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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務 處
一、1、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生學習歷程檔案，自即日起開放學
生開始上傳，截止日期表訂 111 年 2 月 4 日，因適逢春節期間，
故向後延長至 111 年 2 月 15 日止，請同學把握時間按時完成
上傳。上傳之作品請按各科所提供之範例製作，切勿以一張相
片即草率上傳，以免影響爾後升學四技二專(甄選入學管道)
備審成績。
2、111 年度在校生丙檢各班參檢職類及人數開始調查，請各
科先討論。三年級若要報名，請考量學生畢業後能否返校參加
術科考試及證照費收取等相關問題，確認後導師再填寫 google
表單。表單網址：https://forms.gle/8GzVTP4HByH3kYYX8
3、111 學年度「大學分發入學招生簡章」開始發售，請高三
有意參加大學指定科目考試(111 年 7 月考試)考生參考購買，
要購買班級請於 12/1 日(三)前至註冊組登錄繳費(150 元/
本)，原則上要報考大學指定科目考試之考生均需購買。總則
包含登記及入學資格、登記資格(含特種生)審查規定等；校系
分則包含招生學校各學系之檢定標準及採計科目等。
【註冊組】

圖 書 室
一、本活動最新資訊請至 https://ptsh.mystrikingly.com/查
詢；如有疑義，請逕洽臺中市家長會長聯盟會鍾先生，電話：
(04)23016291 或 0907618819、電子信箱：
yogic.magic@gmail.com 圖書館 100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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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10 學年度全國高級中等學校閱讀心得寫作比賽
發布單位：國立中興高級中學
110 學年度全國高級中等學校閱讀心得寫作比賽實施計畫
檔案下載：請點選以下相關連結
圖書館 1010910

學 務 處
一、 12/3(五)為最後一次社團課【訓育組】
二、 12/3(五)第五節召開導師會議(祈福會) 【訓育組】
三、 12/8(三)為校慶日(四四如意) 【訓育組】
四、 日本腦炎流行期即將來臨，請全校教職員生避免前往感染高
風險環境，並於雨後加強環境孳生源清除，以降低日本腦炎
感染風險，宣導事項如下：日本腦炎是由病媒蚊傳播的疾病，
臺灣以三斑家蚊、環紋家蚊及白頭家蚊為主要的傳播媒介，
常孳生於水稻田、池塘及灌溉溝渠等處，依據衛生福利部疾
病管制署歷年監測資料，日本腦炎病例主要發生於每年 5 月
至 10 月，6 月至 7 月為流行高峰。【衛生組】
五、 新型流感疫情持續上升，請各班導師務必要求所屬做好個人
衛生、進入校園全程戴口罩，勤洗手、勤消毒，另務必落實
每日放學後教室及生活區消毒工作。【衛生組】
六、 近日發現校園垃圾增多，請同學發揮高度公德心，不可隨手
亂丟垃圾，維護校園環境是每個人的責任，一起創造優質學
習環境。【衛生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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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請於日本腦炎流行期前，宣導所屬預防病媒蚊叮咬之方法：
1、於流行期作好自我保護措施，可穿著淺色長袖衣褲，身體
裸露處使用政府主管機關核可含 DEET、Picaridin 或 IR3535
之防蚊藥劑，以避免蚊蟲叮咬，降低感染風險。
2、建議安裝紗門、紗窗及使用蚊帳。
3、避免於黎明和黃昏等病媒蚊活動的高峰期，於豬舍、其他
動物畜舍或病媒蚊孳生地點附近活動。
4、高風險地區懸掛誘蚊燈，以降低病媒蚊密度。
5、日本腦炎相關介紹及防治資訊，請參閱疾管署全球資訊網
https://www.cdc.gov.tw/Disease/SubIndex/FWEo643r7uqDO3-xM-zQ_g）。

【衛生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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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校園類流感及水痘防治宣導，務必提高警覺，保持室內通
風，落實手部、呼吸道衛生、咳嗽禮節及生病不上課等措施，
以降低感染或疫情傳播風險，宣導事項如下：
流感為急性病毒性呼吸道疾病，可透過飛沫及接觸方式傳
播，養成勤洗手的個人衛生習慣及落實呼吸道咳嗽禮節，可
有效預防感染。有症狀之師生應立即就醫在家休息，落實生
病不上班、不上課的防治措施，以降低流感病毒傳播風險。
水痘傳染力強，可經由皮膚接觸直接接觸、飛沫或空氣傳染，
接觸患者之水泡液和黏膜分泌物傳染，如發生水痘疫情時，
請遵循以下感染控制措施：
1、出現症狀的學童請速戴口罩就醫，落實生病不上課，自
主隔離，直至水痘結痂後再上課。
2、請保持室內空氣流通、落實呼吸道衛生與咳嗽禮節。
3、接觸者自主監測 21 天，如有疑似出現發燒、出疹等疑似
症狀時，請戴口罩並著長袖衣物就醫，在家休息，直至水痘
結痂後再復課。【衛生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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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110 年度反霸凌樂舞劇《朋友，咱鬥陣》活動訂於 9 月 30
日上線，活動詳情可至專屬網站
（https://antibullying.tcpa.edu.tw/）查詢；另有直播活
動及有獎徵答，訂於 110 年 9 月 30 日至 12 月 30 日期間每週
二、四晚間 7 點於臉書粉絲專頁（https://reurl.cc/DZZ8pE）
中播出，請同學、老師及家長踴躍參與，強化校園霸凌宣導
之成效。💬💬💬💬💬💬💬💬💬另有直播活動及有獎徵答，訂
於 110 年 9 月 30 日至 12 月 30 日期間每週二、四晚間 7 點於
臉書粉絲專頁（https://reurl.cc/DZZ8pE）中播出，請同學、
老師及家長踴躍參與，強化校園霸凌宣導之成效。【生輔組】

總

務 處

一、 總務處省水需知: 因應夏季來臨，台灣各地缺水， 請各班
加強宣導 節水省水觀念，並配合相關限水措施，共體時艱，
落實節水，以共度旱期。【出納組】

11011030 出納組

1. 續發放 110 學年度新生入學獎學金，請導師協助通知班上尚未領
取的學生，每個星期二上午 8:20-12 點前及星期三下午 1:20-3:30 前
攜帶學生證或身分證，至總務處「出納組」親自領取，並請導師
於聯絡簿上抄寫告知家長。
2. 續發放 110 上學期「兄弟姊妹同校獎助金」，請導師協助通知班
上符合領取的學生，每個星期二上午 8:20-12 點前及星期三下午
1:20-3:30 前攜帶學生證或身分證親自至總務處「出納組」領取。
3. 續發放 110 上學期各班「特殊身分學生平安保險費」，請導師協
助通知班上尚未領取的學生，每個星期二上午 8:20-12 點前攜帶學
生證或身分證親自至總務處「出納組」領取。
4. 續發放 110 學年度愛校獎學金，請師長們提醒協助您的孩子，於
每個星期二上午 8:20-12 點前及星期三下午 1:20-3:30 前，親自到「出
納組」領取，要記得帶學生證或身分證。
5. 依據「國教署 110 學年度辦法」辦理，請導師協助轉知有意辦理
「休、退」學生自行負擔學費時程。
第二次月考結束後
110/12/06 起

全額負擔

無退費

109 學年尚未領回支票名單
請各班導師協助轉知班上同學，利用星期二上午及星期三下午時間

「帶證件」把支票領回。
商二甲

曹〇淇

美二乙

胡〇瑜

資一仁

曾〇文

資二仁

張〇瑄

餐二乙

陳〇庭

商二忠

吳〇桓

商一甲

劉〇亭

商一甲

萬〇寧

籃一忠

周〇緯

餐一甲

吳〇綸

多三忠

趙〇謙

資一仁

蔣〇李

餐一乙

陳〇穎

多二忠

黃〇億

服三忠

吳〇忻

美一孝

楊〇汝

餐一乙

張〇霖

籃三忠

彭〇賢

資一仁

黃〇璇

幼三忠

陳〇

餐一乙

簡〇慧

商一乙

吳〇琪

多三忠

蔡〇萱

餐二乙

曾〇怡

餐二愛

文〇惠

美一孝

劉〇薰

商一乙

林〇儀

資一仁

許〇維

美三乙

陳〇穎

餐一乙

潘〇楷

餐商一甲

吳〇綸

資一仁

何〇文

資三仁

章〇妮

籃一忠

李〇威

餐一乙

宋〇杰

資一仁

王〇慧

資三仁

陳〇均

普三忠

吳〇倢

商一甲

杜〇靜

商一孝

蔡〇穎

籃二忠

李〇偉

餐二愛

蘇〇嘉

資一仁

林〇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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籃二忠

林〇騰

藝三忠

周〇柔

籃三忠

美一孝

王〇萍

餐二甲

王〇慧

美一甲

美一乙

多一忠

蔡〇翰

廣一忠

陳〇 瑞

陳〇 安

餐一乙

楊〇 瑄

游〇 瑋

資一仁

吳〇 隆

廣二忠

林〇 潔

黃〇雅

110 學年度上學期每日一句 9/13-9/17
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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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4
撥亂反正：扭轉亂象，歸於正道
How much does it cost? 多少錢?
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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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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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7
木人石心：形容人冷酷無情
I'll have to try that. 我得試試這麼做。

110 學年度上學期每日一句 9/27-10/1
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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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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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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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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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麻木不仁：比喻對事物漠不關心
None of your business! 與你無關!

110 學年度上學期每日一句 10/18-10/22
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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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9
緣木求魚：比喻用錯方法，徒勞無功
That's always the case. 習以為常了。
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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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1
九牛一毛：比喻極大數量中的一小部分
Those are watermelons. 那些是西瓜。
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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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學年度上學期每日一句 10/25-10/29
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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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6
毛遂自薦：比喻自告奮勇，推薦自己
You are a chicken. 你是個膽小鬼。
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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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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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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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學年度上學期每日一句 11/1-11/5
11/1
抱薪救火：比喻用錯方法，而致禍害加深。貶義
He was not a bit tired. 他一點也不累。
11/2
隔岸觀火：比喻事不干己，袖手旁觀，漠不關心
I will be more careful. 我會小心一些的,
11/3
爐火純青：比喻學問、技術、功夫等到達精純完美的境地。褒義
I will never forget it. 我會記著的。
11/4
捲土重來：比喻兵敗後，重組兵力，再次來過
It is just what I need. 這正是我所需要的。
11/5
揮金如土：比喻兵敗後，重組兵力，再次來過
It rather surprised me. 那事使我頗感驚訝。

110 學年度上學期每日一句 11/8-11/12
11/8
金戈鐵馬：形容戰士的雄壯英姿。褒義
Just around the corner. 就在附近。
11/9
金屋藏嬌：比喻男子納妾或有外遇之事
Just for entertainment. 只是為了消遣一下。
11/10
金玉其外，敗絮其中：形容外表美好而內質破敗。貶義
Let bygones be bygones. 過去的,就讓它過去吧。
11/11
金科玉律：形容完善嚴密的法律條文或比喻不可變更的信條
Mother doesn't make up. 媽媽不化妝。
11/12
金蟬脫殼：比喻利用假象藉以脫身
Oh, you are kidding me. 哦, 你別拿我開玩笑了。

110 學年度上學期每日一句 11/29-12/3
11/29
紙醉金迷：比喻奢侈浮華的享樂生活
She has been to school. 她上學去了。
11/30
眾口鑠金：比喻眾口同聲，往往積非成是
Skating is interesting. 滑冰很有趣。
12/1
白雲蒼狗：比喻世事變幻無常
Supper is ready at six. 晚餐六點鐘就好了。
12/2
白駒過隙：比喻時間過得很快
That's a terrific idea! 真是好主意!
12/3
萬紫千紅：形容百花盛開，色彩絢麗的景象或比喻事物豐富而多采多姿 What horrible
weather! 這鬼天氣!

110 學年度上學期每日一句 12/6-12/10
12/6
面紅耳赤：形容人因緊張、焦急、害羞等而滿臉發紅的樣子
Which would you prefer? 你要選哪個?
12/7
慘綠少年：比喻青春年少
Does she like ice cream? 她喜歡吃冰淇淋嗎?
12/8
平步青雲：比喻順利晉升到很高的地位
First come first served. 先到先得。
12/9
青出於藍：比喻弟子勝過老師，或後輩優於前輩。褒義
Great minds think alike. 英雄所見略同。
12/10
青黃不接：比喻有所匱乏，一時難以為繼
He has a sense of humor. 他有幽默感。

110 學年度上學期每日一句 12/13-12/17
12/13
青梅竹馬：指從小就相識的同伴
He is acting an old man. 他正扮演一個老人。
12/14
直搗黃龍：直接進擊敵方都城、巢穴
He is looking for a job. 他正在找工作。
12/15
黃袍加身：指被擁戴為皇帝
He doesn't care about me. 他並不在乎我。
12/16
信口雌黃：比喻不顧事實真相，隨口亂說或妄加批評
I develop films myself. 我自己沖洗照片。
12/17
飛黃騰達：比喻仕途得意，很快到達高位
I felt no regret for it. 對這件事我不覺得後悔。

110 學年度上學期每日一句 12/20-12/24
12/20
赤手空拳：形容沒有一點憑藉
I get up at six o'clock. 我六點起床。
12/21
粉墨登場：化妝登臺演戲或指在某一場合擔任某一腳色
I meet the boss himself. 我見到了老闆本人。
12/22
墨守成規：形容行事保守
I owe you for my dinner. 我欠你晚餐的錢。
12/23
瓜田李下：比喻容易引起懷疑的場合
I really enjoyed myself. 我玩得很開心。
12/24
瓜熟蒂落：比喻時機成熟，事情自然成功
I'm fed up with my work! 我對工作煩死了!

110 學年度上學期每日一句 1/3-1/7
1/3
妙筆生花：比喻文筆美妙，寫作能力極佳
It's no use complaining. 發牢騷沒什麼用。
1/4
走馬看花：比喻粗略、匆促地觀看，不能仔細深入
She's under the weather. 她心情不好。
1/5
柳暗花明：比喻在曲折艱辛之後，忽然絕處逢生，另有一番情景
The child sobbed sadly. 小孩傷心地抽泣著。
1/6
花言巧語：形容虛假而動聽的言語
The rumor had no basis. 那謠言沒有根據。
1/7
曇花一現：人或事物一出現便迅速消失
They praised him highly. 他們大大地表揚了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