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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1 第 17 週整潔競賽 109-1 第 18 週整潔競賽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高一 義 群、敏  高一 敏 和 義 

高二 樂 簡 智、誠、公 高二 和 愛 智 

高三 愛 和   公 高三 忠  和   平 

 

109-1 第 18 週紀律競賽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高一 孝 廉 公 

高二 群 捷 敬 

高三 樂 禮 忠、捷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高一壁報比賽獲獎班級如下：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一年敬班 一年義班 一年禮班 

 

 

 

 

 

 

 

 

 

 

 

 

 

 

一、『註冊組報告』 

(一)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民間團體及政府機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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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研組報告』 

(一)  109-2 高二多元選修線上選課:因新增 5 門課程尚未取得課程代碼，須等到教育局提供代

碼後方能設定選課，請高二同學寒假期間隨時留意校網選課公告。 

三、『設備組報告』 

(一) 【淡江大學辦理「2021 第十六屆鍾靈化學創意競賽」】 

1. 參加對象：全國高中、高職在校學生，不限年級，亦可跨校，由學生自組團隊，三人為一

組，並自選一位現職高中教師為指導老師，一位老師可指導多組學生。 

2. 競賽日期：110 年 3 月 6 日(星期六)，上午為筆試，下午為實作。 

3. 競賽地點：淡江大學淡水校園鍾靈化學館。 

4. 報名時間與方式：110 年 1 月 1 日起至 110 年 2 月 20 日止。線上報名：

http://www2.tku.edu.tw/~ac2005/chem_ac/ 

(二) 【臺灣大學辦理「第十三屆丘成桐中學數學獎」】 

1. 為積極發掘並培養青少年數學人才，透過專題研究，培養新一代中學生的數學素養，引 

發青年人探索知識的興趣及提升學術水準。 

2. 報名日期：110 年 4 月 15 日前完成網路報名及上傳作品簡介，再於 4 月 30 日前上傳繳 

交完整作品。 

         3.相關活動訊息請逕上：http://www.math.ntu.edu.tw/~shing_tung/yau_award/。 

(三) 【光啟高中辦理「成大論箭-實驗火箭設計與製作」】 

1. 報名方式：填寫報名表，於 110 年 1 月 15 日(星期五)前傳真、郵寄或 mail 至學校信箱

finike@msl.phsh.tyc.edu.tw 

2. 活動日期：110 年 1 月 29 日(星期五)。 

3. 活動地點：桃園市光啟高中 

4. 活動內容可參考：http://myweb.ncku.edu.tw/~hsjing/rocket.htm 

(四) 【中華電信開辦之「2021 寒假科學營」】 

1. 活動內容：配合教育部 108 課綱「適性揚才」基調及「自主學習」要求，專為高中(職)

生量身規劃打造：5G 智慧製造、無人機、自駕車、智慧農業、人工智慧、大數據、物聯

網、資訊安全等創新應用領域課程。 

2. 報名方式：網路報名，https://www.chtti.cht.com.tw/portal/index.jsp 

 

 

 

 

一、 『訓育組報告』 

(一)  【高二教育旅行】請高二各班注意以下時程： 

1. 繳交報名表與家長同意書：請高二各班班代統一於 1/8(五)12:00 前收回報名表與家長同

意書至學務處。 

2. 繳費：請報名參與本學年度教育旅行的高二學生於 1/4(一)~1/11(一)完成繳費。由於繳

費單製單廠商「超商繳費」條碼印製有誤，若於超商繳費，需收取額外手續費。提醒

同學使用其他管道進行繳費，並留意不要重覆繳費！ 

(二)  【社團相關】 

1. 請有繳交轉社意願單的同學務必於 2/5(五)08:00-2/7(日)24:00 至校務行政系統進行選

社，錯過期限者將由系統直接分發至未額滿社團。 

2. 請尚未申請寒訓活動之社團，務必於 1/11(一)13:00 繳交活動申請表及企畫書，若為隔

夜活動尚須檢附隨隊師長同意書、家長同意書(待核章後始可發放)，並補交車籍資料及

保險資料。 

3. 1/11(一)-1/19(二)為段考週，請暫停所有社團活動，違規者將酌扣社團評鑑成績。 

1月朝會預定日 

週一 週三 週五 

      1/8 ○ 
高二禮堂 

(快樂中山人) 

1/11 x 考前一週  x  1/15 x 考前一週 

（第十九週）日期：110.01.08 

 

 

 

 

學務處 

榮譽榜 

教務處 

行事曆 

教務處 

http://www2.tku.edu.tw/~ac2005/chem_ac/
http://www.math.ntu.edu.tw/~shing_tung/yau_award/
http://myweb.ncku.edu.tw/~hsjing/rocke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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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衛生組報告』 

(一)  學校外食政策目前仍維持以往的制度，並未開放，請同學務必遵守規定，學務處與教官室

將加強稽查。 

(二)  為防治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簡稱新冠肺炎），即日起至 110 年 2 月 28 日止，

參加大型集會活動之民眾應全程佩戴口罩並遵守飲食規定。 

(三)  為因應新冠肺炎國際疫情愈加嚴峻，請教職員工生於歲末節日及跨年連續假期，儘量避免

出入人潮擁擠、空氣不流通的公共場所，並加強自主健康管理及掌握活動軌跡。 

(四)  為防範流感、腸病毒、新冠肺炎、病毒性腸胃炎等傳染病，提醒大家養成衛生好習慣：勤

洗手、避免手部接觸口鼻、生病戴口罩、生病在家休息、均衡健康的飲食及運動增強抵抗

力。 

(五)  同學掃的落葉，請直接倒入落葉子車(除非子車已滿)，以減少後續人力處理的負擔。 

(六)  熱食部環保碗請務必拿到熱食部歸還並登記，不可隨處亂丟。 

 

三、 『生輔組報告』 

(一)  【高一、二期末考考前請假-請班長宣讀】考試期間(1/18.19)及考試日前一上課日(1/15)，

如有重大事由請假者，須事先或當日提出申請(重大疾病除外)，並檢具下列相關証明辦

理請假手續。 

1. 事假：事由限因三親等以內之親人病危通知，須隨侍左右時；或家中發生  

重大事故，方得申請；並須檢附家長證明或其他具公文書效力之證明。 

2. 病假(含生理假)：須檢附前一日或當天之家長證明及醫療院所診斷證明。 

3. 喪假：須檢附訃文，對象限為三親等內之親屬。 

4. 公假：須檢附經核准之公文或簽呈。 

5. 其餘假別請參考學生手冊。 

期末考請假手續，須於考試日結束五個上班日內完成。 

(二)  【服務學習時數】尚未登錄或需修正「服務學習時數」的同學，請至學務處領取個人補

登表，並交由導師簽章後，於 1/20(三)休業式放學前交回學務處。 

(三)  【預防一氧化碳中毒宣導】天氣逐漸轉涼，為防範一氧化碳中毒，可安裝獨立式一氧化

碳警報器，讓居家安全更加倍。 

(四)  【遺失物】各位同學若有遺失水壺，可至學務處尋找，同學們遺失的水壺已有三箱囉。 

(五)  【副班長注意事項】 

1. 1/20(三)休業式僅有一、二節，點名卡請劃記清楚，並於放學時交回學務處生輔組。 

2. 第 19 週的缺曠明細表請於 1/15(五)中午前時交回。 

3. 請將點名本轉交給下學期的副班長，並將多的點名卡交回。 

4. 第 20 週的缺曠請提醒同學自行上校務行政系統查詢，若疑問請至生輔組詢問。 

(六)  1/20(星期三)休業式流程 

時間 工作項目 

7:45 同學正常時間到校 

7:45~8:20 打掃（內外掃區） 

8:20~9:10 導師時間 

9:20~10:00 休業式(高一二禮堂集合、高三在教室自習) 

10:00 全校學生放學，師長校務會議 

       ※休業式請假同學務必於開學後期限內(5 日)完成銷假手續，逾期登記曠課。 

       ※其餘寒假開放時間及宣導事項，請同學參考寒假生活須知。 

 

 
一、 本學期圖資股長公服時數已結算完成，請尚未領取公服條的圖資股長於下課時間至圖書館流通

櫃台處領取。 

二、 圖書館各組小義工公服條將於 1 月 11 日(星期一)上午 9 點放置於圖書館流通櫃台，請各組小義

工撥空前往領取，謝謝各位本學期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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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事項宣導： 

(一)  高三同學適逢學測衝刺的關鍵時期，高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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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 學期期末考、寒假前後上(放)學專車資訊： 

日期 上學行駛時間 放學行駛時間 備考 

1/18(一)期末考 正常行駛 16:10 
 

1/19(二)期末考 正常行駛 16:10 考後大掃除 

1/20(三)休業式 正常行駛 專車停駛 10:00 放學 

1/21~2/17 寒假期間專車停駛 
 

2/18(四)開學 正常行駛  

 

三、 【國防培育班 重要活動】 

【110 年軍校正期班體檢作業】即日起已經開放預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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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交通安全教育】 

【交通安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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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低動能遊戲用槍商品射擊力道強，如何選購及使用，才能玩得安心？ 

資料來源：消費者保護處 

(一)  為保障民眾(尤其兒童安全)權益，行政院消保處已協調指定經濟部擔任「市售遊戲用槍商   

 品」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並研訂「低動能遊戲用槍商品標示基準」。 

(二)  低動能遊戲用槍是指槍口動能超過 0.08 焦耳，3 焦耳以下(焦耳是指「射擊力道」)，供遊

戲使用的槍形商品。除了要標示商品名稱或型號、彈頭直徑(毫米，mm)、槍口動能(焦耳，

J)及射程範圍(公尺，M)外，消費者選購時要特別注意各槍口動能級距的適用年齡： 

1. 槍口動能超過 0.08 耳未達 1 焦耳：14 歲以上。 

2. 槍口動能 1 焦耳以上未達 2 焦耳：16 歲以上。 

3. 槍口動能 2 焦耳以上 3 焦耳以下：18 歲以上。 

(三)  使用時應確保本身及射程範圍內所有人員，均已確實穿戴護目鏡，並不得改造或變造，且 

     不得使用金屬彈頭。 

教官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