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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註冊組報告』 

民間及政府各項獎助學金資訊將陸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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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年青少年科學人才培育計畫】 

1. 有意願參加的同學，請備妥報名資料親自至設備組借用帳號上傳資料，校內申請至 110 年 

   3 月 3 日(星期三)16:20 為止。 

2. 詳細計畫，請參閱校園公告區。 

(二) 【2021 科學競賽培訓營】 

1. 活動日期：110 年 4 月 3、4 日(星期六、日) 

2. 活動地點：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 

3. 報名時間：自即日起，至 110 年 3 月 10 日(星期三)止，預計錄取 24 隊，額滿即停止報名。 

4. 活動網址：https://www.beclass.com/rid=2443f055fe0817d3949f 

 

 

 

 

 

 

一、 『訓育組報告』 

(一)  本週已發下 109-2 學校日暨家長座談會邀請函，請同學供家長參閱，並於 3/4（四）前同

一由班長統一收齊回條並交回學務處。 

二、 『衛生組報告』 

(一)  高一、二寒假返校打掃未完成的同學，個人通知已發，請於 3/15 前完成。可利用 3/13(六)

學校日進行打掃，假日服務時數不用加倍，但請事先到衛生組登記。 

(二)  本學期小田園活動招募成員中，歡迎對種植、園藝治療、手作活動有興趣，或是想紓壓的

同學踴躍參加，第一次課程將於 3/17(三)中午 12:00 於選修教室一進行。 

(三)  徵求學校日(3/13)衛生小義工，服務時間：7:30~9:30(第一梯)10~15 人，

10:00~12:00(第二梯)5 人，可核予公服時數。 

(四)  請各班同學進行內外掃工作時，檢視是否有積水容器，落實「巡、倒、

清、刷」，預防病媒蚊孳生；週一請環保股長填寫登革熱巡檢表。 

 

三、 『生輔組報告』 

(一)  【友善校園週】，主題:「網路旅程˙不留傷痕—防治數位/網路性別暴力」，請各班班會進

行討論，並做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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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元以上)到校，如收取

班費時，可請師長協助保管。 

(三)  請各班副班長每節課確實點名，劃記遲到或曠課，外堂課上課地點請提早通知同學，上

課無故未到請立刻通報教官室或生輔組處理。 

(四)  每日 8:10 分後入校需至警衛室刷卡登記，上課鐘響 10 分鐘內未到列記遲到，第 11 分鐘

起為曠課，累計 10 次遲到記 1 支警告。 

(五)  【反詐騙宣導】還來?再相信這種抽獎真的很落伍!!! 

 

 
 

 

 

 

 

 

 

 

110年 2、3月朝會預定日 

週一 週三 週五 

2/22 Ⅹ 開學 2/24 X 高三模考 2/26 X 高二領書 

3/1 Ⅹ 228連假 3/3 ○ 高三禮堂 
(暫定) 

3/5 ○ 高二禮堂 
(新生代基金會工作坊說明) 

3/8 ○ 
高一禮堂 

(新生代基金會工

作坊說明) 

3/10 ○ 高三禮堂 
(暫定) 

3/12 ○ 高二禮堂 
(友善校園-讓霸凌止步) 

3/15 ○ 
高一禮堂 
(暫定) 

3/17 ○ 
高三禮堂 
(暫定) 

3/19 ○ 
高二禮堂 
(暫定) 

3/22 Ⅹ 
全校操場 

(高一二優良生 

7:30開始) 

3/24 X 考前一週 3/26 X 考前一週 

3/29 X 期中考前 3/31 X 期中考    

（第一週）日期：110.02.26 

 

 

 

 

學務處 

教務處 

行事曆 

教務處 

行事曆 

 

https://www.beclass.com/rid=2443f055fe0817d394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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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國內外大學科系介紹講座： 

3/4(四)ISC 國際學生中心：澳洲的大學升學介紹、3/5 國立清華大學-教育心理

與諮商學系、3/8 國立台北大學-管理學群、財經學群、3/16 國立政治大學-法

學院、3/17 新加坡管理學院介紹，邀請到各大學教授到校介紹大學科系，機

會難得，請同學儘速於 3/5 日前報名。 

時間：12:10-13:00、地點：生涯資訊室，同學可自行攜帶午餐。 

二、 高三甄選入學輔導系列活動 

時間 內容 講師 地點 

3/12(五) 

11:20-13:00 

備審資料與面試準備講座 台大工商管理系 

朱文儀教授 

禮堂 

3/18(四) 

12:10-13:00 

面試示範講座 國文科 

黃月銀老師 

禮堂 

3/19 (五) 

12:10-13:00 

小論文指導講座 國文科 

黃琪老師 

生涯資訊室 

     ※各場次採自由報名參加，高三欲參加申請入學的同學請把握機會。 

 

 

 

 

  

一、 『讀服組報告』 

(一)  【自主學習】 : 請高一二同學完成自主學習計畫，並於 3/3(三)繳交給自主老師審查。 

(二)  【閱讀心得與小論文競賽】 

1. 請欲參加閱讀心得競賽的同學於 3/5(五)前上傳作品，並自行下載切結書繳交至圖書

館，已完成校內初選報名。 

2. 本學期小論文競賽系統截止日為 3/15(一) 12:00，請有意願參賽同學

提早上傳，避免網路塞車影響權益，並自行下載切結書繳交至圖書館。 

(三)  【圖書館小義工招募】: 甄選組別與工作說明皆已公告班上及校網，若

有意願報名同學請於 3/3(三)前至 GOOGLE 表單填寫報名資料。 

 

 

 

 

一、 請同學盡量利用訂餐系統，以節省現場選購消費的時間。訂餐系統於上午 6 點 30 分開放訂餐， 

為避免網路壅塞，請一早到校後使用班級電腦或學校 wifi 訂餐。欲線上訂餐者務必於上午 10

點 15 分前至系統訂餐(系統於 10 點 15 分後關閉)。網路塞車時請勿重複點選，否則將重複訂餐。 

二、 班級訂餐餐碗回收：請務必將碗內「廚餘倒掉」(無須清洗但須全空，無飯、菜、湯汁)、「碗、

蓋分開」疊放在班級便當箱內，箱內也不可有廚餘或湯汁。餐碗連同餐箱於「當日 15:00~15:20」

送至「勵志長廊」找環保志工登記。非上述時段或小義工已撤，請逕送熱食部，務必歸還及登

記，以減少餐碗遺失的責任，次日也才有餐箱可用。 

三、 個人借碗餐碗回收：廚餘倒乾淨後，逕送熱食部登記回收，請一定要登記，以免被催繳。 

 

 

 

 

 

一、 【寧靜校園宣導】 

高三同學適逢升學抉擇的關鍵時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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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學最優質的學習環境。 

二、 【軍校升學重要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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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限 3 月 10 日），若有疑問請洽徐志豪教官。 

三、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110 年「青春專案－少年嚴選」短文競賽活動計畫，請同學踴躍參加。 

(一)  為引發青少年對犯罪相關議題的關注，特舉辦「青春專案－少年嚴選」短文競賽，期望透

過文字寫作分享對生活的觀察、體驗，進而強化其法治觀念及自我保護意識。 

(二)  本活動資訊可至本局少年警察隊網站及臉書「少年花露米」搜尋相關資訊（承辦人：約聘

督導薛惠玲，電話：2759-9996） 

四、 【交通安全教育】： 

【機車駕駛體驗營】 

教育局辦理「109 年度學生機車安全防衛駕駛體驗營」，研習地點：山葉機車安全駕駛文教基金

會，桃園市中壢區中華路，本校獲名額 36 名，5 月 15 日(五)1230~1730 時(以公假方式前往)。

歡迎有意願的同學上網報名（高三優先、交通隊優先，其餘名額依報名順序決定）至教官室領

取「家長同意書」，請於 4 月 30 日前將同意書繳回教官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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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館 

輔導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