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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1 第 15 週整潔競賽 109-1 第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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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敏 高一 愛 和 忠 

高二 智 和 樂、公 高二 愛、平  捷 

高三 愛 忠  博 高三 樂 禮 捷 

 123 週年校慶最佳攤位獎得獎名單  

年級 第 1 名 第 2 名 第 3 名 

高一 一孝 一愛 一義 

高二 二義 二廉 二敏 

 

 

 

 

 

 

 

 

 

 

 

 

 

 

一、『註冊組報告』 

(一)  校內獎助學金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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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設備組報告』 

(一) 【國際資訊奧林匹亞競賽代表隊遴選作業】 

1. 報名方式：自行網路報名，https://toi.csie.ntnu.edu.tw/ 

2. 海選日期：2021 年 1 月 9 日(星期六)。 

3. 海選地點：成功高中。 

(二) 【2021 年亞太數學奧林匹亞研習營】 

1. 報名方式：由校內統一處理報名業務，符合資格者請於 12 月 21 日(星期一)16:20 前至 

設備組報名。報名資格，若需要推薦信函，請提早聯繫指導老師或教授，推薦信函繳 

交時間與報名截止日相同，逾時不候。 

2. 若多位同學以校內推薦名額報名，將委由數學科教師評選出最終人選，評選結果將另行

公告。 

3. 研習營活動時間：110 年 2 月 1 日至 2 月 3 日。 

4. 研習營地點：國立中央大學。 

(三) 【2021 年資優數學研習營】 

1. 報名方式：由校內統一處理報名業務，符合資格者請於 12 月 21 日(星期一)16:20 前至設

備組報名。報名資格，若需要推薦信函，請提早聯繫指導老師或教授，推薦信函繳交

時間與報名截止日相同，逾時不候。 

2. 研習營活動時間：110 年 1 月 25 日至 1 月 27 日。 

3. 研習營地點：國立中央大學。 

(四) 【109 生物學測複習講義勘誤表】 

1. 109 年 12 月 5 日已公告於本校最新消息及學生專區，請同學自行下載。 

(五) 【交通大學「理學院高中數理資優研習課程」】 

1. 報名方式：每組 1-5 人組隊至設備組填寫報名表，報名至 12 月 24 日(四)16:20 截止，上 

限 5 組，依報名順序為準，目前即將額滿。 

2. 研習期間：110 年 2 月開學後，為期 14 週。 

3. 研習科目：物理、數學、化學、生物等四科。 

4. 研習方式：由雷射中心設計研習內容、題目上傳網頁，學生於預定期限內回傳解題。 

 

 

 

 

一、 『訓育組報告』 

(一)  【週記抽查】12 / 21 (一) 為高ㄧ週記抽查（5 篇以上），學務處已發下抽查通知。請各班

學藝股長提醒同學，務必依指定期限繳交。 

年級 送交導師 時間 送交學務處 時間 領回時間 地點 

高三 12/4 (五) 12:00-12:30 12/9 (三) 12:00-12:30 12/11 (五) 學務處 

高二 12/10 (四) 12:00-12:30 12/14 (一) 12:00-12:30 12/17 (四) 學務處 

高一 12/17 (四) 12:00-12:30 12/21 (一) 12:00-12:30 12/24 (四) 學務處 

(二)  【社團相關】 

1. 109 學年度轉社實施辦法已公告校網學生莊專區並發放至各班班櫃，請有轉社意願的

同學務必留意，勿錯過相關期程。 

12/17(四)學務處公布轉社人數限制預估版 

12/18(五)-1/7(四)17:00 前社員填交轉社意願單(轉社單請至校網自行列印) 

1/14(四)學務處統整社員轉社意願暨公布轉社人數限制確定版(四)2/5(五)-2/7(日)開放

有填交轉社意願單之社員上系統填選社團志願 

2/17(三)公告轉社結果(六)依公告結果至新社團上課 

2. 109 學年度社團寒訓及成果發表調查表已發放至各社團社櫃，請於 12/30(三)12:30 前

將調查表繳回訓育組。 

(三)  【高一壁報比賽】 請負責「環境教育專題」主題的班級（公）、「資訊新知專題」壁報的

班級（廉）請於 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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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朝會預定日 

週一 週三 週五 

12/14 ○ 

高一禮堂 

(美聲楓之聆+ 

中山好青年) 

12/16 X 高三模考 12/18 ○ 
高二禮堂 

(中山好青年) 

12/21 X 
高一教室 

(法律常識測驗) 
12/23 X 高三段考前 12/25 ○ 

高二禮堂 

(暫定) 

12/28 ○ 
高一禮堂 

(PBL分享) 
12/30 X 高三期末考    

（第十六週）日期：109.12.18 

 

 

 

 

學務處 

榮譽榜 

教務處 

行事曆 

https://toi.csie.ntn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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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衛生組報告』 

(一)  高三正副衛生股長請於 12/24(四)中午 12:15 到逸仙樓二樓多功能教室 6 開會。 

(二)  下雨時，戶外外掃區仍須撿人為垃圾，以維持校園清潔。 

 

三、 『生輔組報告』 

(一)  【高三期末考後請假提醒】 

1. 高三於 12 月 30、31 日期末考後仍應正常到校上課，惟考量同學有特殊需求，援例自 1

月 4 日至 1 月 19 日共計 12 天，學生可依需求由家長提出，並確實自理請假時間作息

狀況，以專案辦理連續事假申請，本申請表請於 12 月 21 日（一）前副班長收整後將

統計表及個人申請表統一交給輔導教官。 

2. 如非連續事假者請填寫個人請假卡，依一般請假規定辦理銷假。 

3. 1 月 20 日(三)結業式當天於各班教室實施點名，未到校者須另填假卡請假。 

(二)  【高一法律基本常識測驗】(高一班長請向導師報告及向全班宣讀) 

1. 施測時間:109 年 12 月 21 日(一)7:50-8:05。 

2. 缺考及低於 60 分者另行集合加強法律常識宣導。 

補考日期 時間 地點 

12/21~23(一~三) 12：30 學務處 

3. 平均成績前 3 名班級於朝會頒發獎狀。 

4. 請高一班長於 12/21(一)7:45 前至學務處生輔組領取試卷，午休前繳回。 

(三)  下學期各班幹部名冊及 109-1 服務學習時數登記表】，由班長統一領回，請同學提早準備。 

年級 發放時間 繳件時間 

全校 12/11(五) 12/25(五)中午 

為維護班級權益，以上請班長於導師簽章後，於期限內交回生輔組彙整。 

(四)  【反詐騙宣導】星巴克免費送保溫瓶? 數位詐騙別再相信 

通訊軟體近日流傳「星巴克週年慶典」、「星巴克為每個人提供 2,000個限量版星巴克保溫

杯」，經 TFC查核，該消息為自今年 9月開始的詐騙消息變造，過去曾以冒充「Adidas商

家」、「肯德基商家」以及「iPhone12熱潮」等知名品牌，要求民眾填問券分享親友還獲

得免費贈獎。星巴克已在官方臉書粉專緊急聲明，所有舉辦之行銷活動，都會在官方活動

專區公告，如果有接獲來自星巴克名義不明活動邀請，請留意訊息來源，請小心避免個資

外洩，另外也切勿轉傳可疑訊息，否則害人又害己! 

參考資訊來源  https://newtalk.tw/news/view/2020-12-07/505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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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攜帶

午餐參加。 

 12/18(五)【台北醫學大學 醫藥衛生學群】，歡迎對醫藥衛生學群有興趣的同學! 

 

 

 

 

 

 

 

 

 

 

一、 『資訊組報告』 

(一)  近來資安事件頻傳，請同學們勿使用學校網路連結至非法站台、不要開啟未知或不安全

的信件、附件與網站，避免中毒或受駭造成網路安全威脅。 

(二)  請各班放學離開教室前務必檢查、確認班級設備正確關閉(電燈、電扇、資訊設備)，避

免資源浪費。 

 

 

 

 

 

 

一、 重要事項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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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防培育班 重要活動】 

(一)  12 月 18 日(五)1210 至 1300 時，於逸仙樓 2 樓簡報室辦理「軍校現況

說明會」，將邀請目前就讀各軍校之畢業學姊返校分享，並有國軍人才招

募中心專人蒞校說明相關招生訊息，國培班高三務必出席，也歡迎高三、

高二、高一有意願的同學攜帶午餐踴躍參加。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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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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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輔導室 

教官室 

圖書館 

https://newtalk.tw/news/view/2020-12-07/5050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