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109-1 第 19 週整潔競賽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高一 義 簡 廉 

高二 慧 智 愛 

高三 智  和   禮、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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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教組報告』 

(一)  109-2 免修申請表將於 2.17 公告於學校首頁。 

(二)  請有需要申請免修計畫的同學，請於 2/26(五)中午前將相關文件交至教務處特教組。 

1. 申請學科：:請參閱辦法。 

2. 申請時間：每學期開學第 1 週，公告辦法當日可提出申請，2/26(五)截止收件。 

3. 申請方式：請先上網下載學科免修相關表格，填寫後繳交至教務處特教組。 

        *請下載後填寫申請表、學習輔導計畫表(請確認填寫，以免被退件)、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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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設備組報告』 

(一) 【109 學年度第二學期教科書版本更換公告】 

1. 部分科目因考量教材內容與編排適切性，有教科書更換版本情形(與第一學期不同)， 

提供給同學、家長添購補充教材時參考，其餘未列出之年級與科目，維持與第一學 

期相同教科書版本。 

2. 有更換教科書版本如下： 

序 年級 科目 109-2版本 

1 高二 數學 龍騰版：數學4A、4B 

2 高二 歷史 三民版本：第三冊 

3 高二 物理 泰宇版本：選修物理II 

4 高三 公民 三民版本：選修公民下冊 

5 高三 生物 翰林版本：應用生物學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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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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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訓育組報告』 

(一)  【高二教育旅行】請各班班代於 1/19(二)放學前繳交教旅行前調查表至學務處訓育組。 

(二)  【社團相關】 

1. 109 學年度轉社辦法及轉社名額一覽表已公告於本校學生專區，請有送交轉社意願的

同學自行留意，並於 2/5(五)-2/7(日)自行至校務行政系統進行線上選社，逾期未選者，

將由系統自動分發至未額滿社團。 

2. 1/11(一)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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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寒假期間校園開放社團活動時間為上午 08:00 至下午 17:00，請各社團依規定提出申

請。以下為校園不開放時段： 

1/20(三)結業式，校園僅開放至 17:00 

1/21(四)大學學測考場布置，校園不開放 

1/22(五)、1/23(六)大學學測考場，校園不開放 

1/24(日)電力檢修，校園不開放 

2/2(二)補考，校園不開放 

2/10(三)-2/16(二)春節期間，校園不開放 

4. 請有申請隔夜活動之社團，於 1/20(三)13:00 前補齊家長同意書、車籍資料及保險資

料。 

二、 『衛生組報告』 

(一)  1/19 高一、二期末考後請進行大掃除，期末清潔須知已發給各班衛生股長，教室內務必清

空桌椅刷地。1/20 打掃時間除進行一般內外掃以外，教室走廊請刷地。休業式時愛糾入班

檢查清空、清潔情形，衛生、副衛生加 2 位同學留守教室作重點改善；不合格的班級，全

班於休業式後留下繼續整理。 

(二)  高一、二寒假返校打掃請依規定穿著校服，並於指定時間、地點簽到，結

束時也務必簽退。無法於排定日期出席的同學請事先上網預約補打掃。

(https://tinyurl.com/ydghblgq)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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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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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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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衡健康飲食及運動增強抵抗力。 

（第二十週）日期：110.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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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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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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寒假校園開放時間如下（高一高二教室原則不開放）: 

日期 開放時間 備註 

1/20(三) 10:00 放學 高三開放教室自習至 17:30 

1/21(四) 08:00~17:30 高三開放教室自習至 17:30 

1/22(五)、1/23(六) 學測考場 1/24(日)校園不開放(學校電

力檢修) 

1/25(一) ~2/9(三) 08:00~17:30 

高三開放教室自習至 17:30 

 1/29(五)高一、二學期

成績上網公告 

 2/2(二) 學期補考(請著

校服及攜帶學生證) 

2/10(三) ~2/16 (二) 春節假期校園不開放  

2/17(三) 08:00~17:30 高三開放教室自習至 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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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六)17:00~19:00 全校停電進行高壓電力檢修，當天請同學於 17:00 前離校。 

 

 

 

 

一、 期末考時，環保餐具的回收均繳回熱食部(訂餐、借碗均是)，請盡量利用午休到下午考試前

這段時間繳交，1/19 熱食部僅營業到 13:30，環保碗務必在 16:00 前送回熱食部。  

二、 校內販賣機於寒假期間不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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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防培育班全民國防測驗及智力測驗團體報進】 

日期：110.01.29 

地點：臺北市大安區基隆路二段 207 號（六張犁捷運站） 

集合 08:00 還沒申請帳號的同學請準備好證件照電子檔 0800抵達！ 

集合 08:20 已經有申請過智力測驗帳號的同學請於 08:20前到考場！ 

智力測驗 

08:50 進入考場 

09:00 開始考試 

10:00 考試結束 

全民國防測

驗 

10:30 進入考場 

10:40 開始考試 

11:10 考試結束 

攜帶物品：身份證+另一可證明身份證件（ex:健保卡、護照、學生證......）、記得戴口罩！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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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官室 

熱食部 

總務處

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