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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報請貼聯絡簿

訓導處
榮譽榜
校內
第 11 週整潔

第 11 週秩序

第一名：707 班 806 班 904 班
第二名：706 班 801 班 907 班
第三名：705 班 803 班 909 班
第一名：705 班 801 班 905 班
第二名：702 班 806 班 909 班
第三名：701 班 802 班 908 班

訓育組
一、生活知識大考驗訂於 5/19 下午舉行，題庫及比賽辦法公告於本校網頁，將運用
本校最新的 EduClick 系統採問答和搶答兩種方式進行，請同學努力爭取佳績。
二、七年級校外教學訂於 5/21 假六福村舉行，繳費單繳費期限至 5/17 止。若有金
額或參加人數錯置，請直接至總務處出納組繳費。
三、臺北市國際花卉博覽會將於 99 年 11 月 6 日～100 年 4 月 25 日正式營運，以「彩
花〃園藝文化」、
「流水〃環保生態」、
「新世界〃科技」為主軸，歡迎踴躍參加！
花博會展區介紹網址：http://www.2010taipeiexpo.tw

生教組
一、近幾週來，各班刷卡率有略降的趨勢，請各位同學進入校園務必刷卡，請 9 年
級同學有始有終，堅持到最後。
二、「菸害防制法」再次宣導：
（一）菸害防制法第 12 條：未滿 18 歲者，不得吸菸。違者應接受戒菸教育，無正
當理由未依通知接受戒菸教育者，處 2000 元至 1 萬元罰鍰，並按次連續處罰；行
為人未滿 18 歲且未結婚者，處罰其父母或監護人。
（二）菸害防制法第 13 條：任何人不得供應菸品予未滿 18 歲者。違者可處 1 萬元
以上 5 萬元以下罰鍰。
三、 教育局來文宣導：學生遇有緊急危難時，即使手機無 SIM 卡仍可撥 112、110 及

119 緊急救難專線求救。
四、教育局來文宣導：捷運公司自 96 年 9 月開始發行「博愛識別貼紙」，供有需要
的旅客索取，請各位同學讓座給老弱婦孺，作個自信有禮的好國民。
五、各位同學不可由校門口左側路口，直接穿越馬路到中興醫院後面，請先走到早
餐店、再過到海霸王門口，以免發生危險。
六、服儀規定：同學不可不穿襪子或過短的襪子，以目視看的到襪子為原則。
七、服儀規定：女生著夏季制服時，請將後面頭髮綁起，以綁馬尾為原則。
八、教育局發放每位同學「家長緊急聯絡卡」2 張，一張由學生隨身攜帶、一張交由
父母保管。填寫內容：第 1 欄學校電話：25524890 轉 31～33。第 6 欄大同分局
勤務中心電話：25577262。第 7 欄延帄派出所 25564340。
九、表揚 907 白蕙瑜拾金不昧，上週五於至美 3、4 樓梯間撿到手機 1 支立即送到訓
導處，堪為各位同學表率。

體育組
一、 體育課使用的籃球品牌是斯伯丁，愛心球使用的品牌是 molten，請各班康樂股
長收球時注意！
二、 課間活動跑步認證，敘獎部份於每次定評後兩天內，以班級為單位，統一由康
樂股長收齊送至體育組。

健康中心
一、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根據最近急診及門診監測資料顯示，腸病毒就診比率
已逐漸上升並已進入警戒區。腸病毒的傳染力極強，在人與人密切接觸、互動
頻繁的處所，如家庭與教托育機構（帅稚園、托兒所、安親班）等地方最容易
傳播，請大家要特別注意自身與嬰帅兒的衛生習慣，在摟抱、餵食嬰帅兒前，
大人及小孩務必正確洗手。若家中嬰帅兒經醫師診斷感染腸病毒時，應在家休
息，不要上學，並請注意觀察家中患者是否出現腸病毒感染併發重症的前兆病
徵，例如「嗜睡、意識不清、活力不佳、手腳無力」、
「肌抽躍（無故驚嚇或突
然間全身肌肉收縮）
」
、
「持續嘔吐」與「呼吸急促或心跳加快」等。一旦出現上
述病徵，請務必立即送至大醫院接受適當治療，以免錯過治療的黃金時間。民
眾如有腸病毒相關疑問，歡迎至疾管局全球資訊網(http://www.cdc.gov.tw)或
撥打免付費疫情通報及諮詢專線 1922 洽詢。
二、 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於 3/28 確認本（2010）年流行季首例登革熱本土病例。
登革熱疫情與環境息息相關，請大家務必主動清除居家環境內外積水容器；屋
頂陽台、大樓地下室應經常巡視，排除積水；住家四周環境的廢棄容器，例如

輪胎、鐵鋁罐、帆布、寶特瓶、盆栽墊盤等，也都要加以清理，不要讓病媒蚊
孳生。若出現發燒、頭痛、後眼窩痛、關節肌肉疼痛、出疹等症狀，請勿自行
服藥，應儘速就醫，並告知醫師相關資訊，以利衛生單位及時採取防治措施，
避免疫情擴大。
三、 近期陸續出現 H1N1 新流感群聚，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呼籲尚未接種疫苗之
高危險族群民眾，如體重超重、慢性病患者、帅兒及孕婦，應接種疫苗，以避
免感染 H1N1 新型流感。合約院所資訊請參閱 H1N1 新型流感網頁專區
(http://www.h1n1.gov.tw)，或撥打民眾疫情通報及諮詢專線 1922 洽詢。

教務處
註冊組
一、99 學年度五專菁英班招生入學 各校招生科別及名額
校名

開設科別

名額

明志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專班

50

國立臺中技術學院

資訊應用專班

50

國立臺北商業技術學院

企業管理專班

50

國立高雄餐旅學院

餐飲廚藝專班

50

文藻外語學院

雙外語跨領域
國際專業人才專班

50

報名基本條件
基本學力測驗
PR85(含)以上
基本學力測驗
PR85(含)以上
基本學力測驗
PR88(含)以上
基本學力測驗
PR90(含)以上
基本學力測驗
PR90(含)以上

重要日程表
日期

作業項目

備註

99/4/30-6/7

發售簡章

99/6/6-6/7

辦理個人網路報名

網址:http://elite5.ntit.edu.tw

6/8

公告確認完成報名

各招生學校網站

6/9 17：00 前

寄發總成績通知單

各招生學校寄送

6/11

辦理現場成績複查

各招生學校

簡章可至各招生學校
購買或網路免費下載

6/11

公告登分名單梯次

各招生學校網站

6/12

現場登記分發報到

各招生學校

設備組
一、 賀! 909 許修瑋及 907 朱敬庭科展作品“包『螺』萬象”，由李梅滿老師指導參
加臺北市 43 屆中小學科學展覽會，榮獲【鄉土教材獎】及【入選獎】
。
二、

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現正舉行「CSI 犯罪現場破案體驗展」
、「魔術 VS.科學特
展」等一系列展覽及優惠活動，歡迎有興趣的同學踴躍前往參觀學習。

書香閣
一、班級書庫評鑑將於 5/24（一）開始為期一週舉行，圖書股長請及早準備。
二、下週四（5/20）前將流通簿、登記簿及與閱讀推廣相關文件送交書香閣以備評審
老師評分。

輔導室
資料組
一、 99 年「高中高職網路博覽會」相關訊息，請九年級同學注意：

展出時間：4/20-8/31

網址：http://expo.tp.edu.tw

主題：大開學涯博視窗，同遊多元資訊網
內容：以「多元、適性、學習」為主軸，呈現台北市各高中職辦學理念及特色，匯
集升學資訊，以作為升學選擇的參考。
請多加運用～
二、 5 月 19 日（三）下午將辦理八年級職群參訪活動，請有報名的同學 12：30 準時
到穿堂集合，將統一帶隊前往滬江高中進行職群體驗並統一帶回。
三、為配合「包高中祈福典」，特於 5 月 17 日（一）中午播放午動忠孝「考前祈福」
特輯，想點歌祝福學長姊或同學的忠孝人千萬不要錯過了，額度有限，把握機會！5
月 19 日（三）中午的午動忠孝則暫停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