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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譽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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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組別 名次 指導老師 

行進管樂 高中職組西區 優等第一 

陳台倫教練、劉哲丞教練、黃允謙教練、 

何俊男教練、路凱翔主任教官、張嘉娟主任、

趙威寧老師、鄧乃心老師 

 

 

 

 
 

 

 

 

 

 

 

 

 

 

 

 

 

一、『設備組報告』 

(一) 【2021 日本住吉高校科學研討會-參加代表甄選】 

1. 初選報名及繳交作品說明書(中文)預計於 109 年 11 月 23 日至 109 年 11 月 27 日辦理。 

2. 經校務會議決議，因疫情考量，本年度代表甄選後，改採用海報張貼、預錄口頭報告等

模式進行線上交流。 

(二) 【第四屆「APX 全國高中數理能力檢定」】 

1. 報名方式：請學生自行於線上報名、繳費，若符合減免條件，請於報名系統上傳證明資

訊，另學校有申請團報，可填入 RP1W9N3dAoDrd 團報代碼，將享有報名優惠。 

2. 報名日期：109 年 11 月 2 日至 109 年 11 月 16 日。 

3. 檢定日期：110 年 1 月 24 日(星期日)。 

4. 檢定科目：生物、化學、數學、物理。 

5. 相關資訊及報名網站請見：http://science-event.nctu.edu.tw/ 

(三) 【2020-2021 科普閱讀力大賽】 

1. 參加對象：高一學生 

2.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109 年 11 月 9 日止 

3. 報名網址：https://smartreading.net/Home.aspx 

(四) 【中央研究院 109 年「中研講堂」】 

1. 將於 109 年 11月 11 日(星期三)13 時 20 分至 15時 5 分辦理，可至中央研究院臉書、Youtube

頻道收看直播，活動後亦可觀看錄影，網址：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Pk594oZYMU4Eak7By5wHyQ 

 

 

 

一、 『訓育組報告』 

(一) 【123 週年校慶活動】 

1. 班旗比賽：請務必將作品說明表在 11/11(三)13:10 前交給學務處蔡雅璇老師。 

2. 高二創意進場：請務必將報名表&音樂光碟在 11/11(三)13:10 前交給學務處高靜瑜老

師。 

(二) 【社團相關事宜】 

1. 11/7(六)、11/8(日)校園為考場，暫停開放所有社團活動。 

2. 11/19(四)-11/27(五)為段考週，請暫停所有社團活動。 

(三) 【班聯會公告】11 月份班代大會 

1. 11/19(四) 12:20 於莊敬大樓三樓閱覽室舉行，各班班代請準時出席。各班的發言條近

日會放於班櫃，請想要提議事項的班級務必在 11/13(五)放學之前填妥、請導師簽名，

再放到班聯社櫃。 

(四) 【畢聯會公告】以下時程請負責同學留意 

11/11 號(三)中午 12:10 分有班編會議、繳費相關事宜，請畢代們注意相關事項並協助轉達，

以下事項均為共同時間，共同地點，地點另行通知。 

1. 班編第三次校稿會議，請班編注意上傳時間，並出席班編會議。 

2. 班級團照加洗單繳費，請畢代或班編記得繳交單子和費用。 

109-1第 9週整潔競賽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高一 敏 義 和 

高二 愛 和、樂  

高三 忠 博 愛 

109-1 第 8 週紀律競賽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高一 孝 敬 公 

高二 博 愛、和  

高三 慧 孝 忠 

109-1 第 9 週紀律競賽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高一 敏 忠 簡 

高二 仁 義 簡、捷 

高三 禮 愛 義、孝 

109年 11月朝會預定日 

週一 週三 週五 

11/9 ○ 
高一禮堂 

(破解學習歷程) 
11/11 X 

全校旗手領旗桿 

(莊敬大樓前) 
11/13 ○ 

高二禮堂 
( 參訪記趣) 

11/16 X 挪至 11/18 11/18 X 

1.高二禮堂(創意

進場雨備) 

2.高一有氧 

(操場) 

11/20 X 考前一週 

11/23 X 考前一週 11/25 X 考前一週 11/27 X 期中考 

11/30 X 
全校旗手彩排+高

二創意進場負責人

+高一有氧(操場) 

      

行事曆 

（第十週）日期：109.11.06 

 

 

 

 

學務處 

榮譽榜 
教務處 

http://science-event.nctu.edu.tw/
https://smartreading.net/Home.aspx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Pk594oZYMU4Eak7By5wHyQ


 

2 

3. 社團加洗費用繳交，請畢代協助提醒各班社長當天前往指定地點繳費。 

4. 紀念品樣品確認，請紀念品組組長協助通知設計者。 

(五) 【高一壁報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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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於 11/13 (五) 16:10 前送至訓育組進行出刊與張貼。遲交「壁報」班級，扣壁報成績 10 分。 

2. 請負責「校慶專題」主題的班級（簡、捷）、「生命教育專題」壁報的班級（敏、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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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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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衛生組報告』 

(一)  塑膠袋僅回收乾淨的、有延展性的(像提袋)，髒的或是一般餅乾、泡

麵包裝袋請勿回收。 

(二)  紙箱請拆平後再放置資收室紙類回收籃旁邊。 

(三)  專用垃圾袋請盡量裝滿再丟棄，教室內有一包垃圾不會扣整潔成績，

可利用夾子再多夾一些垃圾進去裝滿。 

(四)  掃落葉時，請勿掃入園圃，或倒入園圃中，勸導不聽者，將進行處罰。 

(五)  11/6~11/15進行熱食部滿意度調查，表單網址：https://reurl.cc/KjvrRy 

 

三、 『生輔組報告』 

(一)  【校慶旗手】各班旗手為副風紀，若副風紀因公無法擔任，請班上推舉適合人選，並回報

生輔組，以便聯絡後續事宜；11 月 11 日(三)7 點 40 分於莊敬大樓 1 樓領取各班旗桿。 

(二)  【出缺席】如同學外出請假，必須由家長來電至教官室申請，若當日外出返校後須先至教

官室報備銷假，以免被登記曠課。 

(三)  【反詐騙宣導】LINE ID「110mmm」是警政署帳號？假的，千萬別加！ 

LINE ID、電話號碼加好友，都是假的！ 

#有綠色及藍色盾牌才是經過認證的 

#警政署沒有用 110mmm 這個帳號 

#有疑問請撥 165 專線諮詢 

#警察不會用 LINE 詢問個資、要求提供證件、存摺及金融卡 

#製作筆錄一定要親自去派出所才能完成程序 

 

四、 『體育組報告』 

(一)  123 校慶運動會下週賽程如下: 

1 高一二三 100、200 公尺複賽 11 月 09 日（一） 12:10 

2 高一二三 400 公尺接力複賽 11 月 10 日（二） 12:10 

3 高一二三 2000 公尺大隊接力複賽 11 月 13 日（五） 11:10 

 

(二)  12/5 日校慶運動會當日將舉行師生 2000 公尺大隊接力比賽，各年級第一名班級將參加

師生大隊接力並贈送獎品一份。 

(三)  請參加校慶運動會各項比賽選手們務必穿著運動服裝及運動鞋比賽。 

 

 

 

 

 

 

 

 

 

一、 國外大學講座－阿姆斯特丹大學介紹，歡迎同學踴躍報名！ 

(一)  時間：109 年 11 月 11 日 

(二)  地點：莊敬二樓生涯資訊室(可帶午餐) 

(三)  講師：國際學生中心、阿姆斯特丹大學學校代表(線上) 

(四)  報名方式：請至輔導室→(左側)活動報名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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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攜 

     帶午餐參加。 

(一)  11/10(二) 長庚 醫藥衛生學群 邀請 呼吸治療學系教授，請報名同學準時參加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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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將報名截止，請同學踴躍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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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攜帶午餐參

加。 

(一)  11/9(一) 走近中醫 報名已截止，若來不及報名請至輔導室。參加後書寫活動心得單、與

同學及老師口頭分享，可至輔導室領取公服時數 1 小時喔! 

 

 

輔導室 

https://reurl.cc/Kjvr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