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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1 第 10 週整潔競賽  109-1 第 10 週紀律競賽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高一 義 仁 業 高一 仁 和 義 

高二 和 捷 義 高二 敏 義 捷 

高三 禮、公   群 高三 禮 愛 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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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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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設備組報告』 

(一) 【2021 赴日國際科學論壇暨發表會學生甄選】 

1. 報名時間：109 年 11 月 23 日(星期一)至 109 年 11 月 27 日(星期五)。 

2. 初選報名及繳交作品說明書(中文)請至設備組辦理。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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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教學組報告』 

(一)  點燈計畫 

1. 為提升本校同學晚間留校自習效果，並為同學提供學科諮詢的管道，舉辦晚自習課業

諮詢之點燈計畫。因高三適逢大考，以高三學姐諮詢需求優先。  

2. 高三同學優先登記，高一、二同學開放未登記時段當場詢問。 

3. 地點：逸仙樓二樓-點燈教室。 

4. 科目： 

 

 

 

5. 時間：自 109/11/9（週一）至 110/1/7（週四），週一至週四 18:30～20:30。 

6. 若因教師時間或場地有所異動，請以點燈教室公告及網路公告為主。 

三、『註冊組報告』 

民間團體獎助學金資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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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週年校慶活動】 

1. 請尚未繳交班旗比賽作品說明表、高二創意進場報名表&音樂光碟的班級，盡速繳交

至學務處！ 

2. 下週三(11/18)早自習為校慶第一次預演，請各年級聽從廣播至各場地集合（高一操場、

高二禮堂）。 

(二) 【社團相關事宜】 

1. 11/19(四)-11/27(五)為段考週，請暫停所有社團活動。 

 

(三) 【畢聯會公告】 

項目 組別 姓名 名次 指導老師 

長笛(Flute)獨奏 

高中職個人組 

B組非音樂班 

陳昀希 優等第 2名 陳家慶老師 

長笛(Flute)獨奏 彭之昀 甲等 李淑雲老師 

長笛(Flute)獨奏 柯宥榛 甲等 洪敬婷老師 

長笛(Flute)獨奏 王妤心 甲等 劉芸如老師 

箏獨奏 蔡杏妤 優等第 2名 臧傳馨老師 

箏獨奏 謝依倫 優等 周心恬老師 

揚琴獨奏 邱琬庭 優等第 2名 林聖哲老師 

琵琶獨奏 陳柔亨 優等第 2名 羅淑鴻老師 

阮咸獨奏 温子綾 優等第 1名 陳崇青老師 

古典舞 

高中職個人組 

邱于庭 優等第 1名 蔡雅詩老師 

古典舞 張閔荏 甲等第 2名 黃秀貴老師 

現代舞 葉慈茵 甲等  

民俗舞 黃子芸 優等第 2名 湯惠雁老師 

星期 一 二 三 四 

科目 地科 數學 化學 數學 數學 

行事曆 

（第十ㄧ週）日期：109.11.13 

 

 

 

 

學務處 

榮譽榜 

教務處 

http://science-event.nc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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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1/16(一)中午 12:10 分為畢冊共同頁二校，請美編組負責同學注意時程。 

2. 11/16(一)中午 12:10 分請高三尚未繳交社團照片加洗費之社團，到學務處繳交加洗費。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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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11/17進行熱食部滿意度調查，表單網址：https://reurl.cc/147VlY 

 

三、 『生輔組報告』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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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提醒同學於室外上課應自行攜帶貴重物品並關閉班級門窗，經巡堂師長登記 門窗未關閉

班級，扣班級紀律成績。另提醒同學盡量不要攜帶過多現金到校，如收取班費時，可請師

長協助保管。 

(三)  請同學勿隨意進入其他班級教室聊天、找人，以免影響同學於教室內之作息，甚至是物品

遺失、損壞。 

(四)  【安全宣導】提醒同學平常應要有些危機意識，如果不巧真的遇到危險的時候，才能夠臨

危不亂的保護自己。警政署推出的『 110 視訊報案 』App，可以將位置資料、現場影像

直接傳給警方，輕鬆報案保平安！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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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高三甄選入學活動 

 活動 時間 地點 

1 高三甄選入學學生說明會 11/27(五)15:40-16:40 禮堂 

2 高三甄選入學家長說明會 11/27(五)18:30-21:00 禮堂 

3 繁星推薦說明會 12/8(二) 12:10-13:00 生涯資訊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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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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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8(五)新增【台北醫學大學 醫藥衛生學群】，歡迎對醫藥衛生學群、對北醫有興趣的同

學參加，本次邀請到醫學系教授，同學可提出相關疑問。 

以上講座報名延長至 11/27(五)止，敬請把握時間! 

 

 

 

 

 

 

 

一、 『資訊組報告』 

(一)  請有登記領用 ipad 的同學於下列時段備妥借用同意書，依分配時段前往圖書館領用。 

高ㄧ：11.13 上午  高二：11.13 下午 

二、 『服推組報告』 

(一)  109-1 第二期楓城書訊已出刊，本期主題為「同志議題」，歡迎同學至「校網→圖書館→

楓城書訊」瀏覽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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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防部辦理「民國 109 年全民國防教育網際網路有獎徵答活動」，活

動自 11 月 16 日 8 時起至 12 月 6 日 16 時止，活動採「看影片，後答

題」方式，答題者觀看影片後，由系統隨機篩選 10 題，全數答對者

填註個人資訊，即可參加抽獎，有 iPhone 智慧型手機、Garmin 運動

手錶、ipad 智慧平板等 13 項獎項，計 872 名，歡迎師長、家長、行

政同仁及同學們踴躍參加。 

二、 交通安全： 

【交通全教育 五大運動】 

(一)車頭朝外停車：不撞行人、迅速逃生、方便充電。 

(二)乘客責任：協助駕駛人清醒與專心、全車生命保障。 

(三)下車時向公車及計程車司機說「謝謝」：感恩鼓勵。 

(四)對禮讓行人的車輛駕駛揮手點頭致謝：感謝與感動。 

(五)保護長者及婦孺安全地穿越路口：公平正義與人性。 

【交通安全教育 五大守則】 

(一)熟悉路權 遵守法規。 

(二)我看得見您，您看得見我，交通最安全。 

(三)謹守安全空間-不作沒有絕對安全把握之交通行為。 

(四)利他用路觀-不作妨礙他人安全與方便之交通行為。 

(五)防衛兼顧的用路行為-不作事故的製造者，也不成為無辜的事故受害者。 

三、 12/17 下午 13:10~15:00，臺北市消防局蒞校實施消防演練教學，結合國防課實施滅火器、室內

消防栓操作(自強樓 1F 教師會前樓梯)、地震車(迎曦道禮堂旁)及火災煙霧體驗(多功能教室 2)

等實作課程，歡迎有興趣的師長共同體驗。 

 

輔導室 

圖書館

室 

https://reurl.cc/147Vl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