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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2第 8週整潔競賽 109-2第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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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 敏 高一 公 愛 業 

高二 博 愛、和  高二 和 愛 禮 

高三 平、愛  公 高三 禮 愛 和 

 

 

 

 

 

 

 

 

 

 

 

 

 

 

一、『註冊組報告』 

民間及政府各項獎助學金各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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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第 24 屆吳健雄科學營】 

1. 活動日期：110 年 8 月 2 日(星期一)至 8 月 7 日(星期六) 

2. 活動地點：杉林溪森林生態渡假園區 

3. 報名方式：即日起，至 110 年 5 月 25 日(星期二)截止，http://www.camp.wcs.org.tw/。 

4. 活動網址：https://www.wcs.org.tw/news_68.html 

 

(二) 【2021 年臺北市高中生太空素養培養營】 

1. 報名資格：本校最多可報名 4 名(109-2)高一、高二學生，能完整參與 4 次活動時間。(錄取

者，其中 1 次 110 年 9 月 24 日(星期五) 活動會幫忙請公假) 

2. 活動日期及名額：110 年 9 月 4 日(星期六)、9 月 18 日(星期六)、9 月 24 日(星期五)、10 月

16 日(星期六)等共 4 天，60 名（60 名中，至少 30 名為女生）。 

3. 報名方式：即日起至 110 年 5 月 14 日(五)放學前，填寫報名表及參加動機說明表，繳交至

科學館一樓設備組。 

(三) 【飛奔到太空-2021 立方衛星微重力實作營隊】 

1. 活動目的：為鼓勵國人參與太空科學、太空生物醫學等相關的基礎和應用研究，以激發更

多的創新實作和更多有志於太空研究人員參與太空計畫。 

2. 活動日期：110 年 7 月 5 日(星期一)至 7 月 9 日(星期五)。 

3. 活動地點：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4. 報名日期及方式：網路線上報名，即日起，至 5 月 31 日止。 

5. 活動網址：https://nspo2021.nebulax.tw/index.html 

 

 

 

一、 『訓育組報告』 

(一)  【高三畢業生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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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團相關】 

1. 各社團請於 5/24(一)13:00 前繳交以下資料 

(1) 社團評鑑本資料夾 

(2) 社團幹部名單 

A. 新任社團幹部名單電子檔(寄至 stuclub232@gmail.com，檔名為社團編號 社團名

稱幹部名單) 

B. 社團幹部工作職掌電子檔（e-mail 至 stuclub232@gmail.com，檔名為社團編號 社

團名稱 工作職掌） 

C. 已簽署完成之紙本社團幹部家長同意書或切結書(成績未達規定者)。 

    (3) 社團公服心得電子檔 

(三)  【121 屆畢籌會招募說明會】 

時間：04.26(一)中午 12:10 

地點：莊敬大樓 1F 群組教室三 

歡迎有興趣的高三同學參與！ 

(四)  【高一壁報比賽】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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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於 0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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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教育特刊」主題的班級（博、愛）、「歡送畢業生特刊」壁報的班級（忠、

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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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26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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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4月朝會預定日 

週一 週三 週五 

4/26 ○ 

高一禮堂 
(對他人性自主之
尊重及性別平等意

涵) 

4/28 X 高三模考 4/30 ○ 
高二禮堂 

(一機在手掌握救

災救護) 

5/3 ○ 
高一禮堂 

(一機在手掌握救

災救護) 

5/5 X 期末考前 5/7 X 考前一週 

5/10 X 期中考前 5/12 ○ 高三禮堂 
(暫定) 

5/14 ○ 高二禮堂 
(學系探索量表) 

5/17 ○ 
高一禮堂 
(暫定) 

5/19 ○ 
高三禮堂 
(暫定) 

5/21 X 
高二教室 

(法律常識測驗) 

5/24

.31 
X 禮堂暫停開放 5/26 X 禮堂暫停開放 5/28 X 禮堂暫停開放 

（第九週）日期：110.04.23 

 

 

 

 

學務處 

教務處 

行事曆 

行事曆 

 

榮譽榜 

https://nspo2021.nebulax.tw/index.html


 

2 

(五)  【畢業紀念冊繳費】 

請各班畢代收齊費用後，於下列時間內至總務處出納組繳費，其餘時間不提供繳費。 

時間：4/26(一)早上 8 點至中午 12 點半和 4/27(二)早上八點至中午 12 點半，請同學們於

期限內繳費。 

 

二、 『生輔組報告』 

(一)  【重要宣導-請高三班長宣讀】考試期間(5/6.7)及考試日前一上課日(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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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109-2「高三期末考後連續事假」請假單有需求同學至教官室領取，填寫完畢後繳交給副

班長，副班長統計，4/30(五)前將「申請書」及「班級名條」交至輔導教官。 

高三期末考後請假注意事項 

1. 填寫後，無須填寫假卡，亦無須附電話單，將直接列入請假記錄。 

2. 期末考後出缺勤仍列入高中三年全勤紀錄考核。 

3. 畢業典禮 13：00於各班教室實施點名，未到校者須另填假卡請假。（1-7節）。 

4. 請假中如有返校者 

(1) 須著整齊校服，無穿著校服者一律不得入校（請同學務必配合，若無法入校導

致個人事務無法完成，由同學自行負責）。 

(2) 須留原班級教室，配合正常上、下課作息，不得藉故隨意走動或逗留校園內其

它場所(如操場、熱食部、圖書館等)，違者依校規議處。 

(3) 中途欲離校者，須至教官室辦理外出手續。  

(4)高三補考日為 5/19(三)，請同學留意學校公告，注意相關事項。 

(三)  反詐騙宣導-網購詐騙案－「超商客服」協助退款事宜 

若您遇到未訂貨，卻收到【幽靈包裹】，要求退款無門的窘境時，國內兩大超商決定善盡

企業社會道德責任，協助民眾居中協調超商貨到付款領取的跨境包裹進行退款事宜，且為

便利消費者，毋須再跑回取貨門市，僅利用電話聯繫客服，說明狀況後即可申請立案。 

全家便利商店的部分，消費者可撥打全家物流客服中心服務專線(03-2550119)，由專人客

服了解狀況後，通知廠商主動聯繫消費者後進行處理，服務時間為 24小時，全年無休。 

 

 

 

 

 

 

 

 

 

 

 

三、 『衛生組報告』 

(一)  高一、二各班外食輪值人員，請加入群組，以方便排班、聯繫。 

(二)  請高一、二各班上下午消毒廁所(水槽)時，檢查有無外食垃圾及間數(水

槽寫數量)，外食垃圾包含班級外食、熱食部、販賣機、校外購買等；檢

查完填寫於表格上。 

(三)  外食新制於 5月試行，目前仍維持每人上限一份，請勿違規。 

(四)  衛糾及高一、二環保股長，麻煩請填寫會考值勤調查表 

https://forms.gle/F6YE9tRBER7GbXpR9。 

 

 

 

 

 

一、 性別平等暨家庭教育活動 

場次 日期 內容 主講/主持人 地點 

1 

4/23(五) 

好想被理解 

—談家庭影響及自我照顧 

周沁熹 

實習諮商心理

師 

生涯資訊室 

二、 大學科系介紹講座： 

【5/17(一)交通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5/19(三)臺北醫學大學-保健

營養學系】，時間為 12:10-13:00、地點為生涯資訊室，歡迎同學踴躍報名參

加!請準時到場，可自行攜帶午餐。 

三、 高三申請入學提醒事項： 

(一)  請參與申請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的同學，於面試結束後三天內撰寫「110申請入學指

定項目甄試心得表」。請盡量以電子檔填寫(請至學校首頁-最新消息下載檔案)，完成後

E-mail至 guid@m2.csghs.tp.edu.tw，檔名設定「110甄選校系─姓名」。若用手寫，請一律

用黑色原子筆書寫，以利掃描。祝福大家金榜題名！ 

(二)  歡迎參與申請入學者，繳交一份個人備審資料至輔導室或寄電子檔至

guid@m2.csghs.tp.edu.tw，提供日後學妹升學參考，嘉惠後人！ 

 

 

 

 

 

一、 『讀服組報告』 

狂賀!!本學期閱讀心得競賽(1100310梯次)成績優異，獲獎名單已公告上網，待獎狀寄達後

將擇期安排朝會頒獎。 

 

 

 

輔導室 

圖書館 

https://forms.gle/F6YE9tRBER7GbXpR9
mailto:繳交一份個人備審資料至輔導室或寄電子檔至guid@m2.csghs.tp.edu.tw
mailto:繳交一份個人備審資料至輔導室或寄電子檔至guid@m2.csghs.tp.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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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11學年度國防培育班招生宣導】 

(一)  什麼是國防培育班？ 

國防部為結合全國民間高中職校招生資源及培育管道，透過全民國防教育紮根方式，使

有志投身軍旅青年學子充分認識國軍，加入國軍行列，並得以憑此身份升讀軍校正期班

（國防醫學院、理工學院、管理學院）。 

(二)  高二同學參加的好處與優勢： 

1. 有意願報考軍校的高二同學，請務必報名本梯次的國培班招生，今年 9月「國防培育班」

人數及志願校(系)，將評列為明年(111)正期班招生員額，事關同學升學權益及機會，請

踴躍把握。 

2. 參加「國防培育班」可透過「國防培育班」、「學校推薦」與「個人申請」

等三種入學途逕，升讀軍校正期班，機會變大。 

3. 未參加「國防培育班」只可透過「學校推薦」與「個人申請」等二種入

學途逕，機會較少。 

4. 參加「國防培育班」學生仍可依個人志願選擇民間大學就讀。 

(三)  高一同學參加的好處與優勢： 

1. 報名國防部寒、暑假戰鬥營可優先錄取。 

2. 報名校內全民國防多元活動可優先錄取。 

(四)  參加國防培育班的劣勢與壞處：無。 

 

二、 【全民國防多元活動】： 

6月 9日(三)1200至 1730時，教官室及班聯會共同於陸軍北測中心(新竹湖口)，舉辦「戰場

心理抗壓模擬體驗及 T91步槍模擬射擊體驗活動」，公假、遊覽車前往，提供美味午餐盒，即

日起開放線上表單報名，額滿截止。 

教官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