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週 高一  ( 3/1 ~ 3/4 ) 整潔競賽統計表
年級 區域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高
一

內掃區 28.00 24.80 24.80 29.00 28.80 18.00 26.20 29.20 25.40 28.00 29.20 29.80 30.00 28.40 24.80 27.00 28.60 27.80 29.40
外掃區 29.60 29.60 29.20 29.70 30.00 29.40 28.80 29.90 27.40 28.20 29.40 30.00 30.00 29.80 29.80 29.30 29.40 29.00

該週整潔總分 28.80 27.20 27.00 29.35 29.40 23.70 27.50 29.55 26.40 28.10 29.30 29.90 30.00 29.10 27.30 28.15 29.00 28.40 29.40
該週整潔名次 10 16 17 6 4 19 14 3 18 13 7 2 1 8 15 12 9 11 4

備註1:每天的內外掃區詳細分數請參見後方分頁
備註2:內掃及外掃總分皆各為30分



101班 101班大門川堂人行道

內掃區工作項目 工作重點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一 二 三 四 五

黑板、板槽 黑板、板槽是否清潔 落葉清掃、集中 -1 -1

講台木地板 掃/拖 人工垃圾夾取

講桌/置物桌 以抹布擦拭 ,月底消毒 垃圾處理分類

蒸飯箱 以抹布/菜瓜布刷乾淨 落葉運送回收

教室後書櫃 /課桌
椅

以抹布擦拭 ,月底消毒 掃具收納員

一般垃圾 每日倒/桶子是否刷乾淨 -4 -4 當天外掃基本分數 30 30 30 30 30

廚餘桶 每日倒/桶子是否刷乾淨 當天外掃加扣分後分數 30 29 29 30 30

寶特瓶回收 蓋子先丟一般垃圾，接著清洗再壓扁

下課立即處理、
 每日倒/桶子是否刷

乾淨

此區外掃平均分數 29.6
5號塑膠回收 先清洗，再壓扁。其餘號碼塑膠請當垃圾

鋁箔包回收
吸管跟塑膠膜都先丟一般垃圾，

 接著請先清洗再壓扁。
-2

紙容器回收
飲料杯吸管跟塑膠膜都先丟一般垃圾，
 接著請先清洗，同樣大小容器請套疊。

書面紙類回收 紙箱需拆開攤平

鐵鋁罐回收 先清洗，再壓扁

洗手台 不積水、刷乾淨 /不可有食物殘渣 (如需肥皂可至學務處領取 )
門窗窗台 玻璃乾淨 /溝槽乾淨 /窗台擦拭

走廊地面 (掃) 掃乾淨/天花板蜘蛛網去除

走廊地面 (拖) 拖乾淨

教室地面 (掃) 掃乾淨/天花板蜘蛛網去除

教室地面 (拖) 拖乾淨

花台花圃牆壁 牆壁乾淨 /花圃每日澆水 /班級小田園志工

掃具整理 掃具排放整齊

蜘蛛網清理 教室天花板、走廊、前後門上方

週一和週五早上加分

當天內掃基本分數 30 30 30 30 30
當天內掃扣分後分數 30 24 26 30 30

該週內掃平均分數 28



102班 102班女男(1F)                                

內掃區工作項目 工作重點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一 二 三 四 五

黑板、板槽 黑板、板槽是否清潔

B棟廁所

小便斗

講台木地板 掃/拖 馬桶 -1

講桌/置物桌 以抹布擦拭 ,月底消毒 地板 -1

蒸飯箱 以抹布/菜瓜布刷乾淨 鏡子

教室後書櫃 /課桌
椅

以抹布擦拭 ,月底消毒 垃圾桶

一般垃圾 每日倒/桶子是否刷乾淨 -4 -4 -4 掃具擺放

廚餘桶 每日倒/桶子是否刷乾淨 拖把槽

寶特瓶回收 蓋子先丟一般垃圾，接著清洗再壓扁 當天外掃基本分數 30 30 30 30 30

5號塑膠回收 先清洗，再壓扁。其餘號碼塑膠請當垃圾 當天外掃加扣分後分數 30 28 30 30 30

鋁箔包回收
吸管跟塑膠膜都先丟一般垃圾，

 接著請先清洗再壓扁。
該週外掃平均分數 29.6

紙容器回收
飲料杯吸管跟塑膠膜都先丟一般垃圾，
 接著請先清洗，同樣大小容器請套疊。

-4

書面紙類回收 紙箱需拆開攤平

鐵鋁罐回收 先清洗，再壓扁

洗手台 不積水、刷乾淨 /不可有食物殘渣 (如需肥皂可至學務處領取 )
門窗窗台 玻璃乾淨 /溝槽乾淨 /窗台擦拭 -2

走廊地面 (掃) 掃乾淨/天花板蜘蛛網去除 -2
走廊地面 (拖) 拖乾淨

教室地面 (掃) 掃乾淨/天花板蜘蛛網去除 -2 -2 -2
教室地面 (拖) 拖乾淨

花台花圃牆壁 牆壁乾淨 /花圃每日澆水 /班級小田園志工

掃具整理 掃具排放整齊

蜘蛛網清理 教室天花板、走廊、前後門上方

週一和週五早上加分

當天內掃基本分數 30 30 30 30 30
當天內掃扣分後分數 30 28 22 20 24

該週內掃平均分數 24.8



103班 103班女男(3F)                                

內掃區工作項目 工作重點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一 二 三 四 五

黑板、板槽 黑板、板槽是否清潔

B棟廁所

小便斗

講台木地板 掃/拖 馬桶 -1 -1

講桌/置物桌 以抹布擦拭,月底消毒 地板 -1 -1

蒸飯箱 以抹布/菜瓜布刷乾淨 鏡子

教室後書櫃/課桌椅 以抹布擦拭,月底消毒 垃圾桶

一般垃圾 每日倒/桶子是否刷乾淨 -4 -4 -2 掃具擺放

廚餘桶 每日倒/桶子是否刷乾淨 拖把槽

寶特瓶回收 蓋子先丟一般垃圾，接著清洗再壓扁

下課立即
處理、

 每日倒/桶
子是否刷
乾淨

當天外掃基本分數 30 30 30 30 30

5號塑膠回收 先清洗，再壓扁。其餘號碼塑膠請當垃圾 當天外掃加扣分後分數 30 29 28 29 30

鋁箔包回收
吸管跟塑膠膜都先丟一般垃圾，

 接著請先清洗再壓扁。 該週外掃平均分數 29.2

紙容器回收
飲料杯吸管跟塑膠膜都先丟一般垃圾，
 接著請先清洗，同樣大小容器請套疊。 -4 -4

書面紙類回收 紙箱需拆開攤平

鐵鋁罐回收 先清洗，再壓扁 -2

洗手台
不積水、刷乾淨/不可有食物殘渣(如需肥皂可至學務處領

取)

門窗窗台 玻璃乾淨/溝槽乾淨/窗台擦拭 -4 -2
走廊地面(掃) 掃乾淨/天花板蜘蛛網去除

走廊地面(拖) 拖乾淨

教室地面(掃) 掃乾淨/天花板蜘蛛網去除

教室地面(拖) 拖乾淨

花台花圃牆壁
 (班級小田園志工) 牆壁乾淨/花圃每日澆水/班級小田園志工

掃具整理 掃具排放整齊

蜘蛛網清理 教室天花板、走廊、前後門上方

週一和週五早上加分

當天內掃基本分數 30 30 30 30 30
當天內掃扣分後分數 30 20 20 24 30

該週內掃平均分數 24.8



104班 A3人事室、會計室、資料室 (走廊及辦公室內)
內掃區工作項目 工作重點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一 二 三 四 五

黑板、板槽 黑板、板槽是否清潔

辦公室外走
廊

人事室、會計室、資料室外走廊、
活動中心三樓通道 (掃)

講台木地板 掃/拖 人事室、會計室外走廊 (拖)

講桌/置物桌 以抹布擦拭,月底消毒

資料室外走廊、活動中心三樓通道
(拖)

蒸飯箱 以抹布/菜瓜布刷乾淨 走廊兩側牆壁與平台

教室後書櫃/課桌椅 以抹布擦拭,月底消毒 垃圾與回收

一般垃圾 每日倒/桶子是否刷乾淨

辦公室內清
理

人事室、會計室內清理(詢問師長 )
廚餘桶

 (下課立即處理) 每日倒/桶子是否刷乾淨

寶特瓶回收 蓋子先丟一般垃圾，接著清洗再壓扁

下課立即
處理、

 每日倒/桶
子是否刷

乾淨

5號塑膠回收 先清洗，再壓扁。其餘號碼塑膠請當垃圾 當天外掃基本分數 30 30 30 30 30

鋁箔包回收
吸管跟塑膠膜都先丟一般垃圾，

 接著請先清洗再壓扁。 當天外掃加扣分後分數 30 30 30 30 30

紙容器回收
飲料杯吸管跟塑膠膜都先丟一般垃圾，
 接著請先清洗，同樣大小容器請套疊。

該週外掃平均分數 30
書面紙類回收 紙箱需拆開攤平

鐵鋁罐回收 先清洗，再壓扁
A棟東側(會計室旁)       

洗手台
不積水、刷乾淨/不可有食物殘渣(如需肥皂可至學務處領

取) 一 二 三 四 五

門窗窗台 玻璃乾淨/溝槽乾淨/窗台擦拭 -2 -2 -1

會計室旁廁所

小便斗

走廊地面(掃) 掃乾淨/天花板蜘蛛網去除 馬桶

走廊地面(拖) 拖乾淨 地板

教室地面(掃) 掃乾淨/天花板蜘蛛網去除 鏡子

教室地面(拖) 拖乾淨 垃圾桶

花台花圃牆壁
 (班級小田園志工) 牆壁乾淨/花圃每日澆水/班級小田園志工 掃具擺放 -1 -1 -1

掃具整理 掃具排放整齊 拖把槽

蜘蛛網清理 教室天花板、走廊、前後門上方 當天外掃基本分數 30 30 30 30 30

當天外掃加扣分後分數 30 30 29 29 29
週一和週五早上加分 該週外掃平均分數 29.4

當天內掃基本分數 30 30 30 30 30
當天內掃扣分後分數 30 28 28 29 30

該週內掃平均分數 29 外掃平均分數 29.7



105班 A棟直樓梯+電梯

內掃區工作項目 工作重點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一 二 三 四 五

黑板、板槽 黑板、板槽是否清潔

A棟直樓梯+電梯

地下室平面至一樓(掃)

講台木地板 掃/拖 一樓平面至二樓(掃)

講桌/置物桌 以抹布擦拭,月底消毒 二樓平面至三樓(掃)

蒸飯箱 以抹布/菜瓜布刷乾淨 三樓平面至四樓(掃)

教室後書櫃/課桌椅 以抹布擦拭,月底消毒 四樓平面至五樓平面(掃)

一般垃圾 每日倒/桶子是否刷乾淨 地下室平面至三樓(拖)

廚餘桶 每日倒/桶子是否刷乾淨 三樓平面至五樓(拖)

寶特瓶回收 蓋子先丟一般垃圾，接著清洗再壓扁

下課立即
處理、

 每日倒/桶
子是否刷

乾淨

蜘蛛網

5號塑膠回收 先清洗，再壓扁。其餘號碼塑膠請當垃圾 掃具管理

鋁箔包回收
吸管跟塑膠膜都先丟一般垃圾，

 接著請先清洗再壓扁。
當天外掃基本分數 30 30 30 30 30

紙容器回收
飲料杯吸管跟塑膠膜都先丟一般垃圾，
 接著請先清洗，同樣大小容器請套疊。

當天外掃加扣分後分數 30 30 30 30 30

書面紙類回收 紙箱需拆開攤平 該週外掃平均分數 30

鐵鋁罐回收 先清洗，再壓扁

洗手台
不積水、刷乾淨/不可有食物殘渣(如需肥皂可至學務處領

取)
A棟西側 105班女男(4F)

門窗窗台 玻璃乾淨/溝槽乾淨/窗台擦拭 -2 -2 -2 一 二 三 四 五

走廊地面(掃) 掃乾淨/天花板蜘蛛網去除

A棟西側
105班女男(4F)

小便斗

走廊地面(拖) 拖乾淨 馬桶

教室地面(掃) 掃乾淨/天花板蜘蛛網去除 地板

教室地面(拖) 拖乾淨 鏡子

花台花圃牆壁
 (班級小田園志工) 牆壁乾淨/花圃每日澆水/班級小田園志工

垃圾桶

掃具整理 掃具排放整齊 掃具擺放

蜘蛛網清理 教室天花板、走廊、前後門上方 拖把槽

當天外掃基本分數 30 30 30 30 30
週一和週五早上加分 當天外掃加扣分後分數 30 30 30 30 30

當天內掃基本分數 30 30 30 30 30 該週外掃平均分數 30

當天內掃扣分後分數 30 28 28 28 30

該週內掃平均分數 28.8

外掃平均分數 30



106班 106班橡樹、樟樹、停車場

內掃區工作項目 工作重點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一 二 三 四 五

黑板、板槽 黑板、板槽是否清潔 落葉清掃、集中

講台木地板 掃/拖 人工垃圾夾取 -1

講桌/置物桌 以抹布擦拭,月底消毒 垃圾處理分類 -2

蒸飯箱 以抹布/菜瓜布刷乾淨 落葉運送回收

教室後書櫃/課桌椅 以抹布擦拭,月底消毒 掃具收納員

一般垃圾 每日倒/桶子是否刷乾淨 當天外掃基本分數 30 30 30 30 30

廚餘桶 每日倒/桶子是否刷乾淨 當天外掃加扣分後分數 30 28 29 30 30

寶特瓶回收 蓋子先丟一般垃圾，接著清洗再壓扁

下課立即
處理、

 每日倒/桶
子是否刷
乾淨

-4 此區外掃平均分數 29.4
5號塑膠回收 先清洗，再壓扁。其餘號碼塑膠請當垃圾 -4 -4 -4

鋁箔包回收
吸管跟塑膠膜都先丟一般垃圾，

 接著請先清洗再壓扁。 -4 -4 -4

紙容器回收
飲料杯吸管跟塑膠膜都先丟一般垃圾，
 接著請先清洗，同樣大小容器請套疊。 -4 -4 -4

書面紙類回收 紙箱需拆開攤平

鐵鋁罐回收 先清洗，再壓扁

洗手台
不積水、刷乾淨/不可有食物殘渣(如需肥皂可至學務處領

取)

門窗窗台 玻璃乾淨/溝槽乾淨/窗台擦拭 -4 -4 -4 -4
走廊地面(掃) 掃乾淨/天花板蜘蛛網去除 -2
走廊地面(拖) 拖乾淨

教室地面(掃) 掃乾淨/天花板蜘蛛網去除 -2
教室地面(拖) 拖乾淨

花台花圃牆壁
 (班級小田園志工) 牆壁乾淨/花圃每日澆水/班級小田園志工

掃具整理 掃具排放整齊

蜘蛛網清理 教室天花板、走廊、前後門上方

週一和週五早上加分

當天內掃基本分數 30 30 30 30 30
當天內掃扣分後分數 30 14 12 10 24

該週內掃平均分數 18



107班
107班女男(2F)                                

內掃區工作項目 工作重點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一 二 三 四 五

黑板、板槽 黑板、板槽是否清潔

B棟廁所

小便斗

講台木地板 掃/拖 馬桶 -1 -1
講桌/置物桌 以抹布擦拭,月底消毒 地板

蒸飯箱 以抹布/菜瓜布刷乾淨 鏡子

教室後書櫃/課桌椅 以抹布擦拭,月底消毒 垃圾桶

一般垃圾 每日倒/桶子是否刷乾淨 -4 掃具擺放 -1 -2 -1
廚餘桶 每日倒/桶子是否刷乾淨 拖把槽

寶特瓶回收 蓋子先丟一般垃圾，接著清洗再壓扁

下課立即
處理、

 每日倒/桶
子是否刷

乾淨

當天外掃基本分數 30 30 30 30 30

5號塑膠回收 先清洗，再壓扁。其餘號碼塑膠請當垃圾

當天外掃加扣分後分
數

30 28 28 28 30

鋁箔包回收
吸管跟塑膠膜都先丟一般垃圾，

 接著請先清洗再壓扁。 該週外掃平均分數 28.8

紙容器回收
飲料杯吸管跟塑膠膜都先丟一般垃圾，
 接著請先清洗，同樣大小容器請套疊。

書面紙類回收 紙箱需拆開攤平

鐵鋁罐回收 先清洗，再壓扁

洗手台
不積水、刷乾淨/不可有食物殘渣(如需肥皂可至學務處領

取)

門窗窗台 玻璃乾淨/溝槽乾淨/窗台擦拭 -4 -4 -4 -1
走廊地面(掃) 掃乾淨/天花板蜘蛛網去除

走廊地面(拖) 拖乾淨

教室地面(掃) 掃乾淨/天花板蜘蛛網去除 -2
教室地面(拖) 拖乾淨

花台花圃牆壁
 (班級小田園志工) 牆壁乾淨/花圃每日澆水/班級小田園志工

掃具整理 掃具排放整齊

蜘蛛網清理 教室天花板、走廊、前後門上方

週一和週五早上加分

當天內掃基本分數 30 30 30 30 30
當天內掃扣分後分數 30 26 22 26 27

該週內掃平均分數 26.2



108班 1樓連接走廊

內掃區工作項目 工作重點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一 二 三 四 五

黑板、板槽 黑板、板槽是否清潔

掃地

電梯口至B棟圍牆(掃)
講台木地板 掃/拖 B-C棟曲折走廊至C棟圍牆(掃)
講桌/置物桌 以抹布擦拭,月底消毒 C-D棟曲折走廊至D棟圍牆(掃)

蒸飯箱 以抹布/菜瓜布刷乾淨 蜘蛛網

教室後書櫃/課桌椅 以抹布擦拭,月底消毒

拖地

電梯口至B棟圍牆(拖)一般垃圾 每日倒/桶子是否刷乾淨 -1

廚餘桶 每日倒/桶子是否刷乾淨

B-C棟曲折走廊至C棟圍牆(拖)寶特瓶回收 蓋子先丟一般垃圾，接著清洗再壓扁

5號塑膠回收 先清洗，再壓扁。其餘號碼塑膠請當垃圾

C-D棟曲折走廊至D棟圍牆(拖)鋁箔包回收
吸管跟塑膠膜都先丟一般垃圾，

 接著請先清洗再壓扁。

紙容器回收
飲料杯吸管跟塑膠膜都先丟一般垃圾，
 接著請先清洗，同樣大小容器請套疊。

牆壁
電梯口至B棟圍牆

書面紙類回收 紙箱需拆開攤平 B-C棟曲折走廊至C棟圍牆

鐵鋁罐回收 先清洗，再壓扁 C-D棟曲折走廊至D棟圍牆

洗手台
不積水、刷乾淨/不可有食物殘渣(如需肥皂可至學務處領

取) 當天外掃基本分數 30 30 30 30 30

門窗窗台 玻璃乾淨/溝槽乾淨/窗台擦拭 -1 當天外掃加扣分後分數 30 30 30 30 30
走廊地面(掃) 掃乾淨/天花板蜘蛛網去除 該週外掃平均分數 30
走廊地面(拖) 拖乾淨

教室地面(掃) 掃乾淨/天花板蜘蛛網去除 -1 -1
健康中心、B1、B2分組教室        

教室地面(拖) 拖乾淨 一 二 三 四 五

花台花圃牆壁
 (班級小田園志工) 牆壁乾淨/花圃每日澆水/班級小田園志工

辦公室外
走廊

健康中心、B1、B2分組教室走廊 (掃) -1

掃具整理 掃具排放整齊 健康中心、B1、B2分組教室走廊 (拖)

蜘蛛網清理 教室天花板、走廊、前後門上方

健康中心、B1、B2分組教室兩側牆壁
與平台

辦公室內
清理

健康中心、B1、B2分組教室

週一和週五早上加分 垃圾清理與回收

當天內掃基本分數 30 30 30 30 30 當天外掃基本分數 30 30 30 30 30

當天內掃扣分後分數 30 30 28 29 29 當天外掃加扣分後分數 30 29 30 30 30

該週內掃平均分數 29.2 該週外掃平均分數 29.8

外掃平均分數 29.9



109班 A棟4樓走廊與特科教室

內掃區工作項目 工作重點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一 二 三 四 五

黑板、板槽 黑板、板槽是否清潔

走廊

A棟走廊(掃) -2 -2 -1 -1 -1

講台木地板 掃/拖 特科棟走廊 (掃)
講桌/置物桌 以抹布擦拭,月底消毒 A棟走廊(拖)

蒸飯箱 以抹布/菜瓜布刷乾淨 特科棟走廊 (拖)
教室後書櫃/課桌椅 以抹布擦拭,月底消毒 蜘蛛網

一般垃圾 每日倒/桶子是否刷乾淨 -1 圍牆、平台 走道兩側圍牆、平台

廚餘桶 每日倒/桶子是否刷乾淨

特科教室內

特科教室內打掃

寶特瓶回收 蓋子先丟一般垃圾，接著清洗再壓扁

下課立即
處理、

 每日倒/桶
子是否刷

乾淨

垃圾清理 -2 -2 -2
5號塑膠回收 先清洗，再壓扁。其餘號碼塑膠請當垃圾 當天外掃基本分數 30 30 30 30 30

鋁箔包回收 吸管跟塑膠膜都先丟一般垃圾，
 接著請先清洗再壓扁。

當天外掃加扣分後分數 26 26 27 29 29

紙容器回收
飲料杯吸管跟塑膠膜都先丟一般垃圾，
 接著請先清洗，同樣大小容器請套疊。 -2 該週外掃平均分數 27.4

書面紙類回收 紙箱需拆開攤平 -4 -2 -2

鐵鋁罐回收 先清洗，再壓扁

洗手台
不積水、刷乾淨/不可有食物殘渣(如需肥皂可至學務處領

取)

門窗窗台 玻璃乾淨/溝槽乾淨/窗台擦拭 -3 -4
走廊地面(掃) 掃乾淨/天花板蜘蛛網去除

走廊地面(拖) 拖乾淨

教室地面(掃) 掃乾淨/天花板蜘蛛網去除 -2 -3
教室地面(拖) 拖乾淨

花台花圃牆壁
 (班級小田園志工) 牆壁乾淨/花圃每日澆水/班級小田園志工

掃具整理 掃具排放整齊

蜘蛛網清理 教室天花板、走廊、前後門上方

週一和週五早上加分

當天內掃基本分數 30 30 30 30 30
當天內掃扣分後分數 30 28 19 22 28

該週內掃平均分數 25.4



110班 特科西側3F廁所(男廁)
110班女(2F)

內掃區工作項目 工作重點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一 二 三 四 五

黑板、板槽 黑板、板槽是否清潔

特科西側

小便斗

講台木地板 掃/拖 馬桶 -1 -2 -2

講桌/置物桌 以抹布擦拭,月底消毒 地板

蒸飯箱 以抹布/菜瓜布刷乾淨 鏡子

教室後書櫃/課桌椅 以抹布擦拭,月底消毒 垃圾桶

一般垃圾 每日倒/桶子是否刷乾淨 -1 -1 掃具擺放

廚餘桶 每日倒/桶子是否刷乾淨 洗手槽 -1 -1 -1

寶特瓶回收 蓋子先丟一般垃圾，接著清洗再壓扁

下課立即
處理、

 每日倒/桶
子是否刷

乾淨

殘障廁所

5號塑膠回收 先清洗，再壓扁。其餘號碼塑膠請當垃圾 -1 拖把槽

鋁箔包回收
吸管跟塑膠膜都先丟一般垃圾，

 接著請先清洗再壓扁。
當天外掃基本分數 30 30 30 30 30

紙容器回收
飲料杯吸管跟塑膠膜都先丟一般垃圾，
 接著請先清洗，同樣大小容器請套疊。

當天外掃加扣分後分數 30 28 27 27 30

書面紙類回收 紙箱需拆開攤平 該週外掃平均分數 28.4

鐵鋁罐回收 先清洗，再壓扁

洗手台
不積水、刷乾淨/不可有食物殘渣(如需肥皂可至學務處領

取)

門窗窗台 玻璃乾淨/溝槽乾淨/窗台擦拭 -1 -1 -1
特科西廁4F廁所(女廁)

110班男(2F)
走廊地面(掃) 掃乾淨/天花板蜘蛛網去除 一 二 三 四 五

走廊地面(拖) 拖乾淨

特科西側

小便斗

教室地面(掃) 掃乾淨/天花板蜘蛛網去除 -1 -2 -1 馬桶 -1

教室地面(拖) 拖乾淨 地板 -1 -1

花台花圃牆壁
 (班級小田園志工) 牆壁乾淨/花圃每日澆水/班級小田園志工 鏡子

掃具整理 掃具排放整齊 垃圾桶 -1 -1

蜘蛛網清理 教室天花板、走廊、前後門上方 掃具擺放

洗手槽

週一和週五早上加分 殘障廁所 -1 -2 -2

當天內掃基本分數 30 30 30 30 30 拖把槽

當天內掃扣分後分數 30 28 28 25 29 當天外掃基本分數 30 30 30 30 30

該週內掃平均分數 28 當天外掃加扣分後分數 30 26 26 28 30

該週外掃平均分數 28

外掃平均分數 28.2



111班

內掃區工作項目 工作重點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111班女男(4F)                                

黑板、板槽 黑板、板槽是否清潔 一 二 三 四 五

講台木地板 掃/拖

B棟廁所

小便斗

講桌/置物桌 以抹布擦拭,月底消毒 馬桶 -1 -1

蒸飯箱 以抹布/菜瓜布刷乾淨 地板

教室後書櫃/課桌椅 以抹布擦拭,月底消毒 鏡子

一般垃圾 每日倒/桶子是否刷乾淨 -2 垃圾桶

廚餘桶 每日倒/桶子是否刷乾淨 掃具擺放 -1

寶特瓶回收 蓋子先丟一般垃圾，接著清洗再壓扁

下課立即
處理、

 每日倒/桶
子是否刷
乾淨

拖把槽

5號塑膠回收 先清洗，再壓扁。其餘號碼塑膠請當垃圾 當天外掃基本分數 30 30 30 30 30

鋁箔包回收
吸管跟塑膠膜都先丟一般垃圾，

 接著請先清洗再壓扁。 當天外掃加扣分後分數 30 29 29 29 30

紙容器回收
飲料杯吸管跟塑膠膜都先丟一般垃圾，
 接著請先清洗，同樣大小容器請套疊。 該週外掃平均分數 29.4

書面紙類回收 紙箱需拆開攤平

鐵鋁罐回收 先清洗，再壓扁

洗手台
不積水、刷乾淨/不可有食物殘渣(如需肥皂可至學務處領

取)

門窗窗台 玻璃乾淨/溝槽乾淨/窗台擦拭 -1
走廊地面(掃) 掃乾淨/天花板蜘蛛網去除

走廊地面(拖) 拖乾淨

教室地面(掃) 掃乾淨/天花板蜘蛛網去除 -1
教室地面(拖) 拖乾淨

花台花圃牆壁
 (班級小田園志工) 牆壁乾淨/花圃每日澆水/班級小田園志工

掃具整理 掃具排放整齊

蜘蛛網清理 教室天花板、走廊、前後門上方

週一和週五早上加分

當天內掃基本分數 30 30 30 30 30
當天內掃扣分後分數 30 27 30 29 30

該週內掃平均分數 29.2



112班 特科A5西側廁所(女廁)                            

內掃區工作項目 工作重點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一 二 三 四 五

黑板、板槽 黑板、板槽是否清潔

特科A5西側廁
所(女廁)

小便斗

講台木地板 掃/拖 馬桶

講桌/置物桌 以抹布擦拭,月底消毒 地板

蒸飯箱 以抹布/菜瓜布刷乾淨 鏡子

教室後書櫃/課桌椅 以抹布擦拭,月底消毒 垃圾桶

一般垃圾 每日倒/桶子是否刷乾淨 -1 掃具擺放

廚餘桶 每日倒/桶子是否刷乾淨 拖把槽

寶特瓶回收 蓋子先丟一般垃圾，接著清洗再壓扁

下課立即
處理、

 每日倒/桶
子是否刷
乾淨

當天外掃基本分數 30 30 30 30 30

5號塑膠回收 先清洗，再壓扁。其餘號碼塑膠請當垃圾 當天外掃加扣分後分數 30 30 30 30 30

鋁箔包回收
吸管跟塑膠膜都先丟一般垃圾，

 接著請先清洗再壓扁。 該週外掃平均分數 30

紙容器回收
飲料杯吸管跟塑膠膜都先丟一般垃圾，
 接著請先清洗，同樣大小容器請套疊。

書面紙類回收 紙箱需拆開攤平 112班-特科西側梯

鐵鋁罐回收 先清洗，再壓扁 一 二 三 四 五

洗手台
不積水、刷乾淨/不可有食物殘渣(如需肥皂可至學務處領

取)

特科、A棟樓
梯

地下室平面至一樓 (掃)
門窗窗台 玻璃乾淨/溝槽乾淨/窗台擦拭 一樓平面至二樓 (掃)

走廊地面(掃) 掃乾淨/天花板蜘蛛網去除 二樓平面至三樓 (掃)
走廊地面(拖) 拖乾淨 三樓平面至四樓 (掃)
教室地面(掃) 掃乾淨/天花板蜘蛛網去除 四樓平面至五樓平面 (掃)
教室地面(拖) 拖乾淨 地下室平面至三樓 (拖)
花台花圃牆壁

 (班級小田園志工) 牆壁乾淨/花圃每日澆水/班級小田園志工 三樓平面至五樓 (拖)
掃具整理 掃具排放整齊 蜘蛛網

蜘蛛網清理 教室天花板、走廊、前後門上方 掃具管理

當天外掃基本分數 30 30 30 30 30

週一和週五早上加分 當天外掃加扣分後分數 30 30 30 30 30
當天內掃基本分數 30 30 30 30 30 該週外掃平均分數 30

當天內掃扣分後分數 30 30 29 30 30
該週內掃平均分數 29.8 該週外掃平均分數 30



113班
A1值勤室前走廊及廁所                          

內掃區工作項目 工作重點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一 二 三 四 五

黑板、板槽 黑板、板槽是否清潔

A棟東側
113班女男

(1F)

小便斗

講台木地板 掃/拖 馬桶

講桌/置物桌 以抹布擦拭,月底消毒 地板

蒸飯箱 以抹布/菜瓜布刷乾淨 鏡子

教室後書櫃/課桌椅 以抹布擦拭,月底消毒 垃圾桶

一般垃圾 每日倒/桶子是否刷乾淨 掃具擺放

廚餘桶 每日倒/桶子是否刷乾淨 拖把槽

寶特瓶回收 蓋子先丟一般垃圾，接著清洗再壓扁

下課立即
處理、

 每日倒/桶
子是否刷

乾淨

當天外掃基本分數 30 30 30 30 30

5號塑膠回收 先清洗，再壓扁。其餘號碼塑膠請當垃圾 當天外掃加扣分後分數 30 30 30 30 30

鋁箔包回收
吸管跟塑膠膜都先丟一般垃圾，

 接著請先清洗再壓扁。 該週外掃平均分數 30

紙容器回收
飲料杯吸管跟塑膠膜都先丟一般垃圾，
 接著請先清洗，同樣大小容器請套疊。

書面紙類回收 紙箱需拆開攤平 113班-A棟值夜室旁

鐵鋁罐回收 先清洗，再壓扁 一 二 三 四 五

洗手台
不積水、刷乾淨/不可有食物殘渣(如需肥皂可至學務處領

取)

A棟東側直
樓梯

地下室平面至一樓 (掃)

門窗窗台 玻璃乾淨/溝槽乾淨/窗台擦拭 一樓平面至二樓 (掃)
走廊地面(掃) 掃乾淨/天花板蜘蛛網去除 二樓平面至三樓 (掃)
走廊地面(拖) 拖乾淨 三樓平面至四樓 (掃)
教室地面(掃) 掃乾淨/天花板蜘蛛網去除 四樓平面至五樓平面 (掃)
教室地面(拖) 拖乾淨 地下室平面至三樓 (拖)
花台花圃牆壁

 (班級小田園志工) 牆壁乾淨/花圃每日澆水/班級小田園志工
三樓平面至五樓 (拖)

掃具整理 掃具排放整齊 蜘蛛網

蜘蛛網清理 教室天花板、走廊、前後門上方 掃具管理

當天外掃基本分數 30 30 30 30 30

週一和週五早上加分 當天外掃加扣分後分數 30 30 30 30 30

當天內掃基本分數 30 30 30 30 30 該週外掃平均分數 30
當天內掃扣分後分數 30 30 30 30 30

該週內掃平均分數 30 該週外掃平均分數 30



114班 西側 114班男(3F)

內掃區工作項目 工作重點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一 二 三 四 五

黑板、板槽 黑板、板槽是否清潔

活動中心廁所

小便斗

講台木地板 掃/拖 馬桶

講桌/置物桌 以抹布擦拭,月底消毒 地板

蒸飯箱 以抹布/菜瓜布刷乾淨 鏡子

教室後書櫃/課桌椅 以抹布擦拭,月底消毒 垃圾桶

一般垃圾 每日倒/桶子是否刷乾淨 -2 掃具擺放 -1

廚餘桶 每日倒/桶子是否刷乾淨 拖把槽

寶特瓶回收 蓋子先丟一般垃圾，接著清洗再壓扁

下課立即
處理、

 每日倒/桶
子是否刷

乾淨

當天外掃基本分數 30 30 30 30 30

5號塑膠回收 先清洗，再壓扁。其餘號碼塑膠請當垃圾 當天外掃加扣分後分數 30 30 30 29 30

鋁箔包回收
吸管跟塑膠膜都先丟一般垃圾，

 接著請先清洗再壓扁。 該週外掃平均分數 29.8

紙容器回收
飲料杯吸管跟塑膠膜都先丟一般垃圾，
 接著請先清洗，同樣大小容器請套疊。 -2 -1

書面紙類回收 紙箱需拆開攤平
東側 114班女(3F)

鐵鋁罐回收 先清洗，再壓扁 一 二 三 四 五

洗手台
不積水、刷乾淨/不可有食物殘渣(如需肥皂可至學務處領

取)

活動中心廁所

小便斗

門窗窗台 玻璃乾淨/溝槽乾淨/窗台擦拭 馬桶

走廊地面(掃) 掃乾淨/天花板蜘蛛網去除 地板

走廊地面(拖) 拖乾淨 鏡子

教室地面(掃) 掃乾淨/天花板蜘蛛網去除 -1 -2 垃圾桶

教室地面(拖) 拖乾淨 掃具擺放 -1

花台花圃牆壁
 (班級小田園志工) 牆壁乾淨/花圃每日澆水/班級小田園志工 拖把槽

掃具整理 掃具排放整齊 當天外掃基本分數 30 30 30 30 30

蜘蛛網清理 教室天花板、走廊、前後門上方 當天外掃加扣分後分數 30 30 30 29 30
該週外掃平均分數 29.8

週一和週五早上加分

當天內掃基本分數 30 30 30 30 30
當天內掃扣分後分數 30 26 29 29 28

該週內掃平均分數 28.4 該週外掃平均分數 29.8



115班

內掃區工作項目 工作重點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B3專任教室二 
黑板、板槽 黑板、板槽是否清潔 一 二 三 四 五

講台木地板 掃/拖

辦公室外走廊

專二走廊 (掃)
講桌/置物桌 以抹布擦拭,月底消毒 專二走廊 (拖)

蒸飯箱 以抹布/菜瓜布刷乾淨
花圃澆水與走廊兩側牆
壁與平台

教室後書櫃/課桌椅 以抹布擦拭,月底消毒 垃圾與回收 -2

一般垃圾 每日倒/桶子是否刷乾淨 -2 辦公室內清理
專二師內掃清理(詢問
師長)

廚餘桶 每日倒/桶子是否刷乾淨 當天外掃基本分數 30 30 30 30 30

寶特瓶回收 蓋子先丟一般垃圾，接著清洗再壓扁

下課立即
處理、

 每日倒/桶
子是否刷
乾淨

-4 -2 當天外掃加扣分後分數 30 30 28 30 30

5號塑膠回收 先清洗，再壓扁。其餘號碼塑膠請當垃圾 該週外掃平均分數 29.6

鋁箔包回收
吸管跟塑膠膜都先丟一般垃圾，

 接著請先清洗再壓扁。

紙容器回收
飲料杯吸管跟塑膠膜都先丟一般垃圾，
 接著請先清洗，同樣大小容器請套疊。 -2 -4 B棟螺旋梯&飲水機

書面紙類回收 紙箱需拆開攤平 一 二 三 四 五

鐵鋁罐回收 先清洗，再壓扁

西側螺旋梯

一樓平面至三樓 (掃)、
含飲水機、廁所外平台
垃圾

洗手台 不積水、刷乾淨/不可有食物殘渣(如需肥皂可至學務處領
取)

三樓平面至五樓 (掃)、
含飲水機

門窗窗台 玻璃乾淨/溝槽乾淨/窗台擦拭 -3 -2 地下室平面至三樓 (拖)
走廊地面(掃) 掃乾淨/天花板蜘蛛網去除 三樓平面至五樓 (拖)
走廊地面(拖) 拖乾淨 蜘蛛網

教室地面(掃) 掃乾淨/天花板蜘蛛網去除 -2 -4 -1 當天外掃基本分數 30 30 30 30 30

教室地面(拖) 拖乾淨 當天外掃加扣分後分數 30 30 30 30 30
花台花圃牆壁

 (班級小田園志工) 牆壁乾淨/花圃每日澆水/班級小田園志工 該週外掃平均分數 30

掃具整理 掃具排放整齊

蜘蛛網清理 教室天花板、走廊、前後門上方 該週外掃平均分數 29.8

週一和週五早上加分

當天內掃基本分數 30 30 30 30 30
當天內掃扣分後分數 30 25 22 19 28

該週內掃平均分數 24.8



116班
116班男(5F) 特科A5東側廁所 (男廁)           

內掃區工作項目 工作重點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一 二 三 四 五

黑板、板槽 黑板、板槽是否清潔

特科教室
東側廁所

小便斗

講台木地板 掃/拖 馬桶

講桌/置物桌 以抹布擦拭,月底消毒 地板 -2 -1
蒸飯箱 以抹布/菜瓜布刷乾淨 鏡子

教室後書櫃/課桌椅 以抹布擦拭,月底消毒 垃圾桶

一般垃圾 每日倒/桶子是否刷乾淨 -2 -2 -1 掃具擺放 -2
廚餘桶 每日倒/桶子是否刷乾淨 拖把槽 -2

寶特瓶回收 蓋子先丟一般垃圾，接著清洗再壓扁

下課立即
處理、

 每日倒/桶
子是否刷
乾淨

-2 當天外掃基本分數 30 30 30 30 30
5號塑膠回收 先清洗，再壓扁。其餘號碼塑膠請當垃圾 當天外掃加扣分後分數 30 26 30 27 30

鋁箔包回收
吸管跟塑膠膜都先丟一般垃圾，

 接著請先清洗再壓扁。 -1 -2 該週外掃平均分數 28.6

紙容器回收 飲料杯吸管跟塑膠膜都先丟一般垃圾，
 接著請先清洗，同樣大小容器請套疊。

-1

書面紙類回收 紙箱需拆開攤平 116班-特科東側

鐵鋁罐回收 先清洗，再壓扁 一 二 三 四 五

洗手台
不積水、刷乾淨/不可有食物殘渣(如需肥皂可至學務處領

取)

特科、A棟樓梯

地下室平面至一樓 (掃)
門窗窗台 玻璃乾淨/溝槽乾淨/窗台擦拭 -1 一樓平面至二樓 (掃)

走廊地面(掃) 掃乾淨/天花板蜘蛛網去除 二樓平面至三樓 (掃)
走廊地面(拖) 拖乾淨 三樓平面至四樓 (掃)
教室地面(掃) 掃乾淨/天花板蜘蛛網去除 -1 -2 四樓平面至五樓平面 (掃)
教室地面(拖) 拖乾淨 地下室平面至三樓 (拖)
花台花圃牆壁

 (班級小田園志工)
牆壁乾淨/花圃每日澆水/班級小田園志工 三樓平面至五樓 (拖)

掃具整理 掃具排放整齊 蜘蛛網

蜘蛛網清理 教室天花板、走廊、前後門上方 掃具管理

當天外掃基本分數 30 30 30 30 30
週一和週五早上加分 當天外掃加扣分後分數 30 30 30 30 30

當天內掃基本分數 30 30 30 30 30 該週外掃平均分數 30
當天內掃扣分後分數 30 27 24 26 28

該週內掃平均分數 27 該週外掃平均分數 29.3



117班 117班 B棟專一、一導

內掃區工作項目 工作重點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一 二 三 四 五

黑板、板槽 黑板、板槽是否清潔

辦公室外
走廊

導師室、專一外走廊 (掃)
講台木地板 掃/拖 導師室走廊 (拖)
講桌/置物桌 以抹布擦拭,月底消毒 專一外走廊 (拖)

蒸飯箱 以抹布/菜瓜布刷乾淨
花圃澆水與走廊兩側牆壁與平

台

教室後書櫃/課桌椅 以抹布擦拭,月底消毒 垃圾與回收 -3 -1 -2

一般垃圾 每日倒/桶子是否刷乾淨 -1 -2 辦公室內
清理

專一、高一導師室內掃清
理(詢問師長 )

廚餘桶 每日倒/桶子是否刷乾淨

寶特瓶回收 蓋子先丟一般垃圾，接著清洗再壓扁

下課立即
處理、

 每日倒/桶
子是否刷
乾淨

當天外掃基本分數 30 30 30 30 30

5號塑膠回收 先清洗，再壓扁。其餘號碼塑膠請當垃圾 當天外掃加扣分後分數 30 30 27 29 28

鋁箔包回收
吸管跟塑膠膜都先丟一般垃圾，

 接著請先清洗再壓扁。
該週外掃平均分數 28.8

紙容器回收
飲料杯吸管跟塑膠膜都先丟一般垃圾，
 接著請先清洗，同樣大小容器請套疊。

書面紙類回收 紙箱需拆開攤平 117班 B棟直樓梯

鐵鋁罐回收 先清洗，再壓扁 一 二 三 四 五

洗手台
不積水、刷乾淨/不可有食物殘渣(如需肥皂可至學務處領

取)

東樓梯

地下室平面至一樓 (掃)

門窗窗台 玻璃乾淨/溝槽乾淨/窗台擦拭 一樓平面至二樓 (掃)
走廊地面(掃) 掃乾淨/天花板蜘蛛網去除 二樓平面至三樓 (掃)
走廊地面(拖) 拖乾淨 三樓平面至四樓 (掃)
教室地面(掃) 掃乾淨/天花板蜘蛛網去除 -1 -3 四樓平面至五樓平面 (掃)
教室地面(拖) 拖乾淨 地下室平面至三樓 (拖)
花台花圃牆壁

 (班級小田園志工) 牆壁乾淨/花圃每日澆水/班級小田園志工
三樓平面至五樓 (拖)

掃具整理 掃具排放整齊

地下室平面至三樓 (扶手與平
臺)

蜘蛛網清理 教室天花板、走廊、前後門上方 三樓平面至五樓 (扶手與平臺 )
蜘蛛網

週一和週五早上加分 當天外掃基本分數 30 30 30 30 30

當天內掃基本分數 30 30 30 30 30 當天外掃加扣分後分數 30 30 30 30 30

當天內掃扣分後分數 30 30 28 27 28 該週外掃平均分數 30

該週內掃平均分數 28.6
該週外掃平均分數 29.4



118班 118班女男(5F)                                

內掃區工作項目 工作重點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一 二 三 四 五

黑板、板槽 黑板、板槽是否清潔

B棟廁所

小便斗

講台木地板 掃/拖 馬桶

講桌/置物桌 以抹布擦拭,月底消毒 地板

蒸飯箱 以抹布/菜瓜布刷乾淨 鏡子

教室後書櫃/課桌椅 以抹布擦拭,月底消毒 垃圾桶 -1 -1
一般垃圾 每日倒/桶子是否刷乾淨 -2 -1 掃具擺放 -2 -1
廚餘桶 每日倒/桶子是否刷乾淨 拖把槽

寶特瓶回收 蓋子先丟一般垃圾，接著清洗再壓扁

下課立即
處理、

 每日倒/桶
子是否刷
乾淨

當天外掃基本分數 30 30 30 30 30

5號塑膠回收 先清洗，再壓扁。其餘號碼塑膠請當垃圾 當天外掃加扣分後分數 30 27 30 28 30

鋁箔包回收
吸管跟塑膠膜都先丟一般垃圾，

 接著請先清洗再壓扁。 該週外掃平均分數 29

紙容器回收
飲料杯吸管跟塑膠膜都先丟一般垃圾，
 接著請先清洗，同樣大小容器請套疊。 -3

書面紙類回收 紙箱需拆開攤平

鐵鋁罐回收 先清洗，再壓扁

洗手台
不積水、刷乾淨/不可有食物殘渣(如需肥皂可至學務處領

取)

門窗窗台 玻璃乾淨/溝槽乾淨/窗台擦拭 -1 -3

走廊地面(掃) 掃乾淨/天花板蜘蛛網去除

走廊地面(拖) 拖乾淨

教室地面(掃) 掃乾淨/天花板蜘蛛網去除 -1
教室地面(拖) 拖乾淨

花台花圃牆壁
 (班級小田園志工) 牆壁乾淨/花圃每日澆水/班級小田園志工

掃具整理 掃具排放整齊

蜘蛛網清理 教室天花板、走廊、前後門上方

週一和週五早上加分

當天內掃基本分數 30 30 30 30 30
當天內掃扣分後分數 30 28 25 26 30

該週內掃平均分數 27.8



119班

內掃區工作項目 工作重點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黑板、板槽 黑板、板槽是否清潔

講台木地板 掃/拖
講桌/置物桌 以抹布擦拭,月底消毒

蒸飯箱 以抹布/菜瓜布刷乾淨

教室後書櫃/課桌椅 以抹布擦拭,月底消毒

一般垃圾 每日倒/桶子是否刷乾淨

廚餘桶 每日倒/桶子是否刷乾淨

寶特瓶回收 蓋子先丟一般垃圾，接著清洗再壓扁

下課立即
處理、

 每日倒/桶
子是否刷

乾淨

5號塑膠回收 先清洗，再壓扁。其餘號碼塑膠請當垃圾

鋁箔包回收
吸管跟塑膠膜都先丟一般垃圾，

 接著請先清洗再壓扁。

紙容器回收
飲料杯吸管跟塑膠膜都先丟一般垃圾，
 接著請先清洗，同樣大小容器請套疊。

書面紙類回收 紙箱需拆開攤平

鐵鋁罐回收 先清洗，再壓扁

洗手台
不積水、刷乾淨/不可有食物殘渣(如需肥皂可至學務處領

取)

門窗窗台 玻璃乾淨/溝槽乾淨/窗台擦拭 -2
走廊地面(掃) 掃乾淨/天花板蜘蛛網去除

走廊地面(拖) 拖乾淨

教室地面(掃) 掃乾淨/天花板蜘蛛網去除 -1
教室地面(拖) 拖乾淨

花台花圃牆壁
 (班級小田園志工) 牆壁乾淨/花圃每日澆水/班級小田園志工

掃具整理 掃具排放整齊

蜘蛛網清理 教室天花板、走廊、前後門上方

週一和週五早上加分

當天內掃基本分數 30 30 30 30 30
當天內掃扣分後分數 30 30 27 30 30

該週內掃平均分數 2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