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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設備組報告』 

(一) 【109 年度校內科學展覽】 

1. 報名時間：109 年 10 月 19 日(星期一)起至 109 年 10 月 23 日(星期五)17：30 截止， 

逾時不候。 

2. 報名地點：科學館 1 樓設備組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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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交通大學奈米科學營】 

1. 活動時間：110 年 2 月 5 日(星期五)至 2 月 9 日(星期二) 

2. 活動地點：交通大學光復校區(新竹市大學路 1001 號) 

3. 報名及活動相關資訊，請至活動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nctunanocamp 

 

(四) 【2020 年生物技術實驗課程-秋季高中專班】 

1. 課程時間：109 年 11 月 21 日至 11 月 29 日於週六與周日開授 

2. 報名方式：採線上報名，報名時間自 109 年 10 月 16 日(星期五)上午 9 時起(如額滿將提

前截止)。 

3. 相關報名事項請參考臺灣大學生物技術研究中心網頁公告：http://www.cbt.ntu.edu.tw 

(五) 【生物科技研習營】 

1. 活動時間：109 年 11 月 15 日(星期日) 

2. 活動地點：臺北國際會議中心 

3. 研習活動議程及報名方式公告於基金會網站：http://www.cctmf.org.tw 

(六) 【2021 年臺灣國際科學展覽會】 

1. 2021 年臺灣國際科學展覽會日程表：https://twsf.ntsec.gov.tw/Article.aspx?a=276&lang=1 

2. 正式競賽規章尚未發布，請同學預先準備 

3. 報名方式：採線上報名，自 109 年 10 月 29 日(星期四)至 109 年 11 月 8 日(星期日)，考量

校內行政作業時程，校內收件時間到 109 年 11 月 4 日(星期三)放學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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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五項藝術競賽】 

1. 提醒參加臺北市 109 學年度五項藝術比賽個人組與團體項目同學，務必隨時關注專屬

網站上所公告的各項資訊（實施辦法、賽程與秩序冊、領隊會議資料……等）。由於新

冠肺炎疫情，各項比賽均有防疫相關規定（例如需繳交防疫證明），請所有參賽同學務

必注意。臺北市五項藝術比賽專屬網站為：https://www.tpcityart.tp.edu.tw。 

(二) 【班聯會公告】 

1. 10 月份班代大會：1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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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6(五)放學之前填妥、請導

師簽名，再放到班聯社櫃。請各班同學理性提議與溝通。 

(三) 【畢聯會公告】以下時程請負責同學留意 

1. 10/19(一)：共同頁第一次驗收，請畢聯會美編組注意時間。 

2. 10/22(四)：社團照加洗補交截止日，請各位畢代轉知各班社團社長。 

(四) 【社團相關事宜】 

1. 10/24(六)校園為英聽考場，全日不開放社團活動，請各社團務必留意。 

2. 請要進行社團考試補考的幹部，於 10/22(四)12:10 至選修教室 1 集合。 

(五) 【高一壁報比賽】  

1. 請負責「交通安全專題」主題的班級（和、平）、「性別平等專題」主題的班級（誠、

信）請於 10/30 (五) 16:10 前送至訓育組，以便進行出刊與張貼。 

2. 請負責「家庭教育特刊」主題的班級（敬、業）、「健康促進專題」壁報的班級（樂、

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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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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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第 6週整潔競賽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高一 義 簡 禮、誠 

高二 樂 愛 和 

高三 愛 公 忠 

109-1第 5-6週紀律競賽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高一 義 仁 敬 

高二 敏 仁 群 

高三 禮 慧 廉 

109年 10月朝會預定日 

週一 週三 週五 

10/12 X 期中考 10/14 ○ 
高三禮堂 

(暫定) 
10/16 ○ 高二禮堂 

(中山 OK蹦) 

10/19 ○ 
高一禮堂- 

(雖然生病了也沒

關係！) 
10/21 ○ 

高三禮堂 

(暫定) 
10/23 ○ 

高二禮堂 
(雖然生病了也沒關係！) 

10/26 ○ 
高一禮堂- 

(喵喵來了！) 
10/28 ○ 

高三禮堂 

(綜合補給站) 
   

（第七週）日期：109.10.16 

 

 

 

 

教務處 

學務處 

榮譽榜 

教務處 

行事曆 

https://www.facebook.com/nctunanocamp
https://twsf.ntsec.gov.tw/Article.aspx?a=276&lan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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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衛生組報告』 

(一)  氣候漸涼爽，呼吸道傳染病的傳染也日益增加，請大家注意呼吸道衛生，勤洗手、戴口罩、

不要用手碰觸眼口鼻，保持社交距離或戴口罩，飲食時勿交談，生病在家休息，若有發燒

或確診為傳染病，請告知健康中心或教官；平日多注意維持免疫力，注意營養與休息，培

養運動習慣。 

(二)  近期常下雨，請注意內外掃區是否有積水容器，協助「巡、倒、清、刷」，避免病媒蚊孳

生。 

(三)  拖把請勿在洗手槽清洗，拖地的髒水，請傾倒在拖把槽。水槽若有物品堵住，請順手清理

雜物。 

(四)  在公共區域活動後，請同學將垃圾及個人物品帶走。 

三、 『生輔組報告』 

(一)  【作息】依本校作息規定同學入校後，不得隨意外出，需外出者應依規定辦理外出手續；

為維護校園安全，校園開放時間請同學配合，上課日(防疫期間)為 06:45~18:30(夜自習至

21:20)，補班日無夜自習，學校開放至 17:30，例假日(含國定假日)為 08:00~17:30。 

(二)  【提醒】缺曠明細表請各位同學務必確認後再簽名，若有誤請至生輔組查詢。 

(三)  【反詐騙宣導】凡是在網路(FB、IG 等)上看到或網友傳來的投資訊息，標榜「保證獲利」、

「穩賺不賠」都是詐騙，請勿輕易受騙。 

四、 『體育組報告』 

(一)  校慶活動、各項競賽規程與規則已放置於學務處-體育組網頁中，因連假及雨勢關係，延

長報名時間，請各年級康樂於 10/21 日(三) 下午 13 點前完成選拔及報名，紙本務必請導

師簽章後繳至體育組。 

(二)  123 週年校慶運動會 100、200、800、400 接力及 2000 公尺接力等預賽賽程採計時賽依

成績取前 12 名參加複賽，複賽共分 2 組每組取前 2 名另擇優 2 名，共 6 名參加決賽。 

(三)  體適能教室 10 月 5 日(一)至 12 月 25 日(五)開放中午 12 點至 13 點提供全校師生使用，

使用人次限制一日至多 30 人。 

(四)  游泳池 10 月 5 日(一)至 12 月 25 日(五)開放中午 12 點至 13 點(最慢 12:20 分要進場，12:45

清場)，段考時不開放。 

 

 

 

一、 大學科系介紹講座---時間:中午 12:10-13:00 、地點:生涯資訊室(莊敬大樓 2 樓輔導室旁)，同學

可攜帶午餐參加。 

(一)  10/20(二) 政大   傳播學院 、10/26(一) 政大  社會科學學院，報名截止日為 10/16(五)，

即將截止，請同學把握報名時間! 

(二)  11/10(二) 長庚 醫藥衛生學群 、11/30(一) 台科大設計 學院 (建築、設計系)(學姐分

享) 、12/1(二) 台科大 管理 學院 (工管、企管、資管系)。 

二、 職涯講座---時間:中午 12:10-13:00 、地點:生涯資訊室(莊敬大樓 2 樓輔導室旁) ， 同學可攜帶

午餐參加。 

(一)  10/23(五)我如何成為一位『職人』！ 

(二)  11/9(一) 走近中醫 

報名截止日為 10/19(一)，即將截止，機會難得， 歡迎同學踴躍報名！ 

 

 

三、 高二學習歷程「勾選」時間延長通知 

    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公文臺教國署高字第 1090120966 號來文，因應嚴重特殊傳

染性肺炎疫情，各校防疫工作及行政負擔仍重，且為強化資通安全及資料備份作業，調整延長

學校提交 108 學年度學生學習歷程檔案提教至國教署中央資料庫之時程。 

    本校因應國教署延長提交之時間，亦同步延長高二學生「勾選」108 學年度學習歷程檔案

之作業時間如下：延長至 109 年 10 月 30 日(五)下午 17:00 截止 

    勾選方式： 

「台北市學生學習歷程檔案系統」→點選「勾選學習成果」或「勾選多元表現」→點選「108

學年度」按「查詢」，即可進行學習歷程檔案之勾選。 

     請高二未完成勾選的同學，把握時間，儘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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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服務推廣組 

(一)  圖書館將於 10/19(一)12:10-13:00 辦理 109 學年國際交流說明會，報名表件已送至各班，

有意願參加同學請填妥報名表，由圖資股長於 10/16(五)15:20 前送回圖書館。 

 

 

 

 

一、 【國防醫學院】參訪活動： 

11 月 12 日(四)上午 07:40~13:00，公假方式前往，限額 50 名，錄取標準：

高三優先、國培班優先，其餘名額依報名順序決定。 

歡迎有意願的同學於線上表單報名，並至教官室領取「家長同意書」，請於

11 月 6 日前將同意書及午餐自費 52 元（多退少補）繳至教官室徐教官，完

成報名手續。(活動流程表，如附件) 

 
臺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 109學年度第 1學期 

全民國防教育多元活動-國防醫學院參訪活動流程表【11月 12日(四)】 

    組別 

時間 
項     目 

0740-0830 出發前往內湖國防醫學院(0740集合) 

0840-0910 國防醫學院軍校生及代訓生未來工作實況說明 

0920-1120 參訪國防醫學院院區及各系所 

1120-1140 本校畢業校友與參加學生訪談 

1140-1150 致贈感謝狀 

1150-1230 與國防醫學院學院學生一同用餐(體驗軍校生活) 

1230 快樂賦歸 

備考 

1.預計依照表內時間實施各項行程，當日以參訪單位安排為主。 

2.各項活動須依授課教官指示，以維活動安全。 

3.參加學生患有心臟病、高血壓、癲癇及氣喘等突發性疾病或不適合活

動等病症，請考量參加。 

4.如當日身體不適，請務必先行告知，俾利調整行程內容或從旁見學。  

5.本次活動於上午集合出發，請參加同學自行準備當日所需飲用水，行

程當中勿攜帶貴重物品，並留意個人隨身物品。 

6.為體驗軍校生活，本活動規劃於國防醫學院食用午餐，參加學生已請

學務處辦理公假方式前往(預計當日下午 1時 10分返校上課)。 

7.行程若有緊急聯絡事項，請撥打本校校安專線 02-25090833。 

圖書館 

教官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