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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一、二各班總務股長請於 9/11(五)中午 12 時前，將(學校 8 月份先墊支)班級冷氣卡費$1000 元，繳

交到逸仙樓總務處事務組。(冷氣卡與冷氣遙控器應由第一、二學期的總務股長妥善保管。日後冷氣

費儲值，請利用每日 9 時至 17 時前的下課時間，攜帶班級冷氣卡與$1000 元到事務組辦理。)(截至

109 年 9 月 10 日 9 時為止，未繳交前述冷氣卡費$1000 的班級：高一仁禮智孝博和平敬簡捷敏慧、

高二和平敬樂捷廉。) 

 

 

 

一、『註冊組』： 

民間及政府各項獎助學金資訊將陸續刋載於本校網站最新消息及教務處註冊組獎助學金專區，歡迎

同學上網參閱，請合於條件者踴躍申請! 

二、『設備組』： 

   (一)【110年度智慧鐵人競賽】 
1. 報名日期及方式：採網路報名，第一梯次：即日起，至 109年 10月 30日止。第二梯

次：110年 1月 25日至 4月 30日。 

2. 競賽網站：https://ironman.creativity.edu.tw。 

   (二)【2020 GoSTEAM 自造之星競賽】 

1.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09年 9月 24日止。 

2. 報名方式：線上報名，http://isteam.ccda.org.tw/Client/Home 

3. 活動聯絡人：周政華助理，電話：(02)23515052。 

   (三)【探索基礎科學講座第 24期-改變歷史的瘟疫】 

1. 講座日期：109 年 9 月 19 日至 109 年 12 月 12 日。 
2. 本期講座採全程線上直播辦理，直撥時間 14 點起，直播網址為：   

         https://www.youtube.com/user/NTUCASE。 

3. 參與本講座可取得研習時數相關證明，索取辦法及詳細活動資訊請至活動網查詢：    

         http://case.ntu.edu.tw/sciactivity/explores24 

 

 

 

一、『訓育組報告』 

(一)  【社團相關事宜】 

1. 9/15(二)12:10 將於閱覽室召開社長大會，請各社團社長及總務準時出席，未能出席者請 

派其他幹部代理。 

(二)  【班聯會公告】 

1. 9 月份班代大會：9/17(四) 12:20 於莊敬大樓三樓閱覽室舉行，各班班代請準時出席。各 

班的發言條已放班櫃，請想要提議事項的班級務必在 9/11(五)放學之前填妥、請導師簽

名，再放到班聯社櫃。 

2. 123 週年校慶紀念品開放徵稿中，詳細內容已公布於校網，歡迎有興趣的同學將投稿作

品於 9/11(五) 16:10 前交至班聯會服務組負責人：二忠 何安 0908853235、二平 黃薇臻 

0909858468。 

3. 高一、二班聯會費繳交意願單：請各班班代於 9/16(三)中午 12:10~12:30 至學務處將意願

單與收齊之費用繳交給班聯會總務組。 

(三)  【畢聯會公告】 

1. 9/18 (五)畢冊社團團拍時間為 11:10:13:00。請社團團拍的同學注意時程。 

2. 9/20 (日)畢冊封面及書殼、畢冊紀念品徵稿截止，請各班畢代協助提醒，並鼓勵大家踴躍

投稿。 

(四)  【高一壁報比賽】 

 請負責「教師節專題」主題壁報的班級（忠、孝），「國慶日專題」主題壁報的班級（博、 愛）  

 由學藝股長負責督導成立編輯小組完成「壁報製作圖稿審查表」，並於 9/28 (一)16:10 前送  

 至訓育組審核通過後始可製作，遲交「壁報製作圖稿審查表」班級，扣壁報成績 5 分。 

二、『生輔組報告』 

(一)  同學如有請假，請務必告知副班長，副班長也請確實清點人數，以維學生安全。 

(二)  【出缺】：請同學定期上網查詢確認個人出缺勤紀錄–(校網首頁下方左欄)【學生與家長園

地】-【成績及出缺席、獎懲查詢】登入-點選【01 各項查詢】-【查詢個人請假及缺曠資料】。 

(三)  【週記&假卡】：同學如需假卡或週記，請於週一～週五 10:00~16:00 至家長會(逸仙樓１樓)

購買。 

(四)  不私拍不雅照片，更不應 PO 上網；同時應注意網路使用之禮節與規範，並尊重個人隱私權

益，避免觸法。 

(五)  反詐騙宣導： 

 

 

 

 

 

 

 

 

 

 

 

 

109年 9月朝會預定日 

週一 週三 週五 

9/14 ○ 
高一禮堂 

網路交友安全與

應注意事項 

9/16 ○ 
高三禮堂 

(暫定) 
9/18 ○ 

高二禮堂 
青少年恐怖情人 

安全防範 

9/21 ○ 
高一禮堂 

(防災知多少)  
9/23 ○ 

高三禮堂 

 (暫定) 
9/25 ○ 

高二禮

堂(吾愛

吾師) 

9/26 X 

9/28 ○ 
高一禮堂 

(吾愛吾師) 
9/30  

高三禮堂 

 (暫定) 
   

總務處 

（第二週）日期：109.09.11 

 

 

 

 

總務處 

教務處 

學務處 
行事曆 

http://isteam.ccda.org.tw/Client/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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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衛生組報告』 

(一)  高二、三寒暑假返校打掃未完成的同學，通知已發，請盡速完成，亦可利用9/19(六)學校 

      日進行打掃，請事先洽衛生組。 

(二)  本學期小田園活動招募成員中，歡迎對種植、園藝治療、手作活動有興趣，或是想紓壓的 

      同學踴躍參加，9/16(三)在選修一教室(莊敬三樓面中央電梯左邊)，期待你能一起來~ 

(三)  9/15(二)高一、二資收籃隔板競賽，請於10:10前將資收籃放置於勵志走廊以供評分， 

      12:00~13:10派員領回，未在時間內領回之班級，取消該班名次。高三雖不比賽，仍須將資    

      收籃進行區隔，方便分類與回收，也不會影響整潔成績。 

(四)  9/18(五)班會課時間進行高一、二環保知識競賽，詳細說明通知已發(高一新訓時，高二返 

      校日)，另可參考網站http://www.epaee.com.tw/page01-1.html，考古題可參考環境E學院   

      (https://eeis.epa.gov.tw/e-school/arena/Default.aspx)。校內競賽成績名列前茅者將代表參加臺 

      北市競賽，但若有強烈意願想參加臺北市競賽者可洽衛生組。 

(五)  垃圾務必放在北市專用垃圾袋，再丟進資收室的垃圾子車，否則環保局可依「廢棄物清理 

      法」罰鍰。 

(六)  請各班同學進行內外掃工作時，檢視是否有積水容器，落實「巡、倒、清、刷」，預防病 

      媒蚊孳生；週一請環保股長填寫登革熱巡檢表。 

(七)  為加強回收廢乾電池，並宣傳廢乾電池多元便利之回收管道，環保署結合統一超商、全家 

      便利商店及家樂福等3大企業，於9月9日（星期三）至9月22日（星期二）間，民眾持0.5 

      公斤之廢乾電池至統一超商及全家便利商店各門市回收，可以折抵當次購物消費11元；家 

      樂福所屬量販店及超市可在服務台直接兌換11元現金。 

 

 

 

一、109-1圖書館小義工錄取名單已公告於校網站→學生專區，紙本另行張貼於圖書館外公布 欄， 

    請各組於指定時間內報到值勤。 

二、自主學習計畫表及相關資料放置於校網首頁→圖書館→自主學習，請自行上網瀏覽。 

 

  

一、 講座資訊 

(一)  主題：資訊類學系 APCS 指導講座。 

(二)  時間：109 年 9 月 15 日(二)中午 12:10-13:00。 

(三)  地點：莊敬大樓二樓生涯資訊室。 

(四)  講師：資訊老師 陳思靜老師。 

(五)  對象：高一至高三，對資訊類學系及 APCS 檢定有興趣者。請報名的同學準時出席，可攜

帶午餐前來參加。 

二、 【高二重要】學習歷程檔案勾選通知： 

     高二同學請於 9月份進入「台北市學生學習歷程檔案系統」，勾選 108學年度上傳之學習歷程 

     檔案。同學勾選後將由學校提交至國教署中央資料庫保存，供未來大學申請使用。請高二同學   

  務必留意系統截止日期！ 

 勾選件數 勾選時間 

課程學習成果 至多 6件 109年 9月 4日(五)起 

至 109年 9月 30日(三)晚上 23:59截止 多元表現 至多 10件 

※ 「學習歷程檔案勾選知會單」請高二各班輔導股長於 9/15(二)前全班收齊繳回輔導室，謝謝。 

 

 

一、 『熱食部報告』 

(一)  請同學盡量利用訂餐系統，以節省現場選購消費的時間。訂餐系統於上午 6點 30分開放 

     訂餐，為避免網路壅塞，請一早到校後使用班級電腦或學校 wifi訂餐。欲線上訂餐者務 

     必於上午 10點 15分前至系統訂餐(系統於 10點 15分後關閉)。網路塞車時請勿重複點選， 

     否則將重複訂餐。 

(二)  餐碗回收：請務必將碗內「廚餘倒掉」(無須清洗但須全空，無飯、菜、湯汁)、「碗、蓋 

     分開」疊放在班級便當箱內，箱內也不可有廚餘或湯汁，於「當日 15:00~15:20」送至「勵 

     志長廊」找環保志工登記。非上述時段或小義工已撤，請逕送熱食部，務必歸還及登記， 

     以減少餐碗遺失的責任，次日也才有餐箱可用。 

(三)  同學請盡快歸還熱食部餐碗，各班環保股長也請協助催繳。 

 

 

 

一、 重要事項 

【高三同學】第八節課請假者，請依規定至教官室(學務處)辦理外出手續，不假離校外出者依校

規「記小過乙次」(請參閱 109 年家長學生手冊-第 47 頁)。 

二、 交通安全 

依據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134條第四款規定「行人穿越道路，有交通指揮人員指揮或有燈光號

誌指示者，應依交通指揮人員之指揮或號誌之指示前進。無交通指揮人員指揮又無號誌指示者，

應小心迅速通行。」提醒同學們，上(放)學時，請務必確實遵守配合交通隊、教官或警察指揮

管制，切勿自行穿越馬路。 

三、 防災教育 

【防災包檢整】各班副班長請再次確認班級防災包內容物是否齊備且完成更新(包含 6 樣：白色

防災帽、疏散動線圖、集合位置圖、藍(紅)班級牌、藍(紅)點名單、原子筆)，有任何疑問請至教

官室洽詢。 

四、【109 學年度國防培育班招生囉】 

(一)  什麼是國防培育班？ 

國防部為結合全國民間高中職校招生資源及培育管道，透過全民國防教育    紮根方式，

讓青年學子充分認識國軍，加入國軍行列。 

(二)  優點： 

         1.課程均以專案特色課程辦理，不影響校內正式課程。 

         2.參加寒、暑假戰鬥營，有專屬員額優先錄取機會。 

         3.以公假免費方式，參加國防醫學院等校外參訪課程。 

         4.高三可利用國防培育班專屬錄取員額管道，報考國防醫學院等軍事院校，大大提高錄取 

           機會。 

    (三) 如何加入? 

    1.【高三同學】請務必把握 109學年，最後報名加入機會！切勿錯過! 

    2.各年級有意願參加同學，請洽教官室陳秀鳳教官詢問，並於 9月 11日(五)前繳交繳交     

    家長同意書，即完成報名。【歡迎高一同學主動報名參加】 

圖書館 

熱食部 

 

教官室 

輔導室 

http://www.epaee.com.tw/page01-1.html，考古題可參考環境E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