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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參加臺北市 109 學年度五項藝術比賽成績優異，感謝參賽同學與指導老師！ 

（獲獎名單陸續更新中）： 

項目 組別 名次 

弦樂合奏 高中職團體組 B 組西區 優等第一名 

女聲合唱 高中職團體組 AB 組西區 特優第二名 

 

 

 

 

 

 

 

 

 

一、『設備組報告』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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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2021 日本住吉高校科學研討會-參加代表甄選】 

1. 甄選規則將於 10 月底發布，預計將於 12 月初辦理公開甄選。 

2. 代表甄選後，將由學生與家長決定赴日參與實地研討會，或改採用海報張貼、預錄口頭

報告等模式進行線上交流。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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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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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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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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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意戲劇比賽秩序冊已公告於五項藝術比賽專屬網站。請報名參賽的同學上網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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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5(日)為楓之聆初賽，請各班參賽者準時參加，謝謝。 

2. 10/29(二)中午 12:10 在莊敬樓三樓閱覽室將舉行校慶說明會，當日會發下校慶園遊會相

關資料及報名表，請各班班代務必準時出席。 

(三) 【畢聯會公告】以下時程請負責同學留意 

1. 10/25(日)：畢冊共同頁第一次驗收，請畢聯會主席和美編組注意時程。 

2. 社團照片加洗單繳費須知：繳費時間為 11/11 號(三)中午，請高三各班社長注意畢代轉

知的繳費時間和地點。 

(四) 【社團相關事宜】 

1. 10/24(六)校園為英聽考場，校園不開放社團活動。 

2. 11/7(六)、11/8(日)為高三自選學測模考測驗，校園不開放社團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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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週整潔競賽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高一 和 敏 義 

高二 慧 敬 樂 

高三 禮 慧、公  

109-1第 7週紀律競賽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高一 簡 義 信 

高二 和 仁 愛、平 

高三 禮 愛 忠 

109年 10月朝會預定日 

週一 週三 週五 

10/26 ○ 
高一禮堂- 

(喵喵來了！) 
10/28 ○ 

高三禮堂 

(綜合補給站) 
10/30 ○ 

高二禮堂- 

(分享-當我們同在一

起) 

行事曆 

（第八週）日期：109.10.23 

 

 

 

 

學務處 

榮譽榜 

教務處 

行事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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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因應10月24日本校進行英語聽力測驗考試，高一、二教室若有當考場的班級或是協助清理

的教室，請同學們於10月23日(五)放學時協助清空與清潔，桌面及抽屜、椅子及椅子下方

全部物品清空，黑板(含板溝、板擦)擦乾淨，資訊講桌桌面清潔，地面與走廊掃乾淨，垃

圾倒掉或綁起來，資收物回收，桌椅整齊排列成6*6，衛生及副衛生請留下，待愛糾檢查

合格再行離開，感謝大家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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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掃完，請記得收拾掃具放回掃具區並放整齊，班級掃的落葉及垃圾請自行處理；離開庫

房時記得關燈以節能，也請務必關門，避免小動物進去。 

(四)  若天色亮但走廊燈仍開啟，麻煩經過的同學順手關閉，以節省能源，感謝您對環保盡一份

心力。 

(五)  今年氣候異常，全臺6至9月水庫集水區降雨量僅達歷史平均值2至6成，請於維持衛生及防

疫必要用水外，自主落實節水工作。 

三、 『生輔組報告』 

(一)  【防範一氧化碳中毒】天氣逐漸轉涼，家裡若使用瓦斯，請同學務必提高警覺心，在使用

前應注意檢視使用環境是否保持通風，以免發生一氧化碳中毒。 

(二)  【學生服務學習課程】高一二學生每人每學期至少應服務滿 8 小時。(高三無強制規定，

若無服務學習時數則德行評量表之服務學習時數欄高三呈現空白，高一二呈現為 0)。請同

學把握時間於期末前完成。 

(三)  【反詐騙宣導】沒有網購還有東西送過來?怕怕~~別擔心，165 建議各位師生《先查證，

再付款》，保你錢包超安全。 

 

 

 

 

一、 作品集排版指導講座 

(一)  時間：109 年 11 月 3 日(星期二) 中午 12：10-13：00 

(二)  地點：莊敬大樓六樓美術教室三(禁止飲食) 

(三)  講師：美術科傅斌暉老師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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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6(一) 政大  社會科學學院，報名已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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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截止日為 11/5(四)，歡

迎同學踴躍報名!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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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已截止，請同學準時參加! 

四、 大學科系介紹講座及職涯講座部份報名已截止，若來不及報名請至輔導室報名。 

 

 

 

一、 10/24(六)本校為 110 學年度高中英語聽力測驗第一次考試試場，請各班配合於 10/23(五) 第七、

八節下課時將座位排成 6X6 共 36 個座位，並將座位抽屜淨空，如有多餘之桌椅，無需移出教

室外(抽屜同樣保持淨空)並靠教室後方排好；請督導班上同學務必配合，並於放學後盡快離開

教室，謝謝。 

二、 請 1 年級課桌椅套數不足之班級，逕至該樓層近自強樓之茶水(掃具)間搬運補齊；另 1 年公班

和廉班，缺少之套數請自 3 樓國文專科教室搬運補齊。 

三、 本次英聽考試編配有上、下午場次；上午場 9:30;下午場 12:30  開放入校;  配合防疫管制，高

三自習學生統一由家長會旁通道出入逸仙樓，高一、二學生不開放到校活動。 

四、 10/23(五)高一高二晚自習同學請移至體育組旁群組三教室。 

 

 

 

 

一、 『服推組報告』 

109 年度法國/德國國際交流活動報名已開始，請有意願參與的同學於 10/25(日)17:30 前上網填

寫報名表單並上傳報名資料，並於 10/28(三)面試時繳交報名表件正本。請保握報名期程，逾時

不候! 

 

 

 

 

一、 全民國防多元活動 

(一)  【110 年軍校體檢】自 109 年 10 月 6 日起已經開放預約，有意願報

考的同學，請務必提前預約完成體檢，若有疑問請洽陳秀鳳教官。 

(二)  預於 11 月 12 日(四)上午至「國防醫學院」參訪(公假方式前往)，歡

迎有意願的同學（限額 50 名，高三優先、國培班優先，其餘名額依

報名順序決定），於線上表單完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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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教官室徐志豪教官。 

二、 防治藥物濫用 

近期混和型毒品及 PMMA（4-甲氧基甲基安非他命）相關致死案例持續攀

升，教育部持續要求宣導並加強清查及篩檢。教育部亦提供各校具實務處

理經驗及宣導專長之警察及律師等聯絡窗口(因聯絡資訊涉及個資，如有需

求請洽教官室)。 

三、 防災教育 

內政部「個人化防災資訊系統—防災有 bear 來」，為使民眾可即時取得最

新防救災資訊，可依民眾需求量身訂製，並以網頁瀏覽獲得「個人化防災

資訊」，提升資訊接受之即時性與有效性。 

教官室 
輔導室 

總務處 

圖書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