給自己一個掌聲。
二、至真四樓廁所常有亂丟水果或雜物現象，請約束自己的行為，經查獲一律以校規處分。
三、資源回收開放時若遇下雨，請務必撐傘！
四、愛惜資源，落葉袋請勿在地板上拖行，此舉將造成落葉袋耗損，十分可惜！

體育組

一、世大運宣導：
1.主辦城市：臺北市
2.比賽時間：2017.8.19─8.30
3.比賽種類：2017 臺北夏季世大運共包含：
(1)14 項必辦的運動種類：田徑、籃球、跳水、撃劍、足球、競技體操
韻律體操、柔道、游泳、桌球、跆拳道、網球、排球、水球
(2)7 項選辦項目：射箭、棒球、羽球、高爾夫、滑輪溜冰、舉重及武術
(3)1 項示範項目：撞球
二、賀!!906 曾奕諺同學參加 106 年臺北市青年盃空手道錦標賽榮獲少年男子甲組個人對打
第五級第二名榮耀。

來自教務處的諄諄教誨
註冊組
106 臺北市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群科特色招生報名注意事項
一、招生名額(身障生及原住民名額是外加的!)
二、校內報名收件時間：3/13(一)~3/16(四)
三、網路報名步驟

(請參考附件一)

來自輔導室愛的叮嚀
輔導組
轉知第 23 屆群生杯全國青少年暨兒童寫生比賽簡章
一、活動宗旨：鼓勵青少年從事有益身心美育課外活動，並於每年三、四月期間舉行群生杯
寫生比賽。
二、指導單位：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三、主辦單位：財團法人群生文教基金會
四、承辦單位：私立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五、參加對象：國內公私立國中與國小在校學生，皆可參加。
六、比賽時間：中華民國 106 年 4 月 15 日（六）上午 8 時至中午 12 時止。（風雨無阻）
七、比賽地點：二二八和平公園（所有可供寫生之園區範圍），活動當日音樂台領取比賽紙
張
八、比賽方式：採現場寫生方式，題材以二二八和平公園建築及庭園景觀為主，比賽用四開
畫紙由本會提供，用具一律自備，採用任何描繪工具、材料皆可，表現形式
不拘，並不得自備紙張或由他人代筆、修改，違者取消資格。
九、報名時間：即日起至中華民國 106 年 4 月 14 日（五）止。
十、報名方式： 1.網路報名－網路線上系統報名，網址：https://goo.gl/TlbmRw
2.個別報名－傳真比賽報名表或親洽復興商工辦理報名皆可。
傳 真：(02)2921-3061
3.團體報名－由各國中、國小協助辦理團體報名。
4.現場報名－比賽當天可親至服務台報名參加。
十一、評審方式：由本會聘請國內知名公正畫家組成評審小組，作品採初審、複審、決審方
式。
十二、成績公佈：比賽優勝名單公告於復興商工網站。
十三、頒獎時間：預定於 106 年 4 月 30 日（日）上午 9：00。
十四、獎 勵：
第一名 1 名 獎學金 20,000 元、獎狀乙面。第二名 1 名 獎學金 15,000 元、獎狀乙
面。第三名 1 名 獎學金 10,000 元、獎狀乙面。優選 10 名 獎學金 5000 元、獎狀
乙紙。佳作 50 名 獎學金 2000 元、獎狀乙紙。入 選 100~200 名 獎狀乙紙。
（1）佳作、入選件數依參加人數調整之。
（2）獲佳作以上同學，需親自參加頒獎典禮，否則以棄權論改列為入選。
（3）佳作以上作品由群生文教基金會收藏，作品一律不退件。
※財團法人群生文教基金會地址：新北市永和區秀朗路 1 段 201 號（復興商工）
報名電話：（02）2926-2121 轉 226~229
傳 真：（02）2921-3061
復興商工網址：http://www.fhvs.ntpc.edu.tw
線上報名網址：https://goo.gl/TlbmRw

資料組
一、認識高職 15 群科--⑩農業群
認識高職 15 群科
⑩農業群

農業群包括農場經營科、園藝科、造園科、森林科、畜產保健科、野生
動物保育科。
學生畢業後可從事農場經營、種苗場、園藝、造園景觀設計、生態保育、
休閒農業、測量、環境評估、獸醫、畜牧養殖、動物園、飼料生產、食品加
工、木材加工、家具製作、植物病理藥品、動物藥品等行業。有志於擔任公
職者可參加普考、高考及公務人員特考等公職考試，或參加考試進入國營事
業工作等。

二、臺北市私立文德女中於 3/25(六)9：00~12：00 假台北當代藝術館辦理「手作藝術樂學營」--當代藝術
館公共藝術導覽，歡迎同學報名。
三、「臺北市高職特招」學校特色：
招生學校

發展特色

士林高商

學生在學期間取得乙丙級證照人數達 95%以上。與師大文創中心合作
設立校園設計展示專區。校內實習商店規劃。

松山家商

獲教育部一等優質認證。與北科、雲科等多所公私立科大策略聯盟。

惇敘工商

擁有數十年龐大豐富的汽車業界資源、設備及師資陣容。電機科與大金空調、臺灣三洋電機、崇友實業、
泰允科技等公司合作實習課程。室內空間設計科與臺北市木工職業工會、東南科技大學合作。

金甌女中

商業經營科以培養時尚經營管理能力為目標，培植微型創業人才。應用外語科日文組要求學生畢業應達
日本語能力試驗 N3 級以上。應用外語科英文組培育學生「英語+觀光」、「英語+企劃」之能力。

育達高職

餐飲管理科擁有國家級的檢定考場。表演藝術科有攝影棚、剪輯配樂教室、演藝廳等專業教室，培育相
關演藝專業技術人才。

協和祐德高中

汽車科--重型機車維修專班成就學生汽、機車維修的能力，可協助職場就業或自行創業。

景文高中

應用外語科英文組--航空服務特色班厚植學生競爭力，推動語言、電腦、電子商務證照，跨足海空、觀
光、外語產業，因應航空人才的需求。資訊科以 APP 程式設計、手機遊戲開發、創意發明為重點。廣告
設計科強化學生數位繪圖設計、文創商品設計、CG 人物設計能力。多媒體設計科強化學生動畫創作設計
及微電影製作能力。

泰北高中

資訊科連續 6 年獲多項機器人相關比賽第 1 名。應用外語科日文組與日本大阪 J 國際學院合作融入遠距
同步視訊課程。

滬江高中

廣告設計科培育漫畫與動漫創作人才。餐飲管理科設備完善，積極與政府機關、相關協會合作舉辦各類
專業訓練、比賽。

稻江高商

觀光事業科--五星旅館專才實務班與萬豪集團旗下：台北 W 飯店、萬豪酒店、寒舍艾美酒店、寒舍艾麗
酒店、喜來登飯店、台北六福皇宮飯店規劃職場實務體驗課後工讀，增進學生結合理論與實務。

士林高商與松山家商聯合招生，依
術科測驗成績高低撕榜。鎖定公立
高職設計群的同學不容錯過!!

四、高職特招可跨區報名，歡迎同學參閱「106 全國特色招生專業群科甄選入學簡章」。

特教組
有愛無礙-特教名人的故事- 天寶．葛蘭汀
天寶．葛蘭汀，她的公司「葛蘭汀畜牧系統公司」，跟全美各大速食廠商合作，如麥當勞、溫
蒂漢堡、漢堡王等，共同監督全美各地動物處置設施的狀況。
天寶．葛蘭汀直到四歲都不曾開口說話，她的母親帶她接受診斷，醫生確診葛蘭汀患有重度自
閉症應該要接受長期治療，因患有自閉症，討厭他人的碰觸，也難以知道人之間複雜的感情，從小
母親就非常辛苦的用各種方法教導她，直到高中時一位老師發現她擁有的天分，葛蘭汀的學習方式
跟一般人完全不同，她是使用圖像式的記憶，能把眼前所看到的，像照相機一樣照下來，當她接收
到一樣事物時，能立刻跟腦海裡儲存的照片連結在一起，由此開啟了她的學習之路。求學過程中因
為她缺乏社交能力而常被同儕作弄、排擠，但她卻憑著自身的努力克服同學、師長們的異樣的眼光，
並在大學畢業典禮上代表畢業生致詞，還坦蕩說出自己是自閉症患者的隱疾，獲得全校師生的鼓勵！
因為有著一般沒人有的一些特質與經歷，她為自閉症患者發明了擠壓(擁抱)機，讓需要的人能
在緊張焦慮情緒中，靠著擠壓機平復心情。這個發現延續到今仍被眾多人使用。她設計的牲畜處理
系統如今已受到在半數美國牲畜工廠使用，她改善動物在屠宰前的恐懼和痛苦。她說這是源於自己
可以看到大部分的人感受不到的細節。天寶．葛蘭汀是畜產學學者、暢銷作家、和禽畜動物行為顧
問，目前任教於任教於科羅拉多州立大學。身為知名的亞斯伯格症候群患者，葛蘭汀也致力於宣導
自閉症，讓世人對自閉症有更多認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