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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自學務處的愛與堅持 

訓育組 
1. 十一月訓育組舉辦的活動如下： 

(1)11/10(六)：48週年校慶慶祝大會、忠孝好聲音歌唱比賽 

(2)11/17(六)：帶領舞龍舞獅社參加永樂國小校慶 

  

2. 校慶歌唱比賽得獎名單如下：第一名 702 黃于千，第二名 804 劉庭彣，第三名 807 黃千

芮。感謝同學的參與及加油團的支持。 

 
3. 訓育組已處理參與校慶表演活動、歌唱比賽得獎同學、參加永樂國小校慶活動敘獎、服

務學習等事宜。在此訓育組特別感謝參與弦樂演奏、熱舞表演(含熱舞社、報名熱舞表演、

701與 703全體同學、畢業校友)、舞龍舞獅表演(含舞龍舞獅社、九年級參與舞獅表演同

學)的同學，有你們的付出，使活動增色不少。 

月報請貼公佈欄 



4. 九年級同學請於 11/26(一)繳交畢冊購買意願調查表給班長，請班長整理、將統計結果於

意願統計表登記，交給導師簽名後，於當日午休前繳至訓育組。 

5. 請九年級各班畢冊編輯小組於 11/26(一)放學前告知訓育組畢冊作稿方式(套版或手工

稿)，以俾統計與協調。畢冊廠商 12於 01/07(一)會到校檢查各班編輯內容，檢查標準如

下： 

(1)套版：選好版型編號、印出版型縮圖並填上編號、照片收集 50% 

(2)手工稿：底圖完成、照片貼 50% 

6. 12/04(二)午休於活動中心預計舉辦八年級隔宿露營學生行前會。12/06(四)至 12/07(五)

為八年級隔宿露營，請同學務必照顧好自身健康情形。 

7. 12/12(三)至 12/14(五)預計拍攝九年級畢業紀念冊照片。請九年級各班預先規劃個人沙

龍照、班級團照姿勢，以加快拍攝流程。詳細拍攝順序表近期將發放至九年級各班。 

8. 第二次班聯會因訓育組需參加優良學生表揚大會，時間延期至 12/28(五)12:35-13:05，

各班研覆表請於 12/24(一)放學前繳至訓育組，請各班班級代表特別留意。 

9. 近日發現社團時間因有同學使用班級場地上課，但維護不佳製造髒亂，讓提供社團上課 

   的班級同學產生困擾。請同學愛惜上課場地，維護場地整潔，如有破壞、製造髒亂等情 

   事，該社團需留校整理好場地才能下課。 

 

生教組 

1.12/10~12/14當周法治教育入班宣導，八年級各班為主，利用健教課辦理。 

2.12/3(一)週會時間，法治教育全校宣導。 

3.12/3(一)全校換季。 

 

衛生組 

空氣品質惡化處理措施修正版： 

(1)    AQI 達橘色等級 

減少敏感性族群學生戶外活動。 

(2)    AQI 達紅色等級 

得將課程活動調整於室內或延期辦理：敏感學生應留在室內並減少體力消耗活動，必

要外出應配戴口罩。一般學生應避免長時間劇烈運動，進行其他戶外活動時應增加休

息時間。 

(3)    AQI 達紫色等級 

立即停止戶外活動，課程調整室內進行。 

(4)    AQI 達褐色等級 

達停課標準：前一日下午 5 時 30 分預報，次日 AQI 值達 400、達空污停課標準時，

將由地方政府邀集相關單位,決定是否停課及相關因應措施。另敏感族群的學生，於預

報 AQI 值達 300 以上，得請假居家健康管理，不列入其個人日常生活表現評量。 



體育組 

12/10比賽名單 

(七、八、九年級 200公尺決賽) 

 項目 七年級男子 200公尺 

道次 第一道 紅４ 第二道 藍４ 第三道 黃４ 第四道 白４ 
第五道 粉紅

４ 

班級座號 70329 70625 70230 70222 70534 

姓名 郭聖譽 李旭明 廖羿昕 王文助 賴祐緯 

項目 八年級男子 200公尺 

道次 第一道 紅５ 第二道 藍５ 第三道 黃５ 第四道 白５ 
第五道 粉紅

５ 

班級座號 80325 80621 80223 80227 80429 

姓名 邱群耀 李嘉得 李子儼 張兆佑 黃瑞晞 

項目 九年級男子 200公尺 

道次 第一道 紅６ 第二道 藍６ 第三道 黃６ 第四道 白６ 
第五道 粉紅

６ 

班級座號 90529 90422 90625 90223 90525 

姓名 陳宇恆 李立麒 陳思皓 周裕翔 林佑縉 

 

 

 

項目 七年級女子 200公尺 

道次 第一道 紅１ 第二道 藍１ 第三道 黃１ 第四道 白１ 
第五道 粉紅

１ 

班級座號 70303 70506 70602 70202 70210 

姓名 林樂頤 游玟綺 吳聿箴 江翊嘉 黃于千 

項目 八年級女子 200公尺 

道次 第一道 紅２ 第二道 藍２ 第三道 黃２ 第四道 白２ 
第五道 粉紅

２ 

班級座號 80707 80410 80309 80605 80102 

姓名 陳曦 鄧芯 鄧芸 林秭萱 吳冠琳 

項目 九年級女子 200公尺 

道次 第一道 紅３ 第二道 藍３ 第三道 黃３ 第四道 白３ 
第五道 粉紅

３ 

班級座號 90404 90502 90710 90306 90406 

姓名 林佩穎 吳依潔 魏善筠 張詠琦 翁若瑄 



 

(七、八、九年級 100公尺決賽) 

項目 七年級女子 100公尺 

道次 第一道 紅１３ 第二道 藍１３ 第三道 黃１３ 第四道 白１３ 
第五道 
粉紅１３ 

班級座號 70603 70504 70309 70407 70101 

姓名 阮慶玲 邱盈瑩 楊心怡 蔡雨芹 何冠儀 

項目 八年級女子 100公尺 

道次 第一道 紅１４ 第二道 藍１４ 第三道 黃１４ 第四道 白１４ 
第五道 
粉紅１４ 

班級座號 80207 80712 80402 80401 80201 

姓名 陳巧宣 歐霈瑩 李芯 方姿茵 李睿文 

項目 九年級女子 100公尺 

道次 第一道 紅１５ 第二道 藍１５ 第三道 黃１５ 第四道 白１５ 
第五道 
粉紅１５ 

班級座號 90409 90108 90713 90504 90506 

姓名 魏湘庭 厲紗 張侑臻 周幸容 黃苡宸 

項目 七年級男子 100公尺 

道次 第一道 紅１６ 第二道 藍１６ 第三道 黃１６ 第四道 白１６ 
第五道 
粉紅１６ 

班級座號 70523 70622 70121 70234 70233 

姓名 何秉諺 王星博 王熙甫 蘇立峯 藍楷棆 

項目 八年級男子 100公尺 

道次 第一道 紅１７ 第二道 藍１７ 第三道 黃１７ 第四道 白１７ 
第五道 
粉紅１７ 

班級座號 80624 80321 80722 80221 80630 

姓名 張桂澂 李文笙 徐聖傑 吳孟澤 歐政曄 

項目 九年級男子 100公尺 

道次 第一道 紅１８ 第二道 藍１８ 第三道 黃１８ 第四道 白１８ 
第五道 
粉紅１８ 

班級座號 90522 90126 90524 90329 90321 

姓名 吳哲宏 游博任 李嘉倫 賴元均 丁裕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