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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第一學期 老師會報 專題宣導 預定時間表 

週次 會報日期 宣導主題或活動 登記單位 

11 107.11.05（一） 社群網、FB及 IG的陷阱 學務處 

12 107.11.12（一） 退撫儲金之自主投資相關說明 種子教師毛全良老師 

13 107.11.19（一） 校園環境整潔宣導 體衛組 

14 107.11.26（一） 個別晤談規劃與說明 輔導中心 

15 107.12.03（一） 
  

16 107.12.10（一） 107學年度教師效能護照使用之相關說明 
由副校長暨覆評委員 

補充說明 

17 107.12.17（一） 
  

18 107.12.24（一） 
  

19 108.01.02（三） 
  

20 108.01.07（一） 

  21 108.01.14（一） 本週無會報(1070118期末校務會議) 

  

 
主任報告 

1.圖書館將展出「祖父母主題書展」，時間：11 月 12 日至 11

月 30 日止，包含描寫祖孫親情之文學作品、小說故事等

圖書、繪本及影片，歡迎到館借閱。(清單詳見圖書館粉

絲頁) 

2.高一網路心得「未抄襲切結書」請於 11/06 之前到圖書館填

寫，如逾期未填寫者將刪除作品。 

3.高一儉、勤及初一良、儉尚未完成班級圖書交換，提導師協

助提醒圖資幹部。 

 

圖書館業務報告 

1.晨讀時間請導師協助留意晨讀狀況，圖書館將依巡堂紀錄內容加減班級榮譽競賽分數。晨讀巡

堂紀錄：https://ppt.cc/fd0sfx，提供高初一二導師參考。 

2.《台灣特有種》為公視應用 VR 科技製作的生態節目，於 11 月起每週五晚間 6 點播出，內容分

為「微人物」及「微視界」兩個單元，「微人物」每集介紹一位熱愛生態保育的年輕學子，

透過他們的故事，瞭解台灣生態面臨的問題及生態教育的議題。「微視界」則採用最新的

VR 拍攝技術，用 3D 立體影像、微觀以及蟻人視角去補捉六種台灣特有種生物的世界，包

含：泰雅鈍頭蛇、翡翠樹蛙、台灣深山鍬形蟲、台灣獼猴及台灣招潮蟹。 

 

https://www.facebook.com/%E8%81%96%E5%8A%9F%E5%A5%B3%E4%B8%AD%E6%84%9B%E9%96%B1%E5%9C%96%E6%9B%B8%E9%A4%A8-231828717212392/?ref=bookmarks
https://www.facebook.com/%E8%81%96%E5%8A%9F%E5%A5%B3%E4%B8%AD%E6%84%9B%E9%96%B1%E5%9C%96%E6%9B%B8%E9%A4%A8-231828717212392/?ref=bookmarks
https://ppt.cc/fd0sf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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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會報
 

 

第 11 週【11/05-09】 

 

主任報告  

1．抽考請假經核准之學生，其補考相關規定與成績計算方式如下： 

(1)事假、公假需在考試前一天完成請假程序，喪假、病假需在考試前以電話通

知導師或教務處，並於返校時將相關證明文件(病假者需檢附醫師或就診證明)

交給教務處承辦人始准予補考。 

(2)補考需於抽考後二天內(含抽考當日)完成補考，學生到校後不得進入班級直

接到教務處報到並進行補考。 

(3)未完成補考者，該次抽考成績以 0 分登錄。 

(4)補考成績採計方式： 

○1 事假且補行考試成績逾 60 分者，超過 60 分的部份乘以 0.7 計算登錄。 

○2 非屬於事假者之其餘假別，成績依實際成績登錄。 

(5)學生若因特殊情況且具正當理由無法完成補考者，以個案申請方式經校長核

准者，該次抽考成績另行處理。 

2．第十一週～第十二週高初一、二共同平考科目(含抽考)如下： 

日  期 11/6(二) 11/8(四) 11/13(二) 11/15(四) 

初  一 
初一聖歌 

比賽彩排 
抽考(英文) 數學 國文 

初  二 國文 抽考(國文) 數學 理化 

高  一 
自然科定期考 

(化學、物理) 

自然科定期考 

(生物、地科) 
歷史 數學 

高二文 
自然科定期考 

(物理) 

自然科定期考 

(地科) 
實彈射擊 地理 

高二理 數學 生物 實彈射擊 英文 

3．12/8(六)多元學習活動日課表調整相關資訊： 

(1)張雅惠老師及羅雅文老師將於 12/8、12/9 帶領學生分別參加 2018 南臺灣模擬

聯合國及第十一屆中臺灣模擬聯合國，因此當天原授課的精進精熟學習課程

改由其他同仁協助，感謝邱素芬老師、馬靜芬老師、黃淑涓老師、陳怡菁老

師協助代課。 

(2)12/8 課表，如附件。謝謝所有老師的配合! 

4．(1)國中部初一新生招生活動已開始，11 月份開始到國小宣講，同時學校網站已

開放招生網頁供國小學生報名。 

(2)宣講人員名單將陸續公布於 2、3、4 樓辦公室公佈欄，故如有異動，資料將

每週更新於會報附件。 

謝謝所有同仁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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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因為天氣漸有涼意，部分班級已不使用空調並打開窗戶通風，請導師及任課老

師務必注意麥克風音量是否合適，請避免各教室之間相互干擾。 

6．初一、二學生菁英培育課程第二階段報名相關事項： 

(1)申請資格： 

◎英文菁英培育課程：第一次期中考英文成績排序在全年級前 15%，且未具

有第一階段申請資格者。 

◎數學菁英培育課程：第一次期中考數學成績 90分以上排序在全年級前

15%，且未具有第一階段申請資格者。 

(2)初二英文菁英培育課程第一階段參加學生額滿，因此不受理第二階段報名 

(3)申請期限：本週二(11/6)之前，逾期不受理。 

(4)開始上課日期：11月 12日(數學：週一、週三；英文：週二、週四) 

教學組  

一、業務報告 

1．本週二、四早自修為高一、高二文組自然科期中考，請各班導師提前至教務處

領卷，考試規定比照本校正式考試規則辦理。 

2．本週四早自修為初一、二抽考，請各班導師提前至教務處領卷。 

3．各科 108 需填報之課程規劃表共計 69 門，截至 11 月 3 日止，尚有 24 門未完成

填報，請老師再努力完成，以利後續作業。各科填報進度與已填報之內容，請

參考：https://goo.gl/1tD5LY。如有填報相關疑難，歡迎隨時洽詢教學組阿亮。 

4．目前各學科正式領綱已陸續發表，教學組除轉知各科及線上公告外，亦蒐集於

雲端資料夾，歡迎老師隨時取用：https://goo.gl/xjpH8N。 

5．轉知國家教育研究院已建置「協力同行認識新課綱」網頁資源，敬請參考運用，

網址：https://www.naer.edu.tw/files/11-1000-1580.php。 

6．本週將發期中考命題通知單，請主試老師於本週五中午前主動告知青吟期中

考範圍，謝謝！ 

二、校內研習公告 

※欲參加研習者，請利用空堂或先自行調課。 

※欲參加研習者，至遲需於研習一週前向科主席(或主辦人)報名；如需研習時數，

請一併通知佳琪(分機 213)。 

1.國文科專業研習：素養命題增能研習 

(1)日期時間地點：11 月 5 日星期一 10:00 至 12:00，養正樓五樓會議室 

(2)講師：林沛筠老師 

2.國文科專業研習：簡報力 

(1)日期時間地點：11 月 12 日星期一 10:00 至 12:00，養正樓五樓會議室 

(2)講師：董塘筠老師 

 

https://goo.gl/1tD5LY
https://goo.gl/xjpH8N
https://www.naer.edu.tw/files/11-1000-1580.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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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藝能科專業研習：教學好好玩 

(1)日期時間地點：11 月 20 日星期二 15:30 至 17:15，云和館二樓會議室 

(2)講師：麻豆國小 武怡君老師 

4.社會科專業研習：巴克禮城市公園自然探索 

(1)日期時間地點：11 月 21 日星期三 10:30 至 12:30，巴克禮公園 

(2)講師：荒野保護協會台南分會的會長—陳格宗老師 

5.自然科專業研習：素養導向試題的理念、要素與實踐 

(1)日期時間地點：11 月 28 日星期三 13:15 至 15:00，云和館二樓會議室 

(2)講師：國家教育研究院 蕭儒棠博士 

6.生命教育科專業研習：校訂必修倫理思辨課程再進化 

(1)日期時間地點：11 月 30 日星期五 9:00 至 12:00，詠絮樓生涯資訊室 

(2)講師：錢永鎮老師 

三、資料上傳、繳交 

1．第一次期中考試題未上傳科目：11/5(8:30)止 

(1)初一：國文(林沛筠)、數學(黃俊翔) 

(2)高一：國文(黃竹芳)、英文(王筱涵)  

2．第一次期中考尚未繳交試題分析表—張雅惠老師 

設備組  

1．本學期超進度的科目年級已調查結束，目前向設備組提出有高三國文、高二國

文、高一國文、高二理組化學、初三國文、初三社會(歷史)、初三數學、初二社

會(社會)、初一社會(社會)、初一國文提出需求。 

2．高一家政為共購課本，每人分攤 104 元，相關通知將發給各班與導師存參；請

導師督促總務股長，於 11/12 中午前收齊繳交給總務處周姿慧小姐。 

3．高二健康護理為共購課本，每人分攤 50 元，相關通知將發給各班與導師存參；

請導師督促總務股長，於 11/12 中午前收齊繳交給總務處周姿慧小姐。 

4．上週六(11/3)為多元選修課程上課日，謝謝導師提醒桌椅的搬運以讓課程順利進

行。 

5．107 學年度高中學科能力競賽，將於本週 11/5(一)於臺南一中舉辦 107 學年度高

中學科能力競賽數學、物理、地球科學科複賽；11/9(五)於臺南女中舉辦化學與

生物科複賽。屆時選手將以公假處理並先行通知導師及指導老師。 

6．本週六(11/10)於高雄中學舉辦 107 學年生物奧林匹亞地區初賽。 

7．11/11(日)上午為臺南市市長盃數學競賽複賽時間，競賽地點為中山國中。 

註冊組  

一、招生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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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宣講人員名單將陸續公布於 2、3、4 樓辦公室公佈欄，因需視國中小端配合時

間，故如有異動，資料將每週更新於會報附件，謝謝。 

二、學業成績相關 

02．高一二文化基本教材期中考，因攸關期末結算成績，如有事後補考需補輸入成

績，請通知註冊組。 

03．高二理組自然科定期考(地科)，請在 107/11/07(三)放學前輸入至成績系統。 

  高中部：http://203.72.42.31/online/ 

  國中部：http://203.72.42.31/online_jnr/ 

04．高二文組、高一自然科定期考，請在 107/11/14(三)放學前輸入至成績系統。 

  高中部：http://203.72.42.31/online/ 

  國中部：http://203.72.42.31/online_jnr/ 

05．初一二抽考成績，請在 107/11/14(三)放學前輸入至成績系統。 

 ※校務系統內的輸入成績部份，如有學生缺考無成績，則請在學生成績欄位旁用

滑鼠點「缺」，該生成績格子內即會變成「-1」，此「-1」即為缺考標記；如

直接用鍵盤輸入「-1」在格子內則會無法存檔；因為考試時會遇到學生確實考 0

分，所以如果學生缺考，請不要輸入 0 分或點成「-3 免」，以免造成成績計算

錯誤。(校務系統操作說明，可在校務系統登入後左下角看說明影片) 

三、校外學業獎學金、補助資訊 

06．(1)校外學業獎學金資訊不定時公告於學校網站，網址：https://goo.gl/Wj7UQ2 

  (2)如導師知道學生有意願申請校外學業獎學金者，也可通知註冊組。 

四、高三升學考試報名相關資訊 

07．本週為大學學測、大學術科考試、第二次高中英聽測驗報名截止。上週已發放

相關表件，請各班於 11/05(一)中午前將各項表件、報名費(學測、英聽)交到教

務處櫃台，俾利後續集體報名作業。 

08．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學士班單獨招生考試，報名期間為 107 年 11 月 05 日至 107

年 11 月 12 日止，請導師協助提醒有意願報名的同學，可逕洽查詢報名

http://exam.tnua.edu.tw/ 

09．108 學年度大學辦理特殊選才招生計畫學校招生資訊，請高三導師宣導高三班

級學生可參閱相關資訊報名，特殊選才資訊已公告在學校網站，並發放至班級

櫃內，也可至大學招聯會網站查閱：http://www.jbcrc.edu.tw/ 

實研組  

1．抽查高一英文作業、高二英文作文。 

2．抽查高一地科作業、高二理組地科作業。 

3．初一校外教學相關資料尚未繳入教務處實研組的班級，請儘速繳入。 

  The End 

http://203.72.42.31/online/
http://203.72.42.31/online_jnr/
http://203.72.42.31/online/
http://203.72.42.31/online_jnr/
https://goo.gl/Wj7UQ2
http://exam.tnua.edu.tw/
http://www.jbcr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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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務處會報資料   

                                                              第 11 週 107.11.05 

主任 
    1.賀！高中合唱團參加臺南市音樂比賽榮獲女聲合唱高中職組優等，將代 

      表臺南市參加全國音樂比賽，感謝指導老師曾寶妃老師用心指導！  

    2.由於氣溫變化大，目前同學可依自己的需求換穿冬季校服，冬季校服外 

套也可以搭配穿著，但請提醒同學，運動服請勿冬夏混合穿搭。 

    3.近期學生違規使用手機人數激增，尤以高中部同學居多，請班級落實手 

機收繳制度。 

    4.中午用餐時段，請導師隨班用餐，可督導學生用餐禮儀並請學生留意說 

      話音量。 

    5.近日發現同學常會把不雅文字掛在嘴上，在與師長應對的態度上也有不 

合適的情形發生，老師如有發現此情形，請協助糾正同學。 

訓育組 
    1.因初一、初二「週記抽查」上週已順利結束，感謝各位導師的協助。 

   2.本週將發放高三多元入學說明會邀請函，再請各班導師協助發放至班上， 

     謝謝。 

   3.請尚未抽查週記的高一、高二班級請本週內完成，謝謝。 

生活輔導組 
1.近期學生違規使用手機人數激增，請各班落實手機收繳(進校門關機繳 

  交至第七節下課發還個人，且於放學鐘聲響前均不得開機及使用)，臨 

  時狀況或上課需求使用須經老師同意，班級若有人違規，將管制安全股 

  長將手機收繳至學務處保管，謝謝。 

2.再次提醒因應交通動線變更且白門(坤昱大門)施工完成前值週老師 A 

早上調整值勤位置至云和館 B2停車場、原白門值勤位置調整至後操場車道

迴轉處，如有相關問題請洽學務處生輔組張教官，謝謝! 

    3.107-1第 10週手機收繳紀錄表未繳交班級(列入榮譽競賽行政配合事項 

      扣分)：(10711050850時截止) 

      初中部： 無 

      高中部： 高一勤 

    4.上週違反通信器材使用管理規定之班級與人數： 

      高三良*1、高三恭*1、初二恭*1、高一勤*1、高三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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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下課(放學)巡堂秩序喧嘩吵鬧扣分(列入榮譽競賽秩序扣分)： 

      下課：無 

      早自修前(0700-0725時)：無 

      放學：無 

    6.11/05（一）「本週會報時間」，請 

      施小鳳老師  （二樓老師輪流），留守「二樓辦公室」， 

      簡俊德老師  （三樓老師輪流），留守「三樓辦公室」， 

      董塘筠老師  （四樓專任老師輪流），留守「四樓辦公室」  

    7.「值週老師」值勤時段： 

（1）早上 7：05 – 7：25（週六 - 週五）值勤位置： 

值勤位置 A：云和館 B2停車場（週六 - 週五） 

值勤位置 B：學校後(綠)門附近（週六 - 週五） 

（2）午休時間 12：35 – 13：00（週五 - 週四）值勤位置：巡視校園 

值勤位置 A：景誠樓>圖書館>美大苑前道路>後操場 

值勤位置 B：福利社前道路>玄瀚館一樓>後操場>懿德樓 

（3）放學 17：10 – 17：35值勤位置：（週五 - 週四）。 

值勤位置 A：校門口協助放學 

值勤位置 B：學校後(綠)門附近協助放學 

       ①維持學生上、放學秩序（靠邊走至多成兩排，勿大聲喧嘩、推擠 

         嬉戲）。 

       ②放學時維持大門口進、出車輛及學生行進之管制。 

       ③其他突發狀況。 

         17：35 – 17：50值勤位置：巡視校園 

值勤位置 A：請在教室大樓(景誠樓)的學生 17：40前離開教室 

       值勤位置 B：請在教室大樓(懿德樓)的學生 17：40前離開教室 

      （特別注意「同學是否在校園用餐、教室內是否有同學逗留狀況」） 

         17:50 - 18:00 （週五 - 週四） 

  （4）校區巡察區域：（除「晚自習倒垃圾同學」外，無同學在校園遊蕩） 

         ①值勤位置 A：圖書館>美大苑前道路>後操場>云和館運動學生離校 

           值勤位置 B：福利社前道路>玄瀚館一樓>後操場>云和館運動學生 

                       離校。 

         ②學務處編組人員：處理校內偶發事件。 

         ③總務處：工地外圍、云和館(水電管制)、云淨亭。 

       ★請執週與導護老師當週執勤完畢後，將臂章放在自己的辦公桌上， 

           將會派小幫手於週五中午時幫忙收回。 

導護 

老師 

時間 

值週 

老師 

學校 

後門 

(白門) 

里 長 服

務 處 

路 口 

鄉 村 漢

堡 旁 

路 口 

冰果店 

十字路

口 

大光路 

平交道 

元 寶 里 

停 車 場

路 口 

第 11週 
卓宜燕 

黃奕涵 黃麗蓁 何嘉陵 胡育菁 李建賢 吳正星 
曾寶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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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週 
蘇鈺婷 

黃雅芳 柯昭伊 謝可人 林佳慧 毛政男 張貴松 
黃俊翔 

第 13週 
王雅雪 

施小鳳 王筱涵 陳美珍 楊雲溪 黃俊翔 簡俊德 
李宇浩 

第 14週 
陳柔安 

蔣念均 竇景麗 林芯緰 Nela 王俊傑 邱正明 
蘇信榮 

 

導護老師 

時間 
學 校 後 操 場 

(週一~週五 1655~1725，週六上班日 1210~1235)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週六 

第 11週 卓宜燕 蘇鈺婷 王邦榮 董塘筠 許勻慈  

第 12週 蘇  屹 曾寶妃 顏佳玟 胡雅君 林憶珊 李章仁 

第 13週 卓宜燕 蘇鈺婷 王邦榮 董塘筠 許勻慈  

第 14週 蘇  屹 曾寶妃 顏佳玟 胡雅君 林憶珊  

    ◎提醒第 11週(值勤時間 107/11/2中午-107/11/9中午) 

      值週老師 A：卓宜燕 師  

    值週老師 B：曾寶妃 師       

     (值勤時間 107/11/2下午-107/11/8下午）交通導護老師： 

      學校後操場車道迴轉處黃奕涵 師（請協助後門離開車輛疏導及管制 

                                     避免車輛發生交通事故） 

      里長服務處路口    黃麗蓁 師 

   鄉村漢堡旁路口    何嘉陵 師 

   冰果店十字路口    胡育菁 師 

   大光路平交道      李建賢 師 

      元寶里停車場路口  吳正星 師（請值勤老師於元寶里停車場路口， 

                                   協助後門離開車輛疏導及管制。） 

        學校後操場 (值勤時間：週一~週五 1655~1725)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週六 

第 11週 卓宜燕 蘇鈺婷 王邦榮 董塘筠 許勻慈  

    ◎請導護老師（無論晴雨）務必準時到位（請於 17：10到達，17：35結 

      束，請勿提前離開，謝謝！），如遇天雨請自行備妥雨具，協助同學疏 

      導秩序、維護學生安全。並請配戴導護臂章及攜帶哨子(有問題者請洽張 

      教官)，俾利識別及交通指揮。輪值導護老師如遇個人公、私務無法到點 

      值勤，因顧及學生放學期間交通安全，請務必自行協調代理人員，感謝 

      老師的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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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0週值勤交通安全狀況正常，感謝各位老師的辛苦協助交通導護工 

      作。 

        值週老師 A：黃惠靖 師  

     值週老師 B：顏佳玟 師(11/2早上「×」為未到) 

      交通導護老師： 

      學校後操場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週六 

第 10週 蘇  屹 曾寶妃 顏佳玟 胡雅君 林憶珊 李章仁 

      學校後門(白門)    林怡君 師 

      里長服務處路口    王雅雪 師 

   鄉村漢堡旁路口    王心怜 師 

   冰果店十字路口    黃稚嵐 師 

   大光路平交道      方靖淼 師 

      元寶里停車場路口  竇一龍 師 

 週五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學校後操場 ˇ ˇ ˇ ˇ ˇ 

學校後門(白門) ˇ ˇ ˇ ˇ ˇ 

里長服務處路口 ˇ ˇ ˇ ˇ ˇ 

鄉村漢堡旁路口 ˇ ˇ ˇ ˇ ˇ 

冰果店十字路口 ˇ ˇ ˇ ˇ ˇ 

大光路平交道 ˇ ˇ ˇ ˇ ˇ 

元寶里停車場路口 ˇ ˇ ˇ ˇ ˇ 

        「ˇ」正常值勤  「○」為遲到  「×」為未到 

   ＊ 如有錯誤，請至生輔組更正，謝謝！ 

    ◎提醒第 12週(值勤時間 107/11/9中午-107/11/16中午) 

      值週老師 A：蘇鈺婷 師  

    值週老師 B：黃俊翔 師       

     (值勤時間 107/11/9下午-107/11/15下午）交通導護老師： 

      學校後操場車道迴轉處 黃雅芳師（請協助後門離開車輛疏導及管制避 

                                     免車輛發生交通事故） 

      里長服務處路口    柯昭伊 師 

   鄉村漢堡旁路口    謝可人 師 

   冰果店十字路口    林佳慧 師 

   大光路平交道      毛政男 師 

      元寶里停車場路口  張貴松 師（請值勤老師於元寶里停車場路口， 

                                   協助後門離開車輛疏導及管制。） 

      學校後操場 (值勤時間：週一~週五 1655~1725)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週六 

第 12週 蘇  屹 曾寶妃 顏佳玟 胡雅君 林憶珊 李章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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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導護老師（無論晴雨）務必準時到位（請於 17：10到達，17：35結 

      束，請勿提前離開，謝謝！），如遇天雨請自行備妥雨具，協助同學疏 

      導秩序、維護學生安全。並請配戴導護臂章及攜帶哨子(有問題者請洽張 

      教官)，俾利識別及交通指揮。輪值導護老師如遇個人公、私務無法到點 

      值勤，因顧及學生放學期間交通安全，請務必自行協調代理人員，感謝 

      老師的配合。 

    7.第 10週點名表未交，扣班級行政分數： 

      高中部  副 班 長→高三敬，高二良、誠。 

              風紀股長→高三敬。 

      初中部  副 班 長→無。 

              風紀股長→無。 

社團活動組 
    1.賀！高中合唱團參加臺南市音樂比賽榮獲女聲合唱高中職組優等，將代 

      表臺南市參加全國音樂比賽，感謝指導老師曾寶妃老師用心指導！ 

    2.社團活動組公告及發下的資料可以至此網址下載： 

      https://goo.gl/8q7r5j 

    3.提醒各班導師在本周五前繳交核心價值楷模遴選繳回學務處，謝謝。 

    社團活動 

    1.有擔任本學年度社團活動指導老師的同仁，請填寫社團活動課程規劃線 

      上表單！連結位址：https://goo.gl/forms/Q95GVBftXr68MgYp2  

    2.所有社團展演前若需在掃地時間練習需先向學務處活動組提出申請，通 

      過後才可利用掃完地的時間練習，若班上有同學未掃地就去練習請通知 

      昕沛，屢勸不聽者將直接退社。 

    聖誕節慶祝會 

    1.上週已完成初二及高一彩排，感謝各位負責老師。 

    2.下週三(11/14)早修為高二彩排。 

    秩序值週 

    1.秩序值週第 11週分數紀錄：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CE85duv0gR8fkOCV99Dl0lfdIK9KYLS

82iNJNTr2t7Q/edit?usp=sharing 

      秩序值週第 10週分數紀錄：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GRTSwwyfo05K68dpwD9Cb7TesFYdO4y

cBJCNuFQGlcM/edit?usp=sharing 

註：（1）此表單僅記錄秩序值週評分結果，非秩序榮譽競賽結果。 

   （2）此表單僅供檢視，不開放修改權限。 

    3.秩序值週早修及中午評分結果每日 13:30前公布於學務處 1窗戶。 

    4.申訴單填寫位置為學務處會議室門邊鐵櫃上，當天分數有疑問請於隔天 

      中午 12:30前填寫申訴單。 

    5.請同學放學後請勿逗留於教室，若經登記將扣秩序成績。 

https://goo.gl/8q7r5j
https://goo.gl/forms/Q95GVBftXr68MgYp2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CE85duv0gR8fkOCV99Dl0lfdIK9KYLS82iNJNTr2t7Q/edit?usp=sharing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CE85duv0gR8fkOCV99Dl0lfdIK9KYLS82iNJNTr2t7Q/edit?usp=sharing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GRTSwwyfo05K68dpwD9Cb7TesFYdO4ycBJCNuFQGlcM/edit?usp=sharing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GRTSwwyfo05K68dpwD9Cb7TesFYdO4ycBJCNuFQGlcM/edit?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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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衛組 
    1.高中部垃圾回收加蓋   

近來風大，請高中部後走廊的回收盒、垃圾桶等物，務必要加垃圾桶蓋，如
缺少蓋子，可到學務處領取 

2.流感疫苗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以下簡稱該署)於今（107）年 10 月 28 日接獲高雄市
政府衛生局通報該市某診所 10 月 27 日發現 1 劑國光生產之批號
「FKAE1802」的 0.25ml 劑型流感疫苗外觀出現白色懸浮物。經該署派員檢
視倉儲內未配送之同批疫苗，雖未發現其他疫苗有類似情形，為確保民眾接
種安全，通知獲配該批號疫苗之地方政府衛生局暫停撥用該批號疫苗，市府
衛生局於第一時間配合該署作業停撥停用該批號疫苗，並轉知轄區獲配該批
號疫苗之合約醫療院所配合暫時停用。目前該批號未使用之疫苗全數收回至
該局(所)集中保管，待該署檢視及釐清原因後再配合後續作業，本市截至目
前為止並未接獲上述該批號疫苗不良反應案件通報。 

3. .四價流感疫苗 

A.因目前市面上四價流感疫苗嚴重缺貨，若要施打四價流感疫苗的老師，張
金石小兒科（本校流感疫苗施打配合的診所）將保留五支四價疫苗，一支 800

元，有需要的老師請向健康中心莉娜老師登記。 

  B.也可登記施打三價流感疫苗，請向健康中心登記。 

* 張金石小兒科地址：704台南市北區公園路 19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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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中心會報資料 
107學年度第 11 週 11/4-11/10 

  

主任報告 

1.凡信從我的，就如經上說：從他的心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若望福音 7:38） 

2.本週 11/10-11（星期六日）將舉辦新師共融營，預計 11/10（六）早上 7:50於開元路

口康是美集合，8:00 發車，請參與老師預留時間並準時集合。相關行前通知將於近

日內送達老師桌上，請老師留意。謝謝!! 

 

宗輔組 

一、祈禱意向： 

1.請為世界各地極端氣候、戰亂地區祈禱。 

2.請為校內施工進度順利平安、各項活動順利祈禱。 

二、事項提醒 

1.本週一播放靈性時間，惠請導師協助學生靜心聆聽。 

2.初一聖歌比賽於 11/6（二）第零節自 7:30 開始大彩排，依上場順序上台，每班 6分鐘，

屆時惠請導師協助。 

3.11/7（三）辦理初一聖歌比賽，7:30—7:45 由各班自行找地方發聲練習，7:45-7:50

云和館集合完畢，7:50 開始賽程。請提醒同學攜帶童軍椅。歡迎初一任課老師到場

為學生加油鼓勵。 

4.11/10-11 新師共融營，講師吳昭蓉修女，提供 7本「心靈治癒—生命的八個階段」為

營前閱讀書籍，希望參與者特別是學員老師，能提前閱讀。歡迎老師借閱。 

5.107學年度第一學期教師靈性進修主題說明如下，惠請各科老師攜帶上次的繪本及工

具，準時出席，若有問題，請洽輔心。煩請各科科主席告知未出席名單，以利登錄研

習時數作業，謝謝。 

科別 日期 時間 人數 主題 科主席 地點 

國文 9/17一 10:15-11:55 16 禪繞畫三 林沛筠 美大苑四樓 
生命 9/21五 10:15-11:55 6 禪繞畫三 黃麗蓁 美大苑四樓 
數學 9/21五 1:15-3:00 14 禪繞畫二 莊佩錚 美大苑四樓 
英文 9/27四 1:15—3:00 14 禪繞畫二 邱素芬 美大苑四樓 

藝能 10/23二 3:30-5:00 14 禪繞畫二 曾寶妃 美大苑四樓 
自然 11/15四 1:15-3:00 14 禪繞畫二 陳駿傑 美大苑四樓 
社會 12/12三 10:15-11:55 16 禪繞畫二 馬蕙芬 美大苑四樓 

6.近日內將於各辦公室置放跳市物品收集箱，歡迎老師們踴躍參與，將可用或二手物品

捐出，一起逗熱鬧，共襄盛舉!! 

三、活動轉知 

1.天主教美善社會福利基金會於 107年 11 月 10日（星期六）假台南夢想田音樂館辦理

「美善 8 週年感恩音樂會」公益活動，請踴躍參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