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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導師利用班會宣導，並請班長於班級張貼公告 

                                    

班會通報 

健康防疫 
落實防疫政策 保持社交距離 

在密閉空間或無法維持社交距離，務必佩戴口罩。 

(一)為貫徹防疫新生活，全體教職員工生於室內外無法維持社交距離者(室外 1 公尺、室內 1.5 公

尺)，請佩戴口罩。 

(二)若巡堂發現未依防疫規定落實佩戴口罩的班級，將停止供應冷氣半天。 

(三)教室使用冷氣，請於教室靠走廊側開一氣窗，以保持空氣流通。 

量體溫政策：請各班每日於早自修完成量測，並記錄在紀錄表上，每週五派員送至

健康中心彙整，若體溫有異常同學當日請立即至健康中心複檢。 

生活常規 
國家防災日地震避難防災演練暨校車上逃生演練宣導： 

  為利全校教職員生於地震或特殊狀況下，熟悉避難巡散路線及要領，將於 9月配合全國各級學校共同實

施國家防災日地震避難防災演練，時間區分預演及正式演練 2次，相關逃生路線圖於各部導報發放導師

協助回班宣導，請同學屆時認真配合演練，熟悉防災疏散動線。 

 (一)地震疏散演練時間： 
1.正式演練：109 年 9 月 21 日（一）9:15 開始演練。 
2.集合地點： 
(1)明遠樓、明謹樓、操場上課班級：請疏散至中正台前操場集合。 
(2)明道樓、明誠樓、明仁樓、明智樓、輸智樓、蠡海樓上課班級：請疏散至升旗集合場集合。 
(3)二校區上課班級：請於二校區明衡樓旁籃球場集合。 

(二)注意事項： 

1.主任教官透過廣播系統下達防災演練狀況，全校師生實施 1 分鐘就地避難掩護動作（狀況下達

當下，請作到開門、關閉電燈及請同學蹲下掩護頭部並保持靜肅），1分鐘後由主任教官下達疏

散指令後，由導師引導，請同學手拿書包掩護頭部，迅速疏散至集合地點，離開大樓時，並快

步向進，勿邊走邊聊天或嘻鬧，以免影響樓層疏散速度及危安，到達位置後，應立即完成人員

清查，並填寫清點人數結果於清點單上，導師簽名後，風紀或代理人負責交回前方生輔人員(教

官、生輔老師、或部生輔長)。 

2.請各班確認平時班上廣播系統聲音是否正常，若有問題請向學務處生輔組反應，以利廣播聲音

可確實傳達。 

3.演練全程均安排評分，請同學確實實作，以熟悉防災逃生處置方式。 

(三)校車上逃生演練時間：109 年 9 月 18 日(五)17:10-17:30 

      校車上逃生疏散演練，主要有逃生影片觀看、擊破器及滅火器使用、逃生門使用等，請同學配合校

車司機的說明實施演練。 

住宿申請宣導：住宿可以節省通勤時間及更有效率規劃在校學習及活動，根據統計結果顯示，做好時間
規劃及管理，是增進學習成果的不二法門，希望增加自主學習及彈性活動時間同學，不分居住地遠近皆
可申請住宿。(目前床位：高中高職女生：13、國中男生:10、高中高職男生:10)，申請後即可入住。 
申請路徑：首頁/學生/學生宿舍(畫面中間位置)/住宿生系統，填入學號及身分證字號，填寫申請表

按列印後，經家長及導師簽名後送教官室即可。 
網址：http://asp.mingdao.edu.tw/dorm/inv/index.htm 

搭乘校車，請確實依分配位置就座： 

(一)請同學搭乘校車確實依分配位置就座，不可坐在他人位置，不可習以為常，若仍不按規定座位就坐，

經登記或接到反應將予以處分。  

(二)請同學在校車上勿隨意走動，並注意車上講話音量，以維護所有搭車同學安靜的搭車權益。 

(三)未申請搭乘校車，請勿違規搭乘。 

(四)依疫情指揮中心規定，密閉空間一律配戴口罩，違反者不得上車。 

(五)違反以上情形，依本校校車乘車規定可處警告 1次至小過 1次處分，請同學確實遵守。 

班級門禁應落實管制：請各班應確實作好門禁管制，室外課或放學後，務必將班級門窗、電源確實關閉上

鎖，個人貴重物品應妥善保管，負責門禁卡同學，卡片不可任意借其他同學使用，善盡導師指派之任務。 

班級加扣分：  

(一)9 月 8 日朝會集合迅速班級如下，加分如下，以資鼓勵。 

國中部
國一 1加 0.6 分；國一 3、6、7、8、13、16 等加 0.5 分；國一 2、9、10、11 等加 0.4 分；
國一 4、5、15、17、19、20 等加 0.3 分。 
國二 3、5、8、9、11 等加 0.6 分；國二 12、17 加 0.5 分；國二 6、10、13 等加 0.4 分；國
二 1、2、7、14、15、16 等加 0.3 分。 
國三 3、5、8、10 等加 0.6 分；國三 17、19、20 等加 0.5 分；國三 1、6、7、11、12、18
等加 0.4 分；國三 2、4、9、13、14、15、16 加 0.3 分。 

高中部
高一3、5加0.6分；高一7、8、11加0.5分；高一1、2、4加0.4分；高一6、9、10、12加0.3分。
高二5、10加0.6分；高二1、2、4加0.5分；高二7、9、12加0.4分；高二3、6、8、11加0.3分。 
高三3、7加0.6分；高三5、9加0.5分；綜三2、3加0.4分；綜三1、4、高三、6、8加0.3分。 

綜高部
觀一 1、餐一 1、2、3、英一 1、2 加 0.6 分；美一 1、商一 1、2、資一 1 加 0.5 分；商一 3、
訊一 1、美一 2、子一 2 各加 0.4 分；廣一 1、3、子一 1各加 0.3 分。 
餐二 3、英二 1、2加 0.6 分；觀二 1、餐二 2、商二 3、廣二 2、3加 0.5 分；餐二 1、廣二
1、子二 1、2 加 0.4 分；資二 1、商二 1加 0.3 分。 
商三 2、資三 1加 0.6 分；訊三 1、餐三 1、3加 0.5 分；商三 1、3、觀三 1加 0.4 分；美三
1、廣三 1、英三 1、餐三 2加 0.3 分。 

國際部 1103 加 0.5 分；701 加 0.4 分；702、901、902、1001、1002 加 0.3 分 

(二)9 月 11 日職一沃土計畫經驗傳承活動，集合迅速且秩序良好班級計有：餐一 1、2、觀一 1、英一 2、

訊一 2、資一 1、美一 2 等班級各加 0.5 分，以資鼓勵。 

(三)外堂課門窗、電源未落實管制上鎖班級：9 月 7日高三 10(第 2 節)、國三 8(第 3 節)、國二 14、高一

1、高二 11 (第 4 節)、國一 8 (第 5 節)、國三 19 、國二 2、12(第 6 節)、高一 7、國一 15 (第 7 節)；

9 月 8日國一 13、14、高二 11 (第 2 節)、高三 1(第 7 節)；9 月 9日訊一 2(第 3 節)、國二 14(第 7

節)、9 月 10 日國二 9、15、16、17(第 3 節)；9 月 11 日國二 8(第 2 節)、國一 14、15(第 3 節)、國

一 3、14、15(第 6 節)，以上班級各扣 0.3 分予以警愓。 

(四)放學後未於 17:30 關閉教室，仍逗留教室經門禁系統通報班級：9 月 7日訊三 2、3、高二 11；9 月 8

日廣二 2、訊三 3、高三 10、國三 8、國三 19；9 月 9 日商三 1、訊二 1、高二 4、高三 8、國三 19；

9 月 10 日餐二 2、美二 2、訊二 1、廣二 3、高二 11、綜三 2、國二 7；9 月 11 日廣二 2、訊三 1、餐

三 1、子二 1、高二 6、11 等班級各扣 0.3 分，請確實遵守門禁管制時間。 

班會記錄：請各班學藝股長負責班上班會記錄填報事宜，於每週召開班會課後按時登錄記錄，填報完成

後請提醒導師線上審核。填報路徑：進入班級事務系統／學藝股長／班會記錄。 

※上週班會記錄「未填報」或「週次/日期有誤」等統計情形。(統計至 9 月 15 日 13：30 止) 

未  填  報 

國一 4.6.8.11.12.14.19   國二 13.18  國三 4.9.11.13.14.19 
高三 2.6.9.10   高二 11     高一 10   綜三 4 
餐二 1.廣二 2.美三 2   職一沃土分享經驗傳承未開班會 
美三 2.3  國際 701.702.802.902.1001.1002.1102.1103.1201.1202 

週次/日期有誤 高一 8.高二 5 

訊息專欄 
教師節慶祝大會日期：訂於 9月 28 日(一)舉辦朝會升旗典禮∼教師節朝會慶祝大會。 

明道中學 2021 級 畢業主題 甄選辦法 

(一)參加對象：三年級(2021 級)畢業班級 

(二)投稿方式及日期：網路報名自即日起至 10 月 2 日(五)止，上學校班級事務系統「線上資料調查系統」

- 「2021 級畢業主題徵選」以班為單位完成報名，每班皆需投稿。 

(三)甄選流程及評審項目：分為初選及畢業生票選兩階段。 

1.初選︰由主辦單位聘請老師，評選最佳前 5名進入第二階段 

第三週
學務處發行

一Ｏ九學年度第一學期
發行日期：109 年 9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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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導師利用班會宣導，並請班長於班級張貼公告 

主題：10 字內、中英皆可 

主題意象說明：200 字內，請說明畢業主題對當屆畢業生及明道有何特殊意義、紀念性、回憶。 

2.三年級同學於班會課時票選，日期另訂。 

(四)獎勵方式：班級第一名 7-11 禮券 3000 元、第二名 7-11 禮券 2000 元、第三名 7-11 禮券 1000 元，以

上各取ㄧ名；佳作共取二名， 7-11 禮券 500 元(主辦單位得依投稿水準保留獎項) 

(五)詳細辦法請參閱網頁公告。 

109學年度教師節慶祝活動∼【校園大聲公之老師偶愛泥】：實施計劃發至各班，由各班班長領導，以

班級為單位，利用班級集會時間共同討論希望獻給導師先生的感言，以書面方式填寫完成後，於9月17日(四)

中午前，送交學務處訓育組。學務處將於朝會教師節慶大會中舉行「校園大聲公之老師偶愛泥」活動，

於抽獎箱中隨機抽出四部各1個班級，並由該班朗誦代表同學上台唸出謝師感恩文，公開獻給該班的導

師先生，其他未抽到的班級祝福感言，亦將由學務處統一公告。 

【明道之星選秀大賽】： 

(一)比賽項目：原創音樂組、翻唱組、多元組(（舞蹈、口技、模仿……等）。【詳情請參閱比賽辦法】 

(二)初賽：8 月 24 日(一)∼9月 27 日(日) ，上傳影片，三組一同評比，共取 20-24 組進入複賽。 

(三)複賽：10 月 7 日(三) 福來廳，三組一同評比，共取前 12 強進入總決賽。 

(四)總決賽：10 月 17 日(六)校慶當天於明倫堂。 

教室日誌：請各班學藝股長，負責每日據實填報課堂事宜，填報完成後請提醒導師線上審核。填報路徑：

進入班級事務系統／學藝股長／教室日誌填寫。 

【輔導處活動日程公告】 

活動日期 活動時間 活動名稱 活動地點 參加年級/對象

109/09/24 第 5、6 節 國二職涯試探課程 各班教室 國二 11-15 班 

【文創處活動訊息】 

一、109 學年度「明道文學獎」已開始徵稿，歡迎各位同學踴躍上「明道文藝」網站投稿！ 

二、10 月 16 日(五)第 5-6 節於明志廳舉辦《尋找 1920》紀錄片欣賞暨座談會，邀請李崗監製、許明淳導

演擔任座談嘉賓。歡迎有興趣的同學上【班級事務系統】報名！ 

三、109 學年度上學期「中檢到校考」報名統計表已發放至各班班櫃，請同學詳閱簽名確認。若需補報名

者，請於 9月 20 日前至[班級事務系統]-[109 上 CWT 全民中檢自由報考【補報名】]，逾時不候！    
四、【閱讀心得寫作比賽校內初審投稿】109(上)全國高中閱讀心得寫作比賽，校內初審開始，至9月 28日

(一)中午 12:00 截止 

1.參賽部別：以高職部、國際部 10∼12 年級為原則。 

2.校內初審投稿入徑：班級事務線上管理平台→線上資料調查系統→校內初審：109(上)全國高中閱

讀心得寫作比賽(請將作品轉成 pdf 檔後上傳)。 

3.文創處將於 9月 30 日前以紙本或 Email 通知全部參賽者，請同學務必再到中學生網站註冊與投稿

才算完成參賽手續喔！(中學生網站投稿 10 月 10 日(六)中午 12：00 截止投稿) 

4.未參加校內初審者，恕不受理全國賽(中學生網站)投稿。 

五、【小論文比賽校內初審投稿】109(上)全國高中小論文寫作比賽，校內初審開始，至 9月 28 日(一)

中午 12:00 截止 
1.參賽部別：以高中部/綜三為原則。 
2.校內初審投稿入徑：班級事務線上管理平台→線上資料調查系統→校內初審：109(上) 全國高中小

論文寫作比賽校內初審。 
3.10 月 5 日(一)前以紙本或 Email 通知全部參賽者，儘速至中學生網站註冊與投稿才算完成參賽手

續喔！(中學生網站投稿 10 月 15 日(四)中午 12：00 截止) 
4.未參加校內初審者，恕不受理全國賽(中學生網站)投稿。 

環保專欄 
提昇環境整潔優良品質_第四週重點檢查項目 
貫徹落實整潔教育在日常生活中身體力行，為維護校園環境而努力，共創舒適的生活環境。 

週次 教室、走廊、樓梯、廁所   共同重點檢查項目 廁所重點檢查項目 

4 天花板、消防栓/滅火器、洗手台、飲水機 拖把槽 

※ 請各班確實做好環境整潔維護。 

幹部會報 
時   間 9月24日(四) 7:50 
與會股長 服務股長 
與會年級 全校一、二年級 
地    點 鐵 梅 廳 

服務股長第二週會報未出席班級 

為落實環境整潔維護、加強環境資源保護，每週四早修時段定期舉行幹部會報，雙週次為服務股長、

單週次為惜福股長，請各班相關幹部務必出席會報活動，第二週 9 月 10 日未如期參加班級如下表： 
(以下各班請至學務處環保組閱讀會報記錄) 

服務股長 9月10日(四) 7:50 會報未到 

未到班級 高一 1.   國一 10 

共同維護校園整潔‧為明道環境盡一分心力：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別認為隨意丟棄一

張小小的垃圾，不會釀成什麼大錯，環境整潔維護需要同學們共同的努力，因此同學們在致力於垃圾

分類及資源回收的同時，在校園中看到垃圾，也能有順手將垃圾拾起帶走的素養習慣，舉手之勞做環

保，明道的美需要大家的合作才能永續，讓我們努力打造一個垃圾不落地之乾淨校園。敬請各班掌握

時效，做好校園環境打掃工作(含教室及公區)，早修請於 7:50 前完成，午間請於 12:50 前完成，班級

垃圾傾倒及分類回收工作亦請於 13:00 前完成，逾時將會影響班級生活教育競賽整潔評分結果。 

廁所美化佈置及小海報競賽 10 月 12 日起開始評分：負責廁所整潔維護班級，請於 10 月 8 日(四)前儘

速完成廁所美化佈置及小海報繪製，並將繪製好之小海報自行放置於廁所外之課表框內。第 7 週 10 月

12 日(一)起開始進行廁所美化及小海報評比；廁所整潔另統計每月之成績，列為生活教育月成績競賽，

請各班把握時間爭取班級榮譽。 

為避免每日早修、午休時段，教室整潔評比人員進入教室影響學生秩序，請各班導師准予教室後門保持

開啟狀態。如有必要關門，也請保持後門小窗可供透視，以免造成評分困擾！  

明道中學 109 學年度第一學期 一年級健康檢查通知 
各位敬愛的老師您好！學務處環保組關心同學的健康，特於 9月 21 日(一)~9 月 23 日 (三)舉辦新

生健康檢查，希望藉此確實做好個人健康維護。每班接受檢查的時間約為 50 分鐘，造成導師及任課老
師不便之處，敬請原諒。 

(一)時間：9月 21 日(一)8:25~16:15 ~ 9 月 23 日(三)8:25~16:15，各班受檢時間請查閱健康檢查日程表。 

(二)地點：明遠大樓一樓鐵梅廳大廳、二樓福來廳。 

(三)對象：一年級新生 

(四)項目：一樓鐵梅廳─報到/收尿液檢體身高/體重血壓視力 

二樓福來廳─聽力腰圍血液檢查(血液常規檢查、血糖、肝功能、腎功能、膽功能、

心臟功能、血脂肪、B型肝炎)耳鏡醫師理學檢查(醫師問診、胸部、耳鼻喉、口腔、脊

柱四肢、皮膚)泌尿生殖檢查收回表單，領取 X光單胸部 X光檢查 

(五)注意事項： 

1.請各班依表訂時間準時到明遠大樓一樓鐵梅廳大廳受檢，以利當天檢查之進行。 

2.受檢班級欲離席時請服務股長告知任課老師，並請該堂課任課老師隨班督導，離開教室時請注意

班級秩序；檢查完成後，以班為單位安靜迅速回教室上課，請勿逗留及喧嘩，以免影響其他班級

上課。 

3.請聽從醫務人員指導，勿擅自個人行動，以利檢查進行之流暢。 

4.為求檢查之準確性，以下檢查注意事項請各位同學配合： 

女同學受檢當天若遇生理期間，請事先告知醫護人員。 

醫師問診時，應先告知身體有感異狀之部位，對於醫師之問診，應據實回答。 

尿液檢查請採取中段尿液，較為準確。 

5.在健康檢查過程中，身體狀況有任何不適，如：頭暈、噁心等…請馬上告知護理人員。 

6.為落實品德教育深耕的精神，並養成學生良好生活習慣，各班健康檢查準時集合完畢、班級秩序

良好、尿液準時送檢之班級，生活教育競賽之精神項目將予以加分鼓勵。 

7.防疫期間健康檢查時請全程佩戴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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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道中學 109 學年度第一學期 一年級健康檢查日程表 

節次 時間 9/21(星期一) 9/22(星期二) 9/23(星期三) 

領取尿瓶 班級 第一∼四節受檢班級 第一∼四節受檢班級 第一∼四節受檢班級 

時間/地點 7:35／學務處 7:35／學務處 7:35／學務處 

一 
8:25~9:15 國一 1‧國一 2 國一 19‧國一 20 訊一 2‧訊一 1 

8:35~9:15 國一 3 資一 1‧  

二 
9:25~10:15 國一 4‧國一 5 商一 1‧商一 2 美一 2‧子一 1 

9:35~10:15 國一 7 商一 3  

三 
10:25~11:15 國一 6‧國一 8 英一 2‧觀一 1 子一 2‧高一 1 

10:35~11:15 國一 10  高一 3 

四 
11:25~12:10 

國際 1001‧1002 
國一 11 

廣一 2‧餐一 3 高一 2‧高一 5 

11:35~12:10 補檢 補檢 補檢 

領取尿瓶 班級 第五∼七節受檢班級 第五∼七節受檢班級 第五∼七節受檢班級 

時間/地點 12:10／學務處 12:10／學務處 12:10／學務處 

五 
13:25~14:15 國一 9‧國際 701‧702 餐一 1‧廣一 1 高一 4‧高一 7 

13:35~14:15 國一 12  高一 9 

六 
14:25~15:15 國一 13‧國一 14 英一 1‧餐一 2 高一 6‧高一 10 

14:35~15:15 國一 15  高一 11 

七 
15:25~16:15 國一 16‧國一 17 廣一 3‧美一 1 高一 8‧高一 12 

15:35~16:15 國一 18   

八 16:25~17:10    

附註：未能如期受檢同學，請持補檢通知單按規定時間前往鐵梅廳完成補檢。 

健康專欄 

流感預防: 

1.流感和一般感冒有什麼不一樣？ 

感冒的致病原包含多達數百種不同的病毒，與流感是由感染流感病毒引起不同。一般而言，流感

的症狀較一般感冒來得嚴重，容易出現明顯的全身無力、頭痛、發燒，通常症狀發作較突然，痊癒

的時間也比一般感冒長，需一個星期到幾個星期才能完全恢復，而且容易引起併發症(如肺炎、腦炎、

心肌炎等)，甚至導致死亡。所以若出現「一燒(發燒)」、「二痛(頭痛、明顯肌肉酸痛)」、「三疲

倦」就須警覺是流感。 

2.預防流感，除打流感疫苗，還有哪些方法呢？ 

雖然接種流感疫苗是預防流感最有效的方法，仍應注意保健措施才能確保健康。特別是冬天天氣

冷或夏天開冷氣，家家戶戶門窗緊閉，使得空氣不易流通，流感病毒又為飛沫傳染，只要家裡有人

感染流感，出現打噴嚏、咳嗽等現象，就容易將流感傳播給家人；同理，在密閉的大眾運輸工具，

如捷運、公車或是電影院內，也容易傳播流感，所以應保持室內空氣流通，公共場所應有通風設備，

若有打噴嚏、咳嗽等症狀發生，最好戴上口罩，既能保護自己，又能避免傳染給別人。 

建議注意個人衛生習慣、呼吸道衛生及咳嗽禮節，平時養成勤洗手，咳嗽或打噴嚏後應立即洗手，

有呼吸道症狀者戴口罩，以及注意打噴嚏時用衛生紙、手帕或用衣袖遮住口鼻，使用後之衛生紙要

丟至垃圾桶，與其他人交談時儘量保持適當距離，如出現症狀應儘速就近就醫，生病在家休養，不

上班、不上課等，這些習慣若能於平時推動並落實，均有助於降低流感的傳播。 

                                                              資料來源:衛福部 
校園大事 
賀!本校學生參加由搶救國文教育聯盟舉辦之 109 年度第六屆全國高級中等學校「與經典同行，與聖賢

為友」古詩詞曲文吟唱暨古文背誦比賽榮獲佳績。 

一、古詩詞曲文吟唱 團體組 榮獲複賽特優與決賽第一名 

高二 4 康以縉、王俐禾、洪熏蔚、鍾岳蓁、曾韋婷、 

高二 6 吳妍凌、唐肇鴻、高二 7 李品寰、 

高二 5 王順楷、蔡禪鵑、高二 11 莊杰、 

高二 12 王資雯、黃廷豐、賴郁佳、楊喨宇 

二、古文背誦 個人組 

高三 5 廖可瑄 榮獲複賽特優、決賽第六名 

高三 5 楊雅媛、沈尚立 榮獲複賽優等 

藝文活動 

VOX 玩聲樂團演出：9 月 24日(四)下午第六、七節國三、國際 9年級綜合活動時間，學務處特地邀請【VOX

玩聲樂團】到校演出，歡迎全校師生前往觀賞。 

用簡單的人聲 打造不簡單的夢想 

以不簡單的堅持 唱著簡單的初衷 

【樂團介紹】： 

成立於 2012 年，入圍第 25 屆金曲獎 最佳演唱

組合；獲得台灣重唱大賽金牌冠軍（最佳演唱、最

佳爵士、最佳人聲打擊）；獲得中國蜂巢獎最佳專輯

錄製、美國 CARA 年度單曲入選。多次受邀於國內外

舞台，曲風可以經典、可以流行；無論是細膩的和

聲或是搖滾節奏，都是玩聲樂團的舞台魅力，完全

展現「人聲無極限」。 

2018 年底，剛舉辦完原創演唱會。2019 年 6

月即將代表亞洲遠赴南非，受邀參加世界阿卡貝拉藝術節演出；同年於於香港人聲藝術節也列席海外

邀演團隊之一。我們希望更多的人一起分享這份『屬於台灣』的光彩！ 

VOX 玩聲樂團五位男聲：宜勳、順智、祈中、洲洲、大為，將透過與同學們更近距離的接觸，分享

在音樂這條路上的追求、夢想、挫折、與成功。也將玩聲在這段時間來，海內外的演出經驗，透過座

談的方式、更直接的表達、交流，用歌曲詮釋自我。鼓勵同學們，不要放棄任何的可能！「機會」可

能在下一個休止符出現之前，就來臨了！ 

各項宣導 

反霸凌宣導： 

(一)同學，如果你在校內、班上或者是校外，遭到無端的霸凌欺負，或者是有同學利用網路散佈讓你不

舒服的事情來攻訐你，你有以下幾個可以請求協助的方式： 
1.請立刻連絡導師。 
2.請立刻連絡生輔組：04-23341119。 
3.請寫 E-MAIL 告知：kckc1021@ms.mingdao.edu.tw。 

(二)為強化防制霸凌工作，教育部設立「反霸凌申訴專線電話：0800-200-885」、台中市設置反霸凌申

訴專線：0800-580-995（無霸凌救救我），請同學們確實牢記。 

(三)霸凌法律刑責： 

依少年事件處理法規定，12 歲以上 18 歲未滿之人，得視案件性質依規定課予刑責或保護處分；刑

責如下： 

 

1.恐嚇依刑法第 305 條，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於安全

者，處 2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3 百元以下罰金。 

2.依刑法第 346 條，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恐嚇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

處 6 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1 千元以下罰金。其獲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

人得之者，亦同。未遂犯亦處罰之。 

3.涉及身心虐待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97 條第 1 項，處新臺幣 6 萬元以上 30 萬元以

下罰鍰，並公告其姓名。 

4.侵害人格權之非財產上損害賠償：依民法 195 條第 1 項，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

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

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其名譽被侵害者，並得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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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讀共想 
★每週一文全校共讀共想，本週文章：貝魯特碼頭12號倉庫：大爆炸前後...黎巴嫩全面墜落的「官僚黑洞」 
★每週五發佈文章於明道學 APP 的「共讀共想」，每週班會課時，導師帶領同學在班上進行討論，也鼓勵
同學閱讀文章後，前往「KEEP 讀 ING」進行認證及「明道文藝數位版」投稿心得。 

貝魯特碼頭 12 號倉庫：大爆炸前後...黎巴嫩全面墜落的「官僚黑洞」 

2020/08/15 轉角說          主持人／編輯鎮宏、糖蜜 

「那段時間、這個國家...究竟發生什麼事？」8

月 4 日發生的「貝魯特大爆炸」至今已過了一個多

禮拜。在這段期間，不僅海關署曝光本次引爆悲劇、

囤放在港口倉庫近 7 年的硝酸銨，事實上其危險情

況早已為政府高層所知，並且透過現場目擊者，以

及前去救援的消防單位負責人的說法，直指在接獲

通報到發生大爆炸前的「關鍵 13 分鐘」，現場港口

官員不但不見蹤影，且無人告知起火地點與危險警

告，才使得消防隊員錯失救援時間，並讓貝魯特最

終走向大爆炸悲劇。 

爆炸後，官方以究責為名軟禁了大批海關與港口

官員，甚至邀請法國國家憲兵派出鑑識團隊入駐，「因為我們已毫無立場取信於人民。」。種種爭議作為，

陸續出現在眾人眼前，引發黎巴嫩的民怨四起，示威者紛紛走上街頭要求改革貪腐的政府領導階層；同時，

在國際上——法國總統馬克宏以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等——也向黎巴嫩政壇施壓，於是在國內外

的壓力之下，總理迪亞布於 8月 10 日宣布內閣總辭職。 

然而內閣總辭的背後——如同黎巴嫩人民的憎恨與懷疑——根本於事無補，甚至只是逃避責任的虛晃

一招。因為光是上一次國會大選，黎巴嫩就因故「推遲了整整 8 年」，而當前政壇氣氛與派系猜忌，更是

幾乎不可能重啟選舉；馬克宏與國際社會高聲疾呼的「政治改革」，在黎巴嫩政壇的各自解讀中，也成為

了各方陰謀的權力算計。 

但貝魯特接下來該怎麼重建？黎巴嫩內部的惡鬥宿命，能不能因為悲劇而出現改變的轉機？而摧毀城

市的這場大爆炸，在各部會推卸責任的「7 年怠慢」，與通報火警的「黑洞 13 分鐘」內，貝魯特究竟是發

生了什麼事？ 

從囤放到爆炸，發生什麼事？ 

在 8月 4 日下午，黎巴嫩首都貝魯特發生了死傷慘重的爆炸事件，造成 200 多人死亡，超過 6,000 人

受傷，目前警消已停止搜救工作。在事件發生過後，官方隨即以「公安意外」說明事發原因——港口囤放

7 年以上、2,750 噸的硝酸銨起火燃燒，進而產生兩波劇烈的爆炸——然而，硝酸銨從何而來？為何會長

年囤放在貝魯特港口的倉庫？ 

這批硝酸銨由隸屬俄羅斯商人的貨輪、航行超過 30 年的 MV Rhosus 載運。原本在 2013 年 9 月從喬

治亞出發後，預計會將船上貨物運往莫三比克進行交易。但是，卻在穿越地中海東部、經過黎巴嫩途中，

遭遇了「技術問題」而被迫停靠在貝魯特港，並由港口官員檢查後被禁止航行。根據船員說法，由於船隻

需要增添機械貨物，卻因為船隻老舊、機械過重等原因而無法裝載，在船東不願支付停靠費用、罰金，進

而「棄船」的情況下，貨物與部分船員都被遺留在貝魯特。 

儘管在打官司後船員已陸續返國，且 2,750 噸硝酸銨也在官方同意下，於 2014 年移到了本次的事發

地點、位於糧倉旁的 12 號倉庫，但是在直到爆炸的近 7 年期間，黎巴嫩當局針對這批「危險物質」的後

續處理，卻出現了許多爭議。 

海關署官員在 2020 年貝魯特大爆炸發生後曾出面強調，過去多次發函司法單位，提及該批貨物具有

危險，不應囤放在港口，因此詢問法官是否應採取出售或立即銷毀等處置方式，法院方面卻不曾正面回應。

於是整批硝酸銨便在高層官員「已知危險」卻置放在港口的狀態，直到今年才經由總統簽署相關文件後，

展開處理評估。但是尚未有定案，8 月 4日便發生了震驚黎巴嫩國內外的爆炸悲劇。 

混亂的 13 分鐘 

事實上，除了黎巴嫩從海關署到司法單位高層知道，在港口的 12 號倉庫置放大量硝酸銨以外，基層

的港口官員也了解該地是用以擺放「危險物質」，一直以來都盡量保持距離，不隨意靠近。並且，目擊者

與消防單位在接受媒體採訪時也提及，當 10 名消防人員在接近 6 點接獲火災通報抵達港口工業區，卻沒

有知情人士在現場提供火災的詳細情形、位置，或是有危險警告。 

「沒有人告訴他們裡面有什麼！沒有人告訴他們！」憤怒的消防隊員家屬悲痛地控訴。在第一批到達

現場的 10 名消防人員當中，許多人是一邊向家屬報平安，一邊拍攝事發當地的狀況回報工作群組，因此

許多近距離的事發影片才得以紀錄下來。 

「每一分鐘，都是我們工作的關鍵......。」消防部門的負責人向英國《獨立報》表示，如果到現場

有人能提供更多資訊，現場消防人員也許可以更快掌握撲滅火勢的關鍵，不只免於這場爆炸悲劇的發生，

還能救下更多生命。 

但是，從第一聲爆炸聲響後，消防人員趕赴現場，到第二波爆炸發生的 13 分鐘內，僅能無助混亂地

看著濃濃黑煙不斷產生，伴隨著如煙火般的火花聲響，直到悲劇發生。因此，當這些問題陸續被家屬與消

防單位曝光後，也讓憤怒的黎巴嫩人民走上街頭，表達對官僚無能的憤怒，欲推翻盤根錯節的領導階層；

同時之間，國際上——法國總統馬克宏以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等——雖有釋出救援態度，但也紛

紛向黎巴嫩政壇施壓，要求進行政治結構的改革。 

內閣總辭職，然後呢？ 

在來自國內外的輿論壓力下，黎巴嫩總理迪亞布在 8 月 10 日宣布，與政府內閣一同辭去官職；不過

內閣總辭職之後，仍會以「看守內閣」的形式持續在原本崗位，直到有後續的選舉制度以及人選共識，才

可能建立新政府並處理災難後續進程。然而，面對國際與國家內部的改革聲浪，一片混亂急需國際救援的

黎巴嫩，卻陷入動彈不得的政治僵局。 

爆炸發生後，法國總統馬克宏立即飛往貝魯特，不只關心慰問當地受災居民，在其訪問發言中，不斷

強調「黎巴嫩的政治體系需要『結構性的徹底改革』」，也威脅黎巴嫩政壇「如果各位繼續拖延不改革...

那就別怪法國採取『相應手段』了」。但是在黎巴嫩國內，按照官方的宗教人口統計，分配國會席次、議

長以及總理人選等相互制衡的選舉制度下，該不該重新計算人口並展開下一次大選？要如何且由誰計算？

是否算入難民人口？不同的處理方式可能會讓權力派系比例大幅變動，這也讓各方對於政府後續發展難以

達成共識。 

在各界的建議當中，馬克宏以「族群大融合」為背景，暗示地提議與法國關係密切、前總理哈里里的

兒子出任總理一職，同時也有持反對意見如真主黨等派系認為，應選出「技術專家型」政府，以中立、理

性的專家學者來接手之後的重建改革，好來擺脫政治菁英長期的腐敗問題。然而，這次提出總辭職的迪亞

布內閣，本就是在 2019 年因國內爆發大規模反政府抗爭而上台的技術型政府，接任的內閣再以此方式組

成，難保未來不會重蹈覆轍。對於貝魯特又或是黎巴嫩全國人民而言，至今仍在複雜難解的國家政治迷霧

中，等待國內外的經濟救援與家園重建。 

【思辨表達】 

1.貝魯特碼頭12號倉庫在接獲通報到發生大爆炸前的「關鍵13分鐘」，現場港口官員做了哪些行動與措施? 

2.貝魯特碼頭為何長年囤放「硝酸銨」危險物質? 海關署官員對此採取什麼處置方式? 

3.因海關署、司法單位高層與基層港口官員的哪些疏失，造成了爆炸悲劇的發生? 

4.因為哪些考量的因素，使黎巴嫩的政治體系改革難以達成共識? 

5.法國總統-馬克宏對黎巴嫩的政治體系改革提出什麼建議? 

延伸閱讀： 
1.馬克宏勘災貝魯特大爆炸：黎巴嫩與殖民母國的「東方巴黎情節」 
https://global.udn.com/global_vision/story/8662/4763887 
2.逾 5 萬黎巴嫩人連署「法國接管 10 年」 馬克宏：非解決方案 
https://udn.com/news/story/121565/4765801 
3.從錢不夠用的貨船到黎巴嫩大爆炸 2,750 噸的炸藥原料是怎麼出現在這裡的？ 
https://dq.yam.com/post.php?id=12854 
4.爆炸過後，黎巴嫩政府總辭 總理：貪腐規模比國家還巨大 
https://dq.yam.com/post.php?id=12871 
5.黎巴嫩首都貝魯特大爆炸：中東古國面臨的四大危機與解決方案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53663931 

★測驗自己前往「KEEP 讀 ING」進行閱讀認證
http://s1.mingdao.edu.tw/ReadCert/Web/currArticle.php 
★發表看法前往「明道文藝數位版」投稿心得 http://wp.mingdao.edu.tw/?page_id=45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