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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2第 3週整潔競賽 109-2第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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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 敏 高一 義 業 敏 

高二 慧 樂 誠 高二 禮 和 義 

高三 忠 愛 群 高三 禮 忠、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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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思源科學創意大賽】 

1. 競賽主題：以「光電圓舞曲」為競賽主題，即意以光學、電子等現象或原理，作為競

賽的發想與演繹，期望參賽團隊將生活中所需的光電，其背後所涉及的物理、化學等

原理做闡釋或演示，並發揮創意，探討未來可能的衍生應用。 

2. 報名方式及時間：初賽分北、中、南三區報名，即日起至 2021 年 5 月 20 日（四）16:00

止，一律採「線上報名」，並由網站上傳關卡說明書。 

3. 競賽網站：https://springcontest.org.tw/ 

(二) 【台大生物技術實驗課程-2021 春季高中專班】 

1. 上課日期與方式：2021 年 4 月 17、18、24、25 日。每日下午 1:00-6:00，先以 30-45 分

鐘說明實驗，其後進行約 4.5 小時的實驗操作。 

2. 報名日期：3 月 17 日起至 4 月 12 日截止（如額滿則提前截止）。 

3. 報名方式：採線上報名方式，報名網址：https://forms.gle/MZ1KMbCfcWBeskFJA 

4. 費用：每人 9500 元 

(三) 【第 20 屆旺宏科學獎】 

1.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5 月 31 日 

2. 活動網址：https://www.mxeduc.org.tw/scienceaward/#gsc.tab=0 

3. 報名網址：https://mxweb-scienceawards.mxeduc.org.tw/web/scienceaward20.nsf/WebInput 

(四) 【中山大學應用數學系「雙週一題網路數學問題徵答」】 

1. 活動目的：為鼓勵和培養學習與研討數學的風氣、激發同學對數學的興趣，於學期內每

隔兩週公佈一題具有挑戰性的數學題目。 

2. 活動網址：http://www.math.nsysu.edu.tw/~problem/ 

(五) 【探索基礎科學講座第 25 期_妙趣痕聲_聲彩繽紛的 STEAM】 

1. 活動性質：線上直播講座 

2. 活動時間：110 年 3 月 20 日(星期六)至 5 月 20 日(星期六) 14:00 

月份 日期 

3 月 20、27 

4 月 10、17、24 

5 月 8、22、29 

3. 活動網址：http://case.ntu.edu.tw/sciactivity/explores25/ 

(六) 【台灣大學_科學史沙龍 2021 春季講座】 

1. 活動性質：分為線上講座 6 場及現場講座 2 場 

2. 線上講座：活動時間 18 時 55 分至 21 時，於「臺大科學教育發展中心」YouTube 頻道

（https://www.youtube.com/user/NTUCASE/）直播： 

 

 

 

 

3. 現場講座：活動時間 14 時至 16 時，報名請至「CASE 活動報名網」（https://goo.gl/09XzUe），

團體報名請逕洽(02)3366-1715，聯絡信箱：ntucasesalon@gmail.com，場次如下： 

 

 

 

 

三、『特教組報告』 

(一)  109-2免修通過名單將於 3.15公告於學校首頁。 

(二)  請有通過的同學請於圖書館進行免修計畫。 

 

110年 3月朝會預定日 

週一 週三 週五 

3/15 ○ 高一禮堂 
(中山大小事) 

3/17 ○ 高三禮堂 
(暫定) 

3/19 ○ 高二禮堂 
(中山大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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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主題 

110年3月30日 從地心說到日心說 

110年4月13日 衛星太空觀測 

110年4月27日 108數學課綱與數學史 

110年5月11日 現代社會中的科技、技術史、與STS 

110年5月25日 動物行為 

110年6月29日 藥物化學 

日期/時間 主題 地點 

110 年 6 月 19 日 公民科學 
紀州庵文學森林大廣間 

110 年 7 月 17 日 自然史 

（第四週）日期：110.03.19 

 

 

 

 

教務處 

教務處 

 

行事曆 

行事曆 

 

榮譽榜 

教務處 

 

https://springcontest.org.tw/
https://forms.gle/MZ1KMbCfcWBeskFJA
https://www.mxeduc.org.tw/scienceaward/#gsc.tab=0
https://mxweb-scienceawards.mxeduc.org.tw/web/scienceaward20.nsf/WebInput
http://case.ntu.edu.tw/sciactivity/explores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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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訓育組報告』 

(一)  【高三畢業生獎項】重要訊息，請務必公告周知 

表現傑出市長獎：申請期程為 110 年 4/19(一)至 4/26(一)17：10，逾期不受理。申請表已

公告於學校首頁，請同學自行下載填寫。若有需要，亦可至學務處訓育組索取。 

(二)  【高一合唱比賽】 

請高一各班於週五 3/19(五)下午 15：00-15：20 送報名表(含自選曲譜一式三份)至學務處

並抽序號籤。 

(三)  【優良生事蹟發表】重要訊息，請務必公告周知 

下週一 3/22 早上 7:30 將於操場舉行全校升旗，請高一、高二、高三全體同學準時集合。

當天將進行「高一、高二優良學生優良事蹟發表」，請高一、高二各班優良學生(以及助選

員)注意以下訊息： 

1. 請於 7:20 前於司令台旁依班級排序檢錄。 

2. 請優良學生與助選員著校服(盡量是制服-白衣黑裙/褲)。如有優良生或助選員上臺前 

 未著校服，則取消上臺發表機會。 

(四)  【社團相關】 

1. 3/23(二)-3/31(三)為段考週，請暫停社團活動。 

2. 請欲辦理成果發表之社團，於活動前一個月提出活動申請表、企劃書及防疫措施（請

參閱訓育組通知）。 

(五)  【畢聯會】 

畢業歌徵稿時間為 3/3(三)09:00 至 4/13(二)09:00，請同學們踴躍投稿，投稿相關辦法請參

閱學校首頁的公告。 

(六)  【高一壁報比賽】  

1. 請負責「性別平等教育特刊」主題的班級（樂、群）、「品格教育特刊」壁報的班級（敬、

業）請於 03/26 (五) 16:10前送至訓育組進行出刊與張貼。遲交「壁報」的班級扣

壁報成績 10分。 

2. 請負責「母親節特刊」主題的班級（誠、信）、「水域安全特刊」壁報的班級（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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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12 

(五)16:10前送至訓育組審核通過後始可製作，遲交的班級扣壁報成績 5分。 

二、 『衛生組報告』 

(一)  外食訂購試行要點尚未通過，目前仍維持一人一份的規定。 

(二)  請同學要確實打掃及搬椅子，若衍生愛校，請記得於期限前到衛生組執行，以免被處分。 

(三)  小田園活動每週三中午 12:10在群組 3教室(體育組旁)集會，歡迎參加。 

(四)  衛福部公告：民眾參加大型集會活動期間應全程佩戴口罩，除補充水分外，禁止飲食；

未佩戴口罩或任意飲食，經工作人員勸導不聽者，由違反義務行為地之地方政府依傳染

病防治法第 70 條第 1項規定，處新臺幣 3千元以上 1萬 5千元以下罰鍰。然大眾運輸

禁止飲食規定，自 3月 2日起停止適用。 

(五)  為預防接觸傳染病，請大家落實正確洗手步驟：「內（手掌）、外（手背）、夾（指縫間）、

弓（指背）、大（大拇指）、立 （指尖）、腕（手腕）」，整個過程需要搓洗 40至 60秒， 並

注意個人衛生習慣。 

三、 『生輔組報告』 

(一)  【高三校內準備備審資料公假申請辦法】第 1 階段放榜後，符合資格且有需求的同學可

至學務處或教官室領取公假單，每人得申請兩個半天(合計一天)，一律填在同一張公假

單內。 

1. 同學須經導師及各節任課老師同意後，始得提出申請(承辦師長為導師)，於公假 2日前完

成申請程序。 

2. 其餘時間同學若要整理備審資料者，應自行請事假回家準備，在校內僅能依上述規定請公

假兩個半天，不核准事假，未到課者以曠課登記。 

3. 公假經核准者請持紅色核章聯自存備查，但不得藉故隨意走動或逗留熱食部、操場等地方。 

4. 大學面試的公假請洽教務處申請，校內模擬面試的公假請洽輔導室申請，在校內準備備

審的公假請洽學務處申請。 

 

 

 

 

 

 

 

 

 

(二)  【重要宣導-請班長宣讀】考試期間(3/30.31)及考試日前一上課日(3/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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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中考請假手續，須於考試日結束五個上班日內完成 

(三)  【反詐騙宣導】 

社群平臺購物藏陷阱，透過 IG也有遭詐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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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資訊組報告』 

(一)  109學年第 2學期「國際運算思維挑戰賽」即將開跑，歡迎上學期未參加過的高二及高三

同學至圖書館資訊組報名參加！ 

【高一：不須另外至圖書館報名，將由資訊科授課教師統一報名，於課堂中實施】本測驗

可幫助了解自己的運算思維能力及是否具備學習資訊科學之性向。 

1. 報名時間與地點：即日起至 110年 3月 26日（五）放學前至圖書館資訊組報名 

2. 測驗時間（自行擇一場報名）： 

110年 4月 20日（二）12:25～13:10，共 45分鐘 

110年 4月 22日（四）12:25～13:10，共 45分鐘 

3. 測驗地點：莊敬大樓二樓電腦教室二 

4. 測驗介紹與範例題請參考官方網站：http://bebras.csie.ntnu.edu.tw/ 

 

 

 

 

 

一、 回收熱食部餐碗，請務必事先將廚餘(包含湯汁)倒乾淨。 

二、 回收熱食部餐碗務必登記，個人借碗請還至熱食部。 

 
 

 

 

 

一、 【友善校園宣導】 

中午 12時 30分至 1時為午休時間，請同學應秉持互敬互重回到教室，共同發揮同理心，勿任

意在教室內外走動影響午休同學，各教學大樓周圍及操場同時暫停開放，請務必相互提醒放低

音量，共同營造最優質的學習環境。 

二、 【軍校正期班升學重要活動宣導】 

110年軍校正期班報名作業即日起已經開放，有意願報考的同學，請務必提前預約完成，智力

測驗及全民國防測驗（期限 3月 24日），若有疑問請洽徐志豪教官。 

三、 【學生校外生活輔導委員會宣導】 

(一)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110年「青春專案-少年嚴選」創意四格漫畫比賽活動計畫，請同踴躍參加!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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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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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上學或返家時切勿邊滑手機或聽音樂，隨時注意是否有可疑人士接近，如果發現被跟蹤，千

萬不要立刻進家門，應到明亮且商店多的街道行走，適時向周遭民眾求助並立即報案。 

四、 【交通安全教育】： 

(一)  教育局辦理「109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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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上放學請配合路口導護人員管制，減少車流與行人交錯的頻率，提升用路安全與效率。 

五、 【防制學生藥物濫用暨防災宣導】 

(一)  教育部第四屆「我的未來我作主」防制毒品暨防制霸凌微電影競

賽，請有興趣社團或學生組隊踴躍報名，徵件期限至 110 年 6

月 30 日（星期三）下午 3 點截止。 

(二)  清明節將屆，掃墓預防火災「四不二記得」，「不」亂燒雜草、「不」

亂丟菸蒂、「不」讓紙錢飛揚、「不」燃放爆竹、「記得」收垃圾、

「記得」滅餘燼。 

 

 

 

教官室 

熱食部 

圖書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