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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導處 

榮譽榜 

第 18週整潔 第一名 707班 802班 901班  第 18週秩序 第一名 707班 802班 901班 

            第二名 708班 807班 906班              第二名 705班 806班 906班 

            第三名 704班 804班 903班              第三名 701班 807班 903班 

※ 整潔比賽榮譽班  906 

 

訓育組 

一、100/1/10(一)上午舉辦多元成果展，演出社團順序如下～ 

※請各社團於表演前預先到活動中心外或地下室準備並於舞台擺設相關用具(如：

第 5個表演社團請於第 3個表演進行時集合準備)。 

二、多元成果展班級位置安排：請各班班長帶領班級依序就座。 

(701-708，805-808 請攜帶童軍椅) 

1樓班級呈兩排（男生一排、女生一排）。2樓班級排面 8人呈 4~5排。 

時間 順序 社團 表演場地 指導老師 負責單位 

1/10 

（一） 

0800-0805 1 啦啦舞社 地墊區 陳怡靜老師 

訓育組 

0805-0815 2 跆拳道 地墊區 林士成教練 

0815-0820 3 吉他社 舞台 黃韻至老師 

0820-0830 4 街舞社 地墊區 胡孝新老師 

0830-0835 5 弦樂社、直笛社 舞台 
李沛怡老師 

李欣怡老師 

0835-0840 6 團體輔導社 地墊區 方一齋老師 

0840-0845 7 音樂欣賞與敎唱 舞台 林翠菁老師 

0845-0850 8 熱舞社 地墊區 胡天言老師 

0850-0855 9 體適能 地墊區 湯選帄老師 

0855-0905 10 空手道社 地墊區 張德勝教練 

0905-0910 11 巧藝社成果 ppt 螢幕 林惠珠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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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期末重要行事公告： 

（一）100/1/19(三)第三次定評下午 14:50~15:40舉行期末大掃除；15:40活動中心集

合檢查，預定 16:00 統一放學！ 

（二）100/1/20(四)舉行結業式，07:30~07:45環境整理；07:45~08:20導師時間；

08:20~09:00結業典禮，預定 09:00 統一放學！ 

 

生教組 

一、穿著制服長褲請將上衣紮進褲內，腰間必頇繫上學校規定之皮帶；早晚溫差大，

請同學記得穿著外套上學，亦請將外套拉鍊拉上，時時刻刻注意自己服裝儀容，保

持整潔有品德的一面；隨時掌握天氣狀態，下雨記得撐傘，勿因一時疏忽而感冒影

響自我學習。 

二、有改過銷過需求的同學，請自行至訓導處拿取改過銷過申請表，並於觀察期過後

將申請表送交生教組。寒假改過銷過申請表繳交截止日為1/14（五），請同學把

握時間，若有任何疑問，亦請洽詢生教組。 

三、請同學隨時注重品德與禮節，遇見師長頇問好，下課時間勿亂吼、亂叫、吹口哨

影響他人，彼此相互尊重；在校外亦頇注重禮節，搭乘大眾運輸工具請將博愛座

讓給有需要的人，注意講話音量，做個有品德的忠孝人。 

四、對於霸凌要件的認定，教育部規範從寬認定，欺負行為不頇「長期反覆」，只要

1.「有欺負行為發生」、2.「具有故意傷害的意圖」、3.「造成生理或心理上的

傷害」、4.「兩方勢力地位不對等」」，符合四項要件即為霸凌。 

霸凌之類型區分如下： 

(一)肢體霸凌：毆打身體、搶奪財物…。 

(二)關係霸凌：排擠孤立、操弄人際…。 

(三)語言霸凌：出言恐嚇、嘲笑污辱…。 

(四)網路霸凌：散佈謠言或不雅照片…。 

(五)反擊霸凌：受凌反擊、「蝦米抗魚」…。 

(六)性霸凌：性侵害、性騷擾…。 

 ※本校反霸凌信箱設置於輔導室和家長會辦公室外； 

本校反霸凌專線：2552-4890#32；臺北市反霸凌專線：1999； 

五、本學期已進入尾聲，請同學仍頇一本初衷，積極落實學校規定，切莫有投機取巧



之心理，按時到校勿遲到、上課認真學習勿趴睡或搗蛋、服儀整齊勿搞怪、行止

有禮好品德！ 

 

衛生組 
一、近日流行性感冒、腸病毒傳染事件頻傳，請同學勤用肥皂洗手、每天要整理班級 

    環境，避免用手揉眼、接觸病人。若已確認感染，盡量在家休息至少 1星期。 

二、請同學共同維護學校的環境衛生，不要亂丟垃圾、粉筆、廚餘、水果，破壞環境。

（已在至美樓前綠色水泥地出現數次！） 

三、請全校師生共同響應「珍惜能源、摯愛地球」，確實做好資源回收垃圾分類，勿隨 

    手亂丟寶特瓶、塑膠袋不回收，到回收室一定要依標示牌進行回收。如遇回收室 

    已經爆滿，不要再將垃圾丟進去。 

四、99/12/26（日）至 100/1/25（二）為臺北市「清潔月」，環保局呼籲市民配合各里 

    安排的時間『提早』進行「年終大掃除」，相關資訊刊登於環保局網站 

    http://www.dep.taipei.gov.tw/「最新消息」欄內。 

五、臺北市清潔月：99/12/26（日）至 100/1/25（二）（清潔月）。 

六、國家清潔週：100/1/26（三）至 2/1（二）。 

七、配合國家清潔週及臺北市清潔月，本校訂於 100/1/19（三）舉行期末大掃除，各

班打掃重點請參閱實施辦法。 

八、農曆除夕至初五：100/2/2（三）至 2/7（一）（垃圾清潔項目依規定收運）。 

 

健康小百科如何預防腸病毒？  

由於腸病毒型別很多，不像其他的疾病如水痘天花等等，得過一次就可以

終身不受感染，但是目前並沒有事先用來預防腸病毒的疫苗，再加上腸病毒可

以經過很多管道傳染，包括從嘴巴吃進去任何被細菌污染的食物或水，或者已

經感染到腸病毒的人在你身邊咳嗽，只要不小心吸入他們咳嗽時噴出來的唾

液，都可能受到感染，所以要常常洗手，保持良好的衛生習慣，就可以預防腸

病毒基本方法喔！ 

以下提供幾個預防腸病毒的方法： 

一、時時注意個人衛生，經常正確洗手。 

二、保持環境衛生整潔與室內通風良好。 

三、腸病毒流行的期間，儘量不要去過度擁擠之公共場所，如百貨公司遊樂場等 

   等地方、在學校也要保持好的衛生習慣，常常洗手，發現有同學或朋友可能 

   感染到腸病毒，請他趕快就醫，並且暫時跟他保持距離以免受到感染。  

四、提高身體的免疫能力，就能防止病毒的入侵，所以帄日要多多注意營養、均 

   衡飲食、充足運動及睡眠，來增強個人的免疫能力。 

五、紀比較小的小朋友，特別是三歲下的兒童，併發腦炎、類小兒麻痺症候群或 

   肺水腫等嚴重症狀比率特別高，因此如果是跟這些年紀比較小的小朋友玩， 

   更要特別注意你的衛生習慣，避免將腸病毒傳染給其他小朋友。 

http://www.epb.taipei.gov.tw/


怎麼樣把手洗乾淨？正確洗手步驟有五個口訣  

一、濕：在水龍頭下把兩手淋濕，記住要全部淋濕，可不是只淋一跟小指頭。 

二、搓：擦上肥皂手心手背搓揉起泡約二十秒。 

（一）兩手掌心互相磨擦。 

（二）兩手揉搓自手背至手指（特別要注意清潔戴戒指處）。 

（三）兩手揉搓手掌及手背。 

（四）作拉手姿勢以磨擦手指尖。 

三、沖：用清水將雙手洗淨。 

四、捧：捧水將水龍頭沖洗乾淨，再關閉水龍頭。 

五、擦：用乾淨毛巾或擦手紙巾將手擦乾。  

 
體育組 
一、本校男子籃球隊與田徑隊招募新血，有興趣參加的同學請洽訓導處體育組報名。 

二、為提倡運動風氣，籃球場有提供 4顆愛心球，請同學多加利用，使用後請發揮公

德心將球歸回原位，勿隨意棄置或佔為己有。 

 

教務處 

教學組 

一、7 年級第 8節課輔於 100/01/06（四）結束；8年級第 8節課輔於 100/01/07（五）  

        結束；9年級課輔及晚自習於 100/01/14（五）結束。 

二、第 3次全校定期評量 100/01/18（二）英文、自然（生物 or 理化）、自習、國文； 

    100/01/19（三）自習（地科）、數學、自習、社會；定期評量當日第 5節課起正 

    常上課。 

三、請同學注意【定期評量】除非必要，不要請假！【定期評量】當日若有不可抗拒 

    的原因必頇依請假規定請假，在請假原因結束回到學校後<嚴禁回到教室，需立刻 

    至教務處申請補考>，請注意以下事項： 

（一）凡經發現申請補考當天曾有返回教室者，為考慮公帄性，將喪失申請補考資格， 

      請同學特別注意! 

（二）返校當日請於 7:30至教務處申請補考，事假部分請先備妥假單（家長簽名、導 

      師簽名）；病假部分以考試當天有電話請假並持看病收據作為申請補考依據。 

（三）補考後依本校請假規定到訓導處辦理請假手續，完成請假手續後，攜帶已核准 

      的假單到教務處註冊組以利成績計算，未完成請假手續者，視同缺考成績以 0 

      分計算。 

四、全校第 3次定期評量學生應考注意事項： 

（一）將書包整齊擺放到講臺前、教室後方或窗台上。 

（二）將桌子翻轉抽屜口朝向黑板。 



（三）務必檢查答案卡上的科目名稱、座號及姓名。 

（四）務必檢查題目本是否有空白頁。 

（五）考試所用的文具，不可以互相借用。 

（六）桌面淨空，不得有任何紙張置於桌面上或壓在桌墊下。 

（七）不得使用自己攜帶的空白計算紙作答。 

（八）考試前 20分鐘不得趴睡。 

（九）嚴禁左顧右盼、甚至回頭。 

（十）不得離開教室上廁所。（若必頇離開教室，請先交卷，上完廁所後立即回教室 

      自習）。 

 

註冊組 

一、第 18週週報錯誤更正:『國立臺北藝術大學』100學年度舞蹈學系七年一貫制大學

先修班招生訊息已公告於註冊組部落格。此管道一律以網路填表報名，請同學務

必詳閱簡章。重要日程表如下： 
項目 日期 備註 

簡章發售(函購) 99/12/20（一）～100/1/10（ㄧ）  

簡章發售(現購) 99/12/20（一）～100/1/21（五）  

報名日期 100/1/17（一）～100/1/21（五） 一律採網路填表報名 

准考證開放列印 100/3/15（二）～100/3/27（日）  

考試日期 100/3/27（日）、3/28（一）、3/29（二） 通過初試者方得參加複試 

考生繳交成績單 100/6/4（六）下午 2點前 

參加術科複試者，請於

100/6/4（六）下午 2點前，

本人或委託他人將100年國

民中學學生基本學力測驗

第1次測驗總成績單正本或

臺北市、臺北縣及基隆市高

中職聯合入學測驗(簡稱北

北基聯測)總成績單正本，

以及本校准考證送達舞蹈

學系辦公室。 

放榜日期 100/6/7（二）  

成績單寄發 100/6/9（四）  

成績複查 100/6/9（四）1 100/6/16（四）  

各項查詢電話 
學校總機 舞蹈學系 報名組 成績榜務組 

28961000 28938778 28961000轉 1217 28961000#2245 

二、臺灣北區100學年度高中藝才班「甄選入學」Q＆A下篇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臺北市立中正高中彙整) 

＊ Q：臺灣北區100學年度「以競賽表現入學」、「僅採術科成績甄選入學」以及「聯合 

      甄選入學」報名資格有無限制？ 

A：有。 

（一）以競賽表現入學：符合「高中藝術才能（美術、音樂、舞蹈類）學生競賽表 

      現採認參照標準」獲競賽表現採認之學生。每生限向一校提出申請。 

  （二）僅採術科成績甄選入學：已取得臺灣北區100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美術、 

    音樂、舞蹈、戲劇班科組）聯合鑑定術科測驗成績。報名資優類學校頇經 

    鑑輔會鑑定通過；報名藝術類學校則不頇要。每生限向一校提出申請。 

  （三）聯合甄選入學：已取得「100年北北基聯測」或「100年國中基測」成績及 

    「臺灣北區100學年度高中【美術、音樂、舞蹈、戲劇班科組】聯合鑑定術科 

    測驗」，並取得「臺灣北區100學年度高中【美術、音樂、舞蹈班科】才能 

    優異鑑定結果通知單」。通過各校學科門檻學生，依術科測驗成績加權總分 

    高低排序產生選校登記序號。 

＊Q：臺灣北區100學年度高中藝才班甄選入學報名費為何？（單位：新台幣） 

A：（一）術科測驗報名費：美術班為1,200元、音樂班為2,800元、舞蹈班為2,000元、 

        戲劇班為1,300元。 

   （二）僅採術科成績甄選入學報名費：100元。 

   （三）聯合甄選入學報名費：280元。 

＊Q：臺灣北區100學年度高中藝才班甄選入學簡章可網路下載使用？ 

A：可以。100/1/14（五）起，於北區各承辦學校網站公告，並提供免費下載使用。 

＊Q：經濟弱勢考生免收報名費之規定如何？ 

A：臺灣北區100學年度【美術、音樂、舞蹈、戲劇班科組】術科測驗及甄選入學相

關報名費用，低收入戶子女或其直系血親尊親屬支領失業給付者一律免收。 

＊Q：臺灣北區100學年度「聯合甄選入學」管道特殊身分考生有無加分優待？ 

A：有，請詳閱簡章。北區甄選入學管道「以100年度聯測或基測分數為門檻」，特殊

身分考生先依原始分數判別是否通過門檻，並以原始術科成績作為錄取依據；如

放棄以原始分數分發或原始分數未達錄取標準之考生，依特殊生身分加分，通過

各校門檻之學生，再行以特殊身分考生加分方式甄選。 

＊Q：高中藝才班甄選入學未錄取者，是否還有別的升學管道？ 

A：（一）以競賽表現入學若未獲錄取，則可參加術科測驗，選擇以「僅採術科測驗  

        甄選入學」；或繼續參加國中基測或北北基聯測，以聯合甄選方式入學。 

 （二）僅採術科成績甄選入學若未獲錄取，則可繼續參加國中基測或北北基聯測， 

       以聯合甄選方式入學。 

（三）聯合甄選入學若未獲錄取，則可用國中基測或北北基聯測成績，參加北北 基 

     登記分發入學或全國登記分發入學。 

＊Q：以競賽表現入學、僅採術科成績甄選入學錄取生可否再報名北區聯合甄選入學？ 



A：可以，但頇依簡章規定之期限前填寫放棄錄取入學資格表格(詳見簡章附錄)。 

＊Q：報名甄選入學完成後反悔可否退報名費？ 

A：不行，依簡章規定受理報名後不退還報名費。 

＊Q：報名學生可否更改申請學校？ 

A：學生報名資料寄出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更改報名學校；同時無論錄取與否，

報名資料概不退還。 

＊Q：如何辦理成績複查？ 

A：請填妥簡章內所附「成績複查申請表」，於簡章規定期限前，向承辦學校辦理成

績複查，逾期不予受理。 

＊Q：臺灣北區高中藝才班聯合甄選入學之特色為何？ 

  A：因應北北基聯測與第一次國中基測同一時間辦理，臺灣北區高中藝才班聯合甄選 

     入學辦理之時程提前，另各校以聯測或基測分數為門檻，通過各校門檻之學生， 

     再以術科成績作為錄取條件，除仍兼顧學科與術科之學習，更為落實甄選入學係 

     提供具有音樂、美術、舞蹈、戲劇等特殊性向或才能之各類學生之多元入學精神。 

 

設備組 

一、為鼓勵閱讀，臺北市立圖書館辦理 2011寒假閱讀節「快樂寒假-悅讀不丹與經典」  

    活動，編印青少年寒假閱讀之旅活動單，同學可至市圖網站 

    (http://www.tpml.edu.tw)下載，另第 19屆臺北國際書展將於 100/2/9（三）至 

    2/14（一）於世貿展覽館展開，可於 1/10（一）前以班級為單位向書展基金會購 

    買優惠票。 

二、「第 19屆臺北國際書展」將於 100/2/9 (三)至 2/14 (一)舉行，相關入場優惠專 

    案已公告於各班。如班級預購團體票人數達 20人，可在 1/10（一）前向臺北書展 

    基金會登記購買。 

 

書香閣 
一、公布 12月份閱冠王為 908洪若甄、705李昕芸、706吳佳芳、702葉育君、 

703許舒涵、701鐘敏恩、906柯祖皓、707謝佳蓉、703王柏翔、905柳乃云。 

得獎同學請至書香閣領取 5張榮譽卡。 

二、12月份圖書借閱排行榜前十名為《少年陰陽師》、《下一站，幸福》、《啊！敗給魔

術!》、《讓我作你的耳朵》、《小屋》、《不存在的女兒》、《阿嬤，我要打棒球!》、《射 

鵰英雄傳》、《等一個人咖啡》、《聖誕婆婆》。 

三、「閱讀筆記」活動持續進行中，想要”看好書，拿獎卡”請儘快向書香閣索取「閱 

    讀筆記」。 

http://www.tpml.edu.tw/


輔導室 

資料組 
※本學期技藝教育課程已全部結束，請參加同學返回原班上課。 

榮譽榜：狂賀！ 

901蕭博宇參加協和工商技藝學程榮獲設計職群全班第 4名 

904賴宜茵參加協和工商技藝學程榮獲設計職群全班第 7名 

908蔣皓羽參加協和工商技藝學程榮獲商業職群全班第 3名 

908許琇晴參加協和工商技藝學程榮獲商業職群全班第 5名 

 

特教組 
※2011＜希望杯＞國際數學競賽 

一、臺灣區主辦單位：中華中等教育學會 

二、參加對象：中學組-七至九年級、高一、高二學生 

三、測驗題目：中學組-各年級獨立命題，滿分為 120分，主要為選擇題及填充題， 

              繁體中文印刷 

四、測驗時間：2011/3/20/（日）下午 14：00-16：00 

五、測驗地點：由中華中等教育學會統一試場、統一監試，共分為臺北賽區、桃園 

              賽區、新竹賽區、臺中賽區、嘉義賽區、台南賽區、高雄賽區，試 

              場待報名後於學會網站公告。 

六、報名方式：即日起至 2011/2/11/（五）止，報名費 600元（若於 2011/1/10/（一） 

    前完成報名及繳費者，報名費減免 100元）。分為個別報名及團體報名，意者請逕 

    洽輔導室特教組，或至學會網站 www.tsea.org.tw查詢。 

七、主辦學會將補助每所公立學校 1名清寒學生免收報名費參加本次競賽，需透過 

    輔導室特教組推薦，意者請逕洽特教組。 

 

合作社 
一、合作社已經不提供借卡影印，需要影印同學，請先帶學生證儲值(若學生證遺失可 

    暫時用悠遊卡替代)，以 50為單位每次儲值至少 50 元。目前價位：黑白影印 A4、  

    B4每張 1元，彩色影印每張 10元。 

二、同學可以攜帶隨身碟列印，只提供列印 pdf、jpg、tiff、xps檔，若有列印 doc  

    文件需求，請帶學生證至書香閣使用電腦並輸入學號列印(需用學生證感應，需扣 

    儲值金額）。 

http://www.tsea.org.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