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市景文高中公共掃區分配表
國 中 部

景文樓梯(B1～4F)
景文 3F、4F 洗手台、水槽
景文 3F 走廊、窗台
景文 4F 走廊、窗台

高 職 部

國七 1

勤勞樓前紅磚道、階梯×3、採光罩、
花圃、水溝、無障礙坡道

高一 1

國七 2

勤勞 1F 走廊、窗台、設備組教具室
勤勞 2F 走廊、窗台、國中辦公室

創新 4F 女廁及前走廊、飲水機、安全門、
高一 2 窗戶(含 4F 電梯前走廊)
資二 1
創新 4F 男廁及前走廊、飲水機、安全門內平台

國七 3 景文大道（柏油路、水溝蓋鈑）

資一 1

高一 3 學務處辦公室

資二 2

高一 4 恆光公園

資三 1

國七 4

機車棚（從勤勞樓右側走道及花圃、
後巷道到勤勞樓左側空地）

國八 1

大門外（左至校外左側花圃，右至圍牆底）
景文樓後方巷道
高二 1
資三 2
大門內（紅磚道、警衛室、會客室）
（景文樓左側巷道、電塔水溝－14 號停車位）

國八 2

景文 1F【教務處（洗手台）、印刷室、人事室、
勤勞 B1 全
高二 2 總務處、資訊中心辦公室(含走廊、窗台、資訊 資三 3
（含走廊、窗台、圖書館、機器人教室）
中心右斜前方的洗手台)】

國八 3 勤勞 3F 女廁及前走廊、飲水機

高二 3

創新樓後方巷道
(從 14 號停車位－學校後門、倉庫)

商一 1

謙敬樓梯（B1～6F）及謙敬電梯內地板、
各樓層電梯前走廊、窗戶
謙敬 1F 廣設科、實習處辦公室、窗台、走廊、
飲水機、謙敬電梯旁階梯、校史室、105 階
梯教室
輔導室辦公室(含正面、側面走廊、側面 2 台
階、窗台）
個別諮商室、生涯規劃教室(含走廊、窗台)
資源回收場及垃圾場、
垃圾場前走道、花圃（1-10 日）
信實 302 走廊、窗台
信實 2F 男廁及前走廊、小階梯、電梯前走廊
謙敬 2F 教師辦公室、謙敬 305 教室
謙敬 2、3、4F 走廊、窗台、懸掛式盆栽、
飲水機、安全門、鞋櫃
信實 205 走廊、窗台
景德樓中間樓梯（1F-6F 含各樓窗戶、窗台）
景德 501-505 走廊、窗台
景德 301-305 走廊、窗台
景德樓梯（福利社旁 1F-5.5F 含 1F 鐵捲門上
方、各樓窗台、燈罩下方平面磁磚）
景德 2F 走廊、鞋櫃、窗台（景德 201-205）
（含 2F 餐廳外木製平台、小階梯）
景德 1F 走廊、窗台（福利社－家政教室）
景德 1F 男、女廁、工具間、
殘障廁所及前走廊、飲水機
信實 2F 升旗台

創新 6F 女廁及前走廊、飲水機、安全門、
資源回收場及垃圾場、
高三 1 窗戶(含 6F 電梯前走廊)
商二 1
垃圾場前走道、花圃（21-31 日）
創新 6F 男廁及前走廊、飲水機、安全門內平台
健康中心及前走廊、創新樓兩電梯地板、
電梯前走廊、小台階及兩側花圃、水溝蓋、
國九 1 勤勞 2F 男廁及前走廊、飲水機
高三 2
商三 1 景德 2F 男、女廁及前走廊、飲水機
學務處前走廊(含台階、左側花圃、採光罩、
水溝蓋、掃具間）
景德樓梯（近信實樓 1F-5.5F 含 1F 鐵捲門上
創新樓梯（近景文樓 B1-6F 含各半樓窗戶）
方、各樓窗戶、窗台、外側扶手下方磁磚）
國九 2 勤勞 1F 女廁及前走廊、飲水機
高三 3
管三 1
創新 B1 演藝廳（含男、女廁）
景德 401、402、403、404、405 走廊、窗
台
創新樓梯（近籃球場 B1-6F）
信實 3F 女廁及前走廊、小階梯、電梯前走廊
國九 3 勤勞樓梯(圖書館上方 B1～4F 含窗戶)
高三 4
（含各樓層外側扶手上方斜面灰塵擦拭） 室一 1
信實 1F 女廁及前走廊、小階梯、電梯前走廊
創新 7、8、9F（全）、樓梯、窗台
創新 5F 女廁及前走廊、飲水機、安全門、
籃球場（創新樓側面花圃、後門圍牆旁花圃)
國九 4 勤勞 4F 男廁及前走廊、飲水機
高三 5 窗戶(含 5F 電梯前走廊)
室二 1 典禮台(台階及信實前採光罩、花圃、水溝）
創新 5F 男廁及前走廊、飲水機、安全門內平台
(垃圾場前水龍頭)
中正亭（含花圃）
環境打掃時間：
高三 6 教室外走廊、窗台
室二 2 高職部後方巷道(景德樓後方巷道、蒸飯間、
一、固定時間：
信實樓後方巷道)不含謙敬樓後方巷道
1.早自習前打掃（07:20～07:40）
信實 5F 女廁及前走廊、小階梯、電梯前走廊
興三 1 景文 404、405 教室外走廊、窗台
室三 1
2.中午午餐後打掃（12:35 分後）
信實 4F 男廁及前走廊、小階梯、電梯前走廊
3.下午第七節下課打掃（16:10～16:20）
創新 1F 女廁及前走廊、飲水機、安全門、窗戶
4.晚輔導於用餐後打掃（17:30～17:40）
創新 1F 男廁及前走廊、飲水機、安全門內平
信實樓梯（1F-5.5F）及信實電梯內地板
二、平時維護：
英一 1 台、廁所前小台階、左側花圃、無障礙坡道、 室三 2 謙敬 5F 活動中心
各班每日安排 1～2 人於每節下課時間，巡
採光罩
（含音樂教室外走廊、窗戶、鞋櫃）
查公共區域，保持全日整潔。
創新 204 走廊、窗台
三、倒資源回收時間：
創新 2F 女廁及前走廊、飲水機、安全門、
1.早上 07:20～07：40
窗戶(含 2F 電梯前走廊)
英二 1
廣一 1 景德 3F 男、女廁及前走廊、飲水機
2.中午 12:30～12：45
創新 2F 男廁及前走廊、飲水機、洗手台、
四、倒垃圾時間：
安全門內平台
1.早上 07:20～07：40
景文 2F 辦公室(全)
2.下午 16:10～16：20
英二 2
廣二 1 景德 4F 男、女廁及前走廊、飲水機
【含走廊、踏墊、窗台、盆栽】
五、廚餘回收時間：
信實 1F 走廊、窗台（從樂器室--多媒中心止，
1.中午 12：40～12：50 及 13:10～13:20
英三 1 景文樓前（花圃、紅磚道、階梯×3）、水溝
廣三 1
含辦公室內）
2.晚上 17：35～17：45
排球場（含輔導室側面花圃）
景文藝廊 (含景德樓、信實樓下藝廊樓梯)
備註：
廣三 2 謙敬 B1 室內運動場及倒垃圾、回收
一、垃圾袋每學期領取一次，請依分配使 英三 2 美食街前走廊、磚道、右側花圃、
左側無障礙步道、小階梯
謙敬 1F 實習處對角樓梯 B1～1F
用。
創新 3F 女廁（近藍球場）及前走廊、飲水機、
二、正衛生股長每日 7:30、8:20 前負責巡視外
安全門、窗戶(含 3F 電梯前走廊)
掃區域，（正）負責外掃區，(副)負責內掃
資源回收場及垃圾場、
區,（正）巡視外掃後最遲 9:20 前至衛生 英三 3 創新 3F 女廁（近景文樓）及前走廊、飲水機、 多二 1 垃圾場前走道、花圃（11-20 日）
安全門內平台
組回報簽到，每日無故未簽到者，扣班上
創新 301 走廊、窗台
生活競賽整潔成績 3 分。（正）請假由（副）
代理。
多三 1 景德 5F 男、女廁及前走廊、飲水機
國八 4 勤勞樓梯（會客室旁 B1～4F 含窗戶）

二.

高 中 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