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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處發行
一Ｏ六學年度第一學期
發行日期：106 年 12 月 18 日

訊息專欄
學務處
一、 106 學年度第二學期社團轉社時間：106/12/19(二)至 107/01/03(三)止，逾時不候，申請單不可代領，並且 1 人限領 1
張，申請單如有塗改，請憑舊單至學務處訓育組更換新單。
二、 12/20(三)上午第一、二節課舉行高國三年級畢業團照拍攝，請同學務必著指定服裝前往拍攝。
三、 12/22(五)第七節高中部英文競試、第八節國中部數學競試，於原班級教室測驗。
四、 有關生活榮譽競賽秩序表現，國一丁連續在第 14、15、16 週維持前三名，全班給予嘉獎乙次鼓勵。
五、 提醒同學事假應該提前申請，並附相關證明，病假應於上課後 5 日內申請完畢，逾期應填寫補請申請書，相關逾期補
請規定如下，請同學把握於學期結束前完成：
(一) 提出申請本月及前一個月的逾期補請假，依申請節數，予以懲處。
訂定懲罰標準如下：
20 節以內記警告乙次。
21 至 30 節記警告兩次。31 至 40 節記小過乙次。
41 至 50 節記小過兩次。51 節以上記大過乙次。
(二) 提出申請前二個月的逾期補請假，依申請節數，予以懲處。
訂定懲罰標準如下：
20 節以內記警告乙次。
21 至 30 節記小過乙次。31 至 40 節記小過兩次。
41 節以上記大過乙次。
(三) 提出申請前三個月的逾期補請假，依申請節數，予以懲處。
訂定懲罰標準如下：
20 節以內記警告兩次。
21 至 30 節記小過兩次。31 至 40 節記大過乙次。
41 節以上記大過兩次。
六、 電子煙易造成身心傷害及危害校園秩序，目前尚無合法的相關產品，學校基於安全維護立場禁止學生使用上述物品，
請同學勿因一時好奇，觸犯校規。
七、 早自修遲到之規定如下，請同學養成守時觀念，並做好上學車程時間的寬估，準時到校上課。
(一) 早自修遲到如有特殊情況可依請假手續請假。
(二) 一週遲到二次者、每月遲到五次者記警告乙次。
八、 搭學生專車同學請注意,乘座時車上保持安靜，車輛行進禁止嬉鬧及離開座位，下車時務必將車上垃圾帶下車以保持乾
淨。
九、 提醒銷過同學應該留意完成期限，事先規劃好執行時間，避免造成逾時情況發生，原本舊式銷過單應於本學期執行完
畢，下學期將全面使用新式改過遷善輔導紀錄表。
十、 106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十六週生活教育競賽，得獎班級如下：
秩序競賽

第一名

第二名

整潔競賽

高中部

國中部

高中部

國中部

高一乙

國三乙

高一己

國三乙

高一丁

國一甲
國一戊

高一丙
高一丁
高一己
高二丁

國二丙

國二丙

第三名

高二戊

國一丁

高一丙
高二戊

國三甲
國三庚

榮譽班級

高三己

國三丙

高一乙
高三己

-----

輔導工作委員會
1. 教育部 107 年度『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案』高三學生參與意願調查
(1) 填報時間為 106 年 12 月 11 日至 25 日。
(2) 有意參加此方案的同學請至填報系統網址：https://young.cloud.ncnu.edu.tw/
(3) 選擇縣市、就讀學校，並輸入身分證字號及預設密碼（出生年月日）。
(4) 有意願學生填寫完畢，下載並列印意願調查表，請家長（法定代理人）簽名後，務必於 106 年 12 月 25 日中午之前交
繳至輔導室。
2. 弘光科技大學運動休閒系將辦理「溪谷戶外生態探索體驗」活動
(1) 研習會日期/地點：107 年 1 月 7 日(日)苗栗泰安汶水溪水雲瀑布。
(2) 對象：高三學生。
(3) 報名人數：40 人(每校最多報名 5 人)。
(4) 費用：全程免費(提供實作器材、餐點)。
(5) 相關活動訊息及報名請至官網 https://goo.gl/forms/kkToISrLb1fVglt22
3. 國立宜蘭大學生物技術與動物科學系舉辦高中生寒假營隊「生動營隊生 Ya 動物園」
(1) 活動時間：107 年 1 月 31 日 (三) 至 2 月 2 日 (五)。
(2) 地點：國立宜蘭大學生物資源學院、宜蘭畜產試驗所。
(3) 活動網址：https:/bas9228.wixsite.com/106bas

品德教育宣導
轉載自遠東人 2014 年 06 月號網站

你跟上節能減碳的腳步了嗎？

環保愛地球，從你我開始！

近年「綠色」意識抬頭，節能減碳成為全民重要的課題，不只消費大眾，企業也在環保節能的潮流下，致力研發綠色產品與服務，希望為環境盡
一份心力。但是，您認識「環保」、「節能」標章嗎？您知道臺灣主要供電來自核能、火力還是水力？「世界環保日」是哪一天？民眾對於環保的
態度又是如何呢？
GO survey 市調網於 2014 年 4 月份，針對 HAPPY GO 卡友進行「節能環保行為」調查，總回收樣本為 2,280 份，抽樣誤差為±2.1。現在，讓我們
一起來瞭解卡友／民眾對於環保的認知、了解，以及「愛地球」的態度與行動！

 環境保護標章及標誌，認知度 7 成
為配合永續利用、環境保護，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經濟部水利署等機構，都設計了一系列環保相關的標章和標誌，方便民眾辨示、認知。根
據調查結果顯示，整體標章／標誌平均認知度約 7 成，其中以經濟部水利署的「省水標章」認知度最高（86.6%）；而代表資源循環再利用的
「回收標誌」也有高達 8 成以上的辨識度。
辨識度最低的是「垃圾強制分類」標誌，僅一半的民眾（52.1%）能夠正確認知「垃圾強制分類」標誌，將垃圾分類為「資源垃圾」、「廚餘」
與「一般垃圾」
，分別送至資源回收車、垃圾車加掛之廚餘回收桶及垃圾車。未來再看到這個標誌，千萬別忘記，提醒自己做好垃圾分類的好
習慣喔！

 保護北極熊，不能只有關燈
為了保護環境，您做過哪些節能環保行動呢？調查結果顯示，高達 73.1%的受訪者都能確實「隨手關燈」
，其次則是做到「垃圾分類」
（70.5%），
以及相關的「自備行動」，例如：自備購物袋（66.5%）、環保杯（61.9%）、餐具（57.5%）……等環保行為。
此外，您知道爬樓梯也能做環保嗎？根據調查結果，7 成 8 的民眾，3～5 樓之間會選擇搭乘電梯；6 樓以上才搭乘電梯的則僅約 13.0%。實際
上，少坐電梯除了能夠節能省電，自己多爬樓梯更能達到健康升級的功效呢！

 臺灣以「火力」發電為主，不是「核能」
除了標章、標誌的辨識之外，本次調查亦針對日常生活中的環保小常識進行詢問。其中，超過 8 成的民眾知道 1997 年簽訂的「京都議定書（Kyoto
Protocol）」
，主要內容是「討論與規範未來溫室氣體減量目標」
。77.5%的民眾知道，目前全世界消耗量最大的能源是「石油」
，也因此缺油危
機是未來全球可能面臨的問題；另外，75.5%的民眾了解，造成酸雨的主要污染源是二氧化碳，然而，民眾最不清楚的是臺灣各能源的發電比
例。調查發現，僅 36.4%知道目前臺灣以「火力」發電為主，將近 6 成的民眾誤以為是「核能」。事實上，根據臺灣電力公司 2013 年度永續
報告書統計結果顯示，臺灣目前「火力」發電裝置容量佔約 54.0%，「核能」僅佔 12.6%。

 綠色消費請「減量、再用、回收、再生、拒買」
此次調查也發現，64.9%的民眾認識環保標章，但知道標章意義的僅約 18.1%。事實上，「環保標章」的設計，是以一片綠色樹葉包覆著的地
球，表示純淨、不受污染，同時也象徵「可回收、低污染、省資源」的環保理念。
事實上，保護環境，也能從自身消費開始做起，21.3%的民眾能夠正確認知「綠色消費 5R」
，意即「Reduce（減量）
、Reuse（再用）
、Recycle
（回收）、Regenerate（再生）、Refuse（拒買）」，消費時，堅守 5R 原則，不但能夠健康消費，還能確實做環保。

 做環保，可以不只在這些節日
全球為了宣傳、響應各類環保議題，制定了許多有關節能、環境保護的節日。所謂的「世界環境日」最早是由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UNEP）於 1972 年 6 月 5 日建議保護環境的宣傳活動，也因此從 1974 年開始，每年 6 月 5 日會有一個「世界環境日」

活動，宣傳保護環境、改善人類環境的重要性，透過本次調查發現，正確知道的僅約 11.4%。
其他有關環保的紀念日包括：每年 3 月 22 日為提高公眾對於開發、保護水資源認識的「世界水日」
、每年 3 月 31 日是關燈一小時減碳愛地球
的「地球關燈日」，而 4 月 22 日是「世界地球日」。

 民眾習慣「便利」才做環保
環保常識之外，民眾對於「做環保」的態度又是如何呢？本次針對 15 題有關環保行動與態度的問題進行詢問，題目包括：
「是否會回收空瓶、
重複用紙、垃圾分類、平時主動注意環保新聞、參與環保活動、購買綠色／節能商品……等」
。經統計集群分析顯示，可依環保態度分為三大
群，分別是：「便利環保群」、「守護環保群」、「經濟環保群」。
其中以「便利環保群」的比例最多（52.9%），主要是女性、居住北部，大多為中高階主管。平時雖然會從事環保行為，但偏好「便利性」高
的環保行為，例如：隨手關燈、重複用紙，但不主動接觸有關環保的報導或訊息，購買商品也不太留意是否具有環保、節能標章，對於需要
花錢做環保的意願較低。
還有一群積極主動「守護環保」的民眾（40.5%），除了勤做環保，也有回收空瓶罐、垃圾，以及重覆使用紙張的好習慣，對於環保的主動意
識也相當高；擔心能源耗竭，購物會留意相關標章、甚至願意參與環保活動、捐錢給環保團體或多付錢購買綠色商品，這群多半是 40 歲以上
的女性、已婚有小孩，不但關懷地球，且身體力行。
另外有 6.6%的民眾，對於環保的態度較為漠視，特別是對於花錢做環保排斥度高，可謂是「經濟環保群」的民眾，較少主動從事環保行動，
且認為環境保護應由「政府、企業」帶頭做起；其中以男性、25 歲以下藍領居多。
進一步來看，民眾為了節能環保，實際曾購買過哪些綠色商品？超過 6 成以上的民眾，曾選購具節能、環保、綠色特性的「大型家電」
。其次，
則是購買節能燈泡等更換率較高的「耗材商品」
（51.1%）
，而「小型家電」
（包括：節能電風扇、省電吹風機……等）
，也有 48.6%的民眾曾購
買過。
2014 年 6 月 5 日的「世界環境日」年度主題為「Raise Your Voice, Not the Sea Level」，即「提高你的呼聲，而不是海平面」！身為地球
的居民，保護環境不僅是行動，更是一種責任，當我們使用、耗費資源的同時，也應該提醒自己為地球節能減碳，才能讓環境生生不息。相
信除了隨手關燈、垃圾分類外，我們還能力行「環保知識生活化」，讓地球的生態更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