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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 處

一、 資二仁、藝三忠、餐一甲、商一甲、餐二甲、商二甲，以上
班級學藝股長尚未繳交本學期教學進度表，請速繳交至教務
處教學組。【教學組】
二、 110 學年度四技二專技優甄審入學繳費分身分審查系統已
開放練習，請欲參加本學年度技優甄審之高三考生上網練
習。網址：
https://test3.jctv.ntut.edu.tw/Ins_LowCheckTEST/logi
n.aspx
三、 正式審查系統訂於 110 年 4 月 19 日(星期一)10:00 正式上
線，請欲以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繳費身分參加本學年度技
優甄審入學招生之考生務必上網登錄並繳驗相關證明；另正
式報名登錄系統開放時間：110.5.6(星期四)10:00 起至
110.5.12(星期三)17:00 止。請欲參加本學年度技優甄審入學
招生之所有考生都要上網報名。
四、 後期中等學校資料庫高一及高二學生問卷調查，已開放上網
填答，本項問卷提供獎品，完成者均可參加抽獎。填報說明
已掛在本校網站行政公告區供下載及閱覽，請高一、高二同
學參閱，在五月底前完成填報。
高一網址：https://ques.cher.ntnu.edu.tw/109grade10
高二網址：https://ques.cher.ntnu.edu.tw/109grade11
本學期獎助學金已公告於學校官網的最新消息，請有符合資
格的同學上網查看。【註冊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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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4/16(五)下午 2:10~3:50 第二次社團上課，【訓育組】
二、 4/14(三)8:20 舉辦教職員工春季祈福聚餐活動，地點為戒
光三樓會議室，請勿遲到。【訓育組】
三、 4/14(三)一、二年級開班會。4/16(五)三年級開班會【訓育
組】
四、 4/14(三)一、二、三年級週記抽查正常班，寫 2 改 2，建教
班寫 1 改 1，請於當日 12:00 前交至訓育組(演科辦公室)。
【訓
育組】
五、 三年級導師請於 4/16(五)前繳交 109 學年度畢業典禮各班
授獎名單【訓育組】
六、 4/12~4/16 第三次每日一句【訓育組】
七、 有關室內八大類高傳染傳播風險場域中「教育學習」場所是
否含括學校之疑問，據指揮中心表示「考量學校、幼兒園、安
親班、補習班等場所多為特定人，故不列入須強制佩戴口罩之
場所。」惟為維護自身健康安全，上述場所於未能保持社交距
離（室內１.5 公尺、室外 1 公尺）之情境下，請佩戴口罩，另
處於電梯及密閉空間時，仍請依本局 109 年 8 月 10 日新北教體
衛字第 1091516601 號函(諒達)規定，維持應全程佩戴口罩【衛生組】

總

務 處

請各班導師協助轉知以下學生，利用每周二、三上午至出納組領
取支票，詳如附件。【出納組】

109 學年度下學期每日一句 3/8-3/12
3/8
涇渭分明：比喻彼此的區別非常清楚
You need to workout. 你需要去運動鍛鍊一下。
3/9
借花獻佛：比喻借用他人的東西來作人情
Your hand feels cold. 你的手摸起來很冷。
3/10
勞燕分飛：比喻別離，多用於夫妻、情人之間
Don't be so childish. 別這麼孩子氣。
3/11
反唇相譏：受到指責不服氣，反過來對對方加以計較、譏斥
Don't trust the chance! 不要碰運氣。
3/12
反覆無常：形容變動不定，沒有定準
Fasten your seat belt. 繫好你的安全帶。

109 學年度下學期每日一句 4/12-4/16
4/12
分庭抗禮：以平等禮節相待
He has a large income. 他有很高的收入。
4/13
分崩離析：形容國家或集團的分裂瓦解
He looks very healthy. 他看來很健康。
4/14
出爾反爾：你怎麼對待別人，別人也會怎麼待你
He paused for a reply. 他停下來等著回答。
4/15
易如反掌：比喻事情非常容易做到
He repaired his house. 他修理了他的房子。
4/16
物極必反：事物發展到極點，必然會轉向發展
He suggested a picnic. 他建議搞一次野餐。

109 學年度下學期每日一句 5/24-5/28
5/24
義無反顧：秉持正義，勇往直前，絕不退縮
I caught the last bus. 我趕上了最後一班車。
5/25
撥亂反正：扭轉亂象，歸於正道
How much does it cost? 多少錢?
5/26
舉一反三：形容人於學習中善於觸類旁通。褒義。
Here's a gift for you. 這裡有個禮物送給你。
5/27
輾轉反側：形容因心事重重而翻來覆去睡不著覺
I could hardly speak. 我簡直說不出話來。
5/28
木人石心：形容人冷酷無情
I'll have to try that. 我得試試這麼做。

109 學年度下學期每日一句 5/31-6/4
5/31
木已成舟：比喻已成事實，無法改變
I'm very proud of you. 我為你感到非常驕傲。
6/1
行將就木：指年紀已大，壽命將盡
It doesn't make sense. 這沒有意義(不合常理)。
6/2
移花接木：比喻暗中使用手段，以假換真，欺騙他人
Make yourself at home. 請不要拘禮。
6/3
草木皆兵：形容疑神疑鬼、驚恐不安
My car needs washing. 我的車需要洗一洗。
6/4
麻木不仁：比喻對事物漠不關心
None of your business! 與你無關!

109 學年度下學期每日一句 6/7-6/11
6/7
槁木死灰：形容人因遭受挫折變故而灰心絕望的樣子
Not a sound was heard. 一點聲音也沒有。
6/8
緣木求魚：比喻用錯方法，徒勞無功
That's always the case. 習以為常了。
6/9
獨木難支：比喻事情非常重大，非一人之力所能支持
The road divides here. 這條路在這裡分岔。
6/10
九牛一毛：比喻極大數量中的一小部分
Those are watermelons. 那些是西瓜。
6/11
牛刀小試：比喻有大才能，在小事上施展
What a nice day it is! 今天天氣真好!

109 學年度下學期每日一句 6/14-6/18
6/14
玩火自焚：比喻盲動、蠻幹的人最後將自食惡果
What's wrong with you? 你哪不對勁?
6/15
毛遂自薦：比喻自告奮勇，推薦自己
You are a chicken. 你是個膽小鬼。
6/16
目無全牛：比喻技藝純熟高超。褒義
A lovely day, isn't it? 好天氣,是嗎?
6/17
如火如荼：形容事物的興盛或氣氛的熱烈
He is collecting money. 他在籌集資金。
6/18
牛衣對泣：比喻夫妻共度貧困的生活
He was born in New York. 他出生在紐約

11000408 出納組
1. 本學期辦理休、退學費自行負擔日程，請導師協助告知孩子
自行承擔 1/3 開學至四月六日(退 2/3)
自行承擔 2/3 四月七日至五月二十日(退 1/3)
自行承擔 3/3 五月二十一日起(無退費)
2. 各班導師請在收繳任何費用前、後，務必請孩子將收費及繳費訊息抄寫在聯絡本上，
好讓家長知道孩子是否有如期繳交費用。
3. 退 108 學年度商業經營科科活動費。
4. 請各科導師同仁轉知以下學生，利用星期二、星期三上午帶學生證至出納組領回支
票

108 尚未領回支票名單

資一仁 蔡〇杰 資二仁 王〇翔 商一忠

尤〇天

107 尚未領回支票名單
幼三忠 蔡〇真 普二忠 王〇媗
資一仁 陳〇豪 美一孝 洪〇涵

106 尚未領回支票名單

演一忠 郭〇盛

籃一忠

賴〇祥

資一仁

蔡〇輝

108-2【日校】低收入戶學雜費補助&台北市餐費暨學產基金補助名單
餐一愛

李〇全

108-2 新北學霸-建教合作圓夢獎學金支票名單
餐三

李〇儀

潘〇婷

商三

109-1【日校】原住民助學金&住宿伙食助
美一孝

楊〇汝

資一仁

黃〇璇

109-1【日校】低收入戶學雜費補助&台北產基金補助
商一乙 吳〇琪

餐二愛 文〇惠 商三甲 馬〇傑

109-1【日校】學費補助退款
資一仁 許〇維

109-1 各班符合退平安保險費名單(175 元)
資一仁

黃〇璇

資一仁

王〇慧

商三甲

馬〇傑

109-1 新生入學獎助金尚未領取名單
設一 1

黃〇婷

餐一乙

陳〇穎

美一仁

賈〇瑜

商一乙

李〇霖

資二仁

張〇瑄

資一仁

陳〇佑

商一甲

劉〇亭

109-1 休學異動退費
餐一乙

陳〇穎

109-1 建教班繳全額學雜費補助退費
餐二甲

曹〇梅

餐一甲

吳〇綸

109-1 日校就學貸款（生活費)

藝一忠

黃〇婷

109-2 註冊退費
美三乙

王〇雯

餐一甲

陳〇姍

餐二愛

江〇霖

餐一乙

蘇〇廷

美一仁

王〇正

廣三忠

李〇慈

餐商一乙

王〇凌

籃三忠

梁〇蓁

資二仁

李〇霖

109 學年度國中技藝競賽獎學金
美一乙

施〇廷

109-2 獎助學金
藝二忠

周〇柔

餐三愛

陳〇卉

109-2 畢旅及成長營溢繳退費
餐三愛

許〇穎

籃一忠

邱〇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