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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設備組報告』 

(一) 【109 年度校內科展訊息】 

1. 109 年度校內科展簡章將於 9 月底公布，預計報名截止日期為 10 月中旬。 

2. 請有意願參加的同學，先與指導老師聯繫，討論對於題目的想法與實驗進度規劃，並 

留下討論記錄。 

(二) 【榕樹盃數學競賽】 

1. 校內報名至 9/30(四)放學，請至設備組填寫報名表 (班級、姓名、隊長電話、隊名) 

3 人 1 組，報名上限為 5 組，採先到先得。 

(三) 【生物奧林匹亞競賽】 

1. 報名方式：109 年 9 月 30 日(星期三)放學前至設備組填寫報名表。 

2. 考試時間：109 年 11 月 7 日(星期六) 9:30~11:30 

3. 考試地點：建國中學 or 成功高中 

4. 報名方式：線上報名 http://www.tmo.com.tw/modules/index.php 

(四) 【化學奧林匹亞競賽】 

1. 報名方式：採個人線上報名，網址：http://www.twicho.tw (參賽計畫→初選→線上報名)。 

2. 報名時間：109 年 10 月 19 日(星期一)至 11 月 2 日(星期一)下午 5 點為止。 

3. 考試時間：109 年 11 月 21 日(星期六) 14:00~16:00 

4. 考試地點：新北市立板橋高級中學 

(五) 【科普講座計畫-科學史沙龍 2020 秋季講座】 

1. 線上講座共 6 場，活動日期自 109 年 9 月 29 日起至 110 年 1 月 26 日，活動時間 18 時 

55 分至 21 時，於「臺大科學教育發展中心」Youtube 頻道

（https://www.youtube.com/user/NTUCASE/）直播。 

2. 現場講座共 5 場，分為臺北場與高雄場，活動日期自 109 年 919 日起至 109 年 12 月 19

日，活動時間 14 時至 16 時。 

3. 現場講座報名請至「CASE 活動報名網」（https://goo.gl/09XzUe），團體報名請逕洽

(02)3366-1715 或(02)3366-1718，聯絡信箱：ntucasesalon@gmail.com。 

(六) 【2020WMI 年世界數學邀請國際總決賽】 

1. 競賽日期：109 年 10 月 25 日(星期日)。 

2. 報名方式：線上報名 http://www.tmo.com.tw/modules/index.php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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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組報告』 

    民間團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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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訓育組報告』 

(一) 【班優良生、校優良生選拔】 

         自 109 學年度起，臺北市公私立中等學校優良學生選拔改以學年度為執行期程，於每學年 

         度第 2 學期辦理。依來文，本校取消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班級優良生、校優良生選拔，並 

         將選拔調整於第二學期舉行。 

(二) 【臺北市五項藝術競賽】 

1. 音樂比賽賽程預訂於 9/25(五)公告；舞蹈比賽賽程預訂於 10/5(一)公告，請有報名比賽

的同學務必記得上網查詢。臺北市五項藝術比賽專屬網站為: 

https://www.tpcityart.tp.edu.tw。 

(三) 【班聯會公告】 

1. 本校今年度校慶紀念品設計徵稿獲選作品已公告校網，恭喜獲選同學！ 

2. 本校今年度楓之聆參賽辦法與報名表已公告校網。報名時間為 9/21(一)至 9/29(二)。歡

迎各位同學踴躍報名參與！ 

(四) 【畢聯會公告】 

1. 9/28(一)中午 12:10 在莊敬大樓三樓選修教室一舉辦畢聯會例會，並進行畢業紀念品初

選，請各位畢代空出時間、準時出席，若不克出席請指派代理人！ 

2. 9/28 (一)畢冊班級內頁第一次校稿回樣和班級內頁第二次收稿，請高三各班班編務必準

時上傳班級內頁。. 

3. 9/30(三)為畢業紀念品和畢冊封面投票截止日，請高三畢代注意截止時間。 

(五) 【高一壁報比賽】  

1. 請負責「友善校園專題」主題的班級（仁、義），「水域活動安全專題」主題的班級（禮、

智）請於 9/26 (六) 16:10 前送至訓育組，以便進行出刊與張貼。 

109-1第 3週紀律競賽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高一 敏 愛 廉 

高二 公 慧 樂 

高三 禮 公 孝 

109-1第 3週整潔競賽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高一 義 敏 簡 

高二 智 博愛和群  

高三 公 群 簡 

109年 10月朝會預定日 

週一 週三 週五 

      10/2 X 中秋節 

10/5 X 考前一週 10/7 X 考前一週 10/9 X 國慶補假 

（第四週）日期：109.09.26 

 

 

 

 

教務處 

學務處 

榮譽榜 

行事曆 

教務處 

http://www.tmo.com.tw/modules/index.php
https://www.tpcityart.tp.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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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請負責「教師節專題」主題的班級（忠、孝），「國慶日專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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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學務處多元學習特色活動】 

        〔轉知〕中山學生一起來—思沙龍講座 

1. 講者：姚仁喜 建築師。作品包括蘭陽美術館、故宮南院、農禪寺水

月道場、烏鎮劇院等。 

2. 主持：彭昱融（2020 神農計畫成果展策展人） 

3. 時間：2020-10-17(星期六) 14:00-15:30 

4. 地點：華山中三館拱廳（台北市八德路一段 1 號） 

5. 報名表單：請掃右方 QR Code  

二、 『生輔組報告』 

(一) 【宣導】天氣逐漸轉涼，為防範一氧化碳中毒，可安裝獨立式一氧化碳警報器，讓居家安

全更加倍。 

(二) 【安全】非經許可，請勿擅自進入他人班級，也請各班留意，不在教室時，務必關閉門窗，

留意個人財物的保管。 

(三) 提醒各班副班長每節課需確實點名，未進班上課同學，不論原因點名卡一律畫記「缺課」；

同學無故未到課者，應就近通知教官室或學務處處理，以維同學在校安全。 

(四) 【重要宣導-請班長宣讀】考試期間(10/12.13)及考試日前一日(10/8)，如有重大事由請假者，

須事先或當日提出申請(重大疾病除外)，並檢具下列相關証明辦理請假手續。 

1. 事假：事由限因三親等以內之親人病危通知，須隨侍左右時；或家中發生重大事故，

方得申請；並須檢附家長證明或其他具公文書效力之證明。 

2. 病假(含生理假)：須檢附前一日或當天之家長證明及醫療院所診斷證明。 

3. 喪假：須檢附訃文，對象限為三親等內之親屬。 

4. 公假：須檢附經核准之公文或簽呈。 

5. 其餘假別請參考學生手冊。 

         期中、期末考請假手續，須於考試日結束五個上班日內完成 

三、 『衛生組報告』 

(一)  資收分類請參考學生手冊之「環境整潔工作須知」，進行正確分類、回收。 

(二)  若有發燒情況，請落實「生病在家休息」，建議戴外科口罩就醫，並告知教官、導師或健

康 

     中心。 

(三)  廁所提供的衛生紙可溶於水，請直接丟入馬桶，以減少垃圾量及避免異味，其餘的東西則 

     請勿丟入。 

(四)  小田園教育體驗活動於每週三中午12:10~13:00集會，地點在莊敬三樓選修教室1教室(面對 

     中央電梯左邊)，歡迎喜歡種植、手作或是園藝治療的同學踴躍參加。 

(五)  轉知市府衛生局自即日起至109年9月29日辦理「臺北是我家 友善失智一起來-線上知識挑 

     戰」活動，網站：https://event.udn.com/dementia，歡迎踴躍參加。 

 

 

 

 

 

一、 109 年 9 月 26 日(六)補課日，登入訂餐系統前，需先輸入「密碼 1234」後，才能輸入班級密碼

登入使用。 

二、 9 月 26 日(六)進行環境消毒作業，營業至 16:30。 

三、 重申「訂餐系統」於上午「10:15」關閉，請同學盡量於「一早到校時」使用班級電腦訂餐，以

免訂不到想要的餐點。 

四、 個人借用環保餐碗，請歸還到熱食部並登記，不要放在班級餐箱，以免混淆。 

五、 班級歸還便當時，請先點好數量，確定未還同學座號，並將碗、蓋分開，廚餘倒乾淨，高一排

一列(右邊)，高二、三一列，以加快登記速度。 

 

 

一、 9/28 (一) 18:50-20:00 大學考招變革及參採學習歷程項目說明會 

 講師:國立中央大學招生組周弘偉組長 

 地點在中山女高禮堂 

二、 國外大學介紹 

    有興趣報名者請掃描 QR code 報名，謝謝！ 

三、 【高二重要】學習歷程檔案勾選： 

請高二同學盡速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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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早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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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小論文暨議題短講比賽徵稿】 

(一)  主題：我們與戲的距離─與”情感”議題相關之小論文 

(二)  內容：觀賞”電影”後，對情感教育相關議題進行思辨、探究，撰寫小論文。 

(三)  競賽辦法：校內初審後，推薦 1 至 3 件作品，參加台北市複審。複審通過之作品，可參加  

  台北市議題短講決賽。詳細辦法請見學校首頁公告。 

(四)  校內收件截止日：109.10.23(五)放學前 

(五)  報名單位：輔導室 

場次 日期 大學/科系 講師 時間地點 報名表 

1. 9/28   

(一) 

英國雪菲爾大學 

介紹與升學說明 

國際學生中

心(ISC)主任 

12:20-13:00 

莊敬 2樓生涯資訊室 

 

2. 10/16  

(五) 

日本京都大學 

介紹與升學說明 

*本場次為線上

說明 

京都大學 

國際招生處 

12:20-13:00 

莊敬 2樓電腦教室二 

3. 10/19  

(一) 

日本早稻田大學 

介紹與升學說明 

國際招生處 

中山學姊 

12:20-13:00 

莊敬 2樓生涯資訊室 

熱食部 

輔導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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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資訊組 

(一)  2020 年「國際運算思維挑戰賽」已開跑，歡迎高二、高三同學至圖書館資訊組報名參加！ 

   【高一：由資訊科授課教師統一報名，於課堂中實施(上學期、下學期皆會有一場挑戰賽)，   

    再次提醒高一同學不須另外至圖書館報名】 

 1. 本測驗可幫助妳了解自己的運算思維能力以及是否具備學習資訊科學之性向。 

 2. 報名時間與地點：即日起至 109 年 10 月 13 日（二）放學前至圖書館資訊組報名 

 3. 測驗時間（自行擇一場報名）： 

(1) 109 年 11 月 09 日（一）12:25～13:10，共 45 分鐘 

(2) 109 年 11 月 12 日（四）12:25～13:10，共 45 分鐘 

    測驗地點：莊敬大樓三樓電腦教室二 

測驗介紹與範例題請參考官方網站：http://bebras.csie.ntnu.edu.tw/ 

二、 服務資訊組 

(一)  為了配合國外合作學校的作業，國際交流說明會將延到段考後辦理，屆時請同學注意瀏覽 

      學校網頁公告訊息及楓城紀事。 

 

 

 

一、 重要事項：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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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年級同學】高三同學適逢學測衝刺的關鍵時期，各年級同學應秉持互敬互重，共同

發揮同理心，於平(假)日任何時段行經逸仙樓周圍、內部或於戶外實施活動時，請務必

相互提醒放輕音量，提供高三同學最優質的讀書環境。 

二、 學生專車： 

(一)  上學：中永和專車(指南客運，202 線)，因客運業者駕駛人力不足，108 學年期初交通委

員會議已提出將勉力完成 108 學年度服務，自 109 學年度起縮減為 1 班。經統計 109-1

學期中永和線上學乘車人數 48 員(車輛滿載限額：座位 22 員、站位 40 員)，學校已協調

指南客運 202 中永和線專車業者協助加派車次，提供學生舒適乘車空間，目前業者表示

實因駕駛人力不足，無法增加額外服務班次，還請學校家長學生體諒。 

(二)  放學：土城專車(三重客運，265 線)，因應長安東路人行道整建工程，考量學生搭乘安全，

乘車位置調整至建國北路側。警方考量 17:00 後下班尖峰時段，專車不宜於建國側路段

長時間停等，勢必嚴重影響交通流量，易衍生其他交通與用路人權益問題，且經統計 109-1

學期土城線放學乘車人數僅為 8 員，故 17:10 專車歉難實施。 

三、 「國軍人才招募」LINE 官方帳號(@rdrc0800)，推播最新國軍各招募班隊報考資訊，凡加入帳

號即可參加「國軍人才招募 LINE 好友限定抽獎活動」，獎項豐富（Switch、雙人電影票、全

聯禮券等好禮），請同學踴躍加入。 

 

 

 

圖書館 

教官室 

http://bebras.csie.ntn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