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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2第 11週整潔競賽 109-2第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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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 敏 高一 敏 孝 業、簡 

高二 和 愛 樂 高二 樂 慧 業 

高三 禮 愛 忠 高三 愛 敬 慧、公 

 

 

 

 

一、 『註冊組報告』 

校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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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參加 2021 年第 33 屆國際資訊奧林匹亞競賽代表隊」海選】 

1. 有興趣參與之同學，請至 https://toi.csie.ntnu.edu.tw/，進入「最新消息/TOI 20216 月份海選 

  資訊/報名網址」填寫報名資訊。 

2. 報名期間：即日起至 110 年 5 月 17 日(星期一)下午 5 時 

3. 海選時間：110 年 6 月 5 日(星期六)。 

 

(二) 【第五屆「APX 全國高中數理能力檢定」】 

1. 檢定日期：110 年 07 月 18 日(星期日) 

2. 報名日期：110 年 05 月 03 日至 110 年 05 月 21 日 

3. 檢定科目：生物、化學、數學、物理 

4. 報名方式：自行網路報名，https://science-event.nctu.edu.tw/， 

     團報碼：RP18ewP2EDLQZ 

(三) 【109 學年度高中女生科學教育巡訪計畫】 

1. 原訂 110 年 5 月 29 日(星期六)於本校辦理 109 學年度高中女生科學教育巡訪計畫，

因疫情關係延後辦理，確切日期另行公告。 

 

 

 

 

 

 

 

 

 

 

一、 『訓育組報告』 

(一)  【社團相關】 

1. 社團公服心得請於 5/24(一)13:00 前繳交電子檔至社團信箱 (stuclub232@gmail.com)。 

2. 5/24(一)放學前需繳交以下幹部資料： 

    (1) 新任社團幹部名單(高一)電子檔（檔名為社團編號 社團名稱 幹部名單）。 

    (2) 社團幹部工作職掌電子檔（檔名為社團編號 社團名稱 工作職掌）。 

    (3) 已簽署完成之社團幹部家長同意書(紙本)。 

3. 請於 5/24(一)13:00 以前繳交社團評鑑本至學務處訓育組。 

(二)  【畢業典禮相關】 

1. 典禮人員甄選： 

甄選項目 典禮司儀 畢業生致詞代表 在校生致詞代表 

招募對象 高三已錄取大學之學生 高二學生 

甄選時間 5月 17日(一)12：10 5月 20日(四)16:10 5月 20日(四)16:10 

甄選地點 莊敬 3F 數學專科教室 莊敬 3F歷史專科教室 莊敬 3F歷史專科教室 

甄選內容 

請現場模擬唸一段由畢

籌會準備之司儀稿，司

儀稿請參閱校網公告。 

請自行寫好一段約 3 分

鐘的文稿，並於現場模

擬致詞，請背稿。 

請自行寫好一段約 2 分

鐘的文稿，並於現場模

擬致詞，請背稿。 

報名表單 

(請以 m2

帳號登

入) 
   

 

2. 因應新冠肺炎防疫相關政策，今年畢業典禮將採線上直播方式進行。中央流行疫情指

揮中心或臺北市教育局如有最新防疫政策，本校將配合辦理與調整活動方式。 

 

二、 『生輔組報告』 

(一)  【轉知台北市政府警察局 110年「臺北波麗士防詐海報大賽」，獎勵辦

法：特優-頒發獎狀 1幀及禮券 5,000元(各分組最多錄取 5名)；優等-

頒發獎狀 1幀及禮券 3,000元(各分組最多錄取 5名) ；佳作-頒發獎狀

1幀及禮券 2,000元(各分組最多錄取 5名)。 

(二)  【作息】請同學配合遵守 

依本校作息規定第八點，同學在校時間一律依鐘聲作息，上課時間，應在指定場所上課，

不得遲到、早退或在室外逗留走動。違反規定者，該堂以曠課登記，如為週會或其他重要

集會，另依校規處理。 

(三)  【學生服務學習課程】高一二學生每人每學期至少應服務滿 8小時。(高三無強制規定，

若無服務學習時數則德行評量表之服務學習時數欄高三呈現空白，高一二呈現為 0)。請

同學把握時間於期末前完成。 

 

 

 

 

（第十二週）日期：110.05.14 

 

 

 

 

學務處 

教務處 

行事曆 榮譽榜 

教務處 

https://science-event.nctu.edu.tw/
mailto:stuclub232@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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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衛生組報告』 

(一)  疫情嚴峻，請大家注意下列防疫事項：1.入校門須戴口罩；2.教室內開冷氣時須強制戴

口罩；3.開冷氣時，請將窗戶 4個角度打開 5~10公分；4.飲食時，請坐在自己位置安靜

用餐、勿交談或併坐，也不要共飲共食；5.公共區域無法保持安全距離時仍請戴口罩，

如下課時間走廊人多；6.各班上午、中午體溫量測請落實，並按時將體溫登記表繳回健

康中心，衛生組不定時抽查；7.高一、二分配的公共區域消毒請務必執行並簽名；8.持

續進行教室內公共物品消毒；9.用肥皂勤洗手；10.電梯內請勿交談，務必戴口罩；11.

注意呼吸道衛生與咳嗽禮節。 

(二)  因應會考需求，請高一、高二敬業樂與中山 2樓(仁、義、禮、智)，於 5/14(五)中午放

學時將桌椅的物品全部清空，桌椅整齊排成 7*6(非考場不用)，黑板四項(板面、大小黑

板板溝、板擦、板擦機)、地板、講台、講桌、走廊一定要清潔，裝滿酒精的噴瓶放講

桌，額/耳溫槍請收好，垃圾桶建議倒扣或藏起來，桌面及常碰觸物品表面請協助用酒

精消毒；12:15後愛糾進班檢查，未整理即離開的同學，須執行愛校。衛生、副衛生股

長及 2位同學請留下等待愛糾檢查合格後始能離開，若衛生副衛生無法留下，請找代理

人並填申請表。5月 17日(一)進班後，建議先進行桌面消毒、擦拭。 

(三)  原訂協助會考值勤的同學注意，防疫考量，不開放非考生及相關試務人員等入校，請同

學不須回來值勤。 

(四)  本學期熱食部滿意度調查自 5/14~5/23進行，請師生填寫表單問卷 

(五)  防疫考量，經本校 5月 12日防疫會議決議：外食暫停訂購。其餘

相關措施，請見學校最新消息之防疫公告。 

(六)  五月起，高一雙數班的環保股長(義智孝愛平信業群捷慧廉)，排定

值勤日時請在打掃時間值勤，協助班級進行資收事宜。 

 

 

 

 

一、 『讀服組報告』 

(一)  圖書館將於 5/18(二)12:10於公共閱覽區舉辦一場閱讀沙龍，講題:疏狂年少，講者:林世

奇老師，歡迎各位同學踴躍參加!! 

二、 『資訊組報告』 

(一)  請隨時注意班級資訊講桌、電腦相關設備、單槍投影機等相關資訊設備的正常與清潔，外

堂課、放學應關閉教室內資訊設備、每日請使用酒精噴於衛生紙上再擦拭滑鼠、鍵盤、資

訊講桌桌面。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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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新增一場職涯講座： 【職涯講座－提早探索自己，思考未來發展】，為使學

生了解未來職涯發展趨勢，邀請業界講師分享，透過職涯發展工具等實作課

程，協助學生在尋找未來生涯發展的方向時有更多資源可參考。 

(一)  講師：陳韋丞 職涯規劃&生涯諮詢師 、另一位正在邀請中。 

(二)  活動日期：110年 5月 19日（三）13:00-15:00＊地點：生涯資訊室(輔導室旁) 

(三)  講座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5/16(日)24:00止 

(四)  報名完成、全程參與並簽到之同學會給予公假！ 

三、 高三學姊上榜經驗分享系列講座 

(一)  日期：110年 5月 18日(二)至 5月 28日(五) 

(二)  時間：每場次皆為中午 12：10-13：00 請準時出席 

(三)  內容：高三上榜學姊以學群主題式分享如何準備考試、備審及面試等升學經驗，高一二

同學自由報名參加。 

 

 

 

 

報名方式 

至學校首頁線上報名 手機掃描 QR code報名 

 路徑： 

中山女高首頁→最新消息→ 

「高三學姊上榜經驗分享」公告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5/17(一)截止 

  

 

 

 

 

 

 

地點 

    日期 

一 二 三 四 五 

5/17 5/18 5/19 5/20 5/21 

生涯室 X 1.生命科學 X 3.醫藥衛生 X 

閱覽室 X 2.國外大學 X 
4.外語 

(選修教室一) 
X 

 
5/24 5/25 5/26 5/27 5/28 

生涯室 5.財經 7.文史哲 X 9.法政 11.傳播 

閱覽室 6.社會心理 8.建築與設計 X 10.資訊 
12.教育 

(選修教室一) 

輔導室 

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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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國軍第 55屆文藝金像獎】作品甄選自 5月 15日 0800時起至 7月 14日 2400時止，請同學

踴躍參加。 

 獎勵如下： 

(一)金像獎：頒發獎金新臺幣 6 萬元、獎座乙座、證書乙紙。 

(二)銀像獎：頒發獎金新臺幣 3 萬元、獎座乙座、證書乙紙。 

(三)銅像獎：頒發獎金新臺幣 2 萬元、獎座乙座、證書乙紙。 

(四)優 選：頒發獎金新臺幣 1 萬元、證書乙紙。 

(五)最佳人氣獎：頒發獎金新臺幣 1 萬元、證書乙紙。 

(六)團體總錦標：頒發獎金新臺幣 6 萬元、錦旗乙面。 

 表揚方式：10 月 29 日於國防部辦理頒獎典禮。 

 如有興趣同學請洽本校陳教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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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請請洽

班聯會，額滿截止。 

三、 教育局「110年防制學生藥物濫用創意梗圖創作徵選」 計畫，為加深學生

對識毒、防毒、拒毒印象效果，鼓勵學生以特有聯想、趣味、幽默及啟發之梗圖創作，透過網

路廣泛轉載，引發學生對非法藥物濫用與成癮建立正確認知，進而遠離、拒絕毒品，讓正確拒

毒觀念向下扎根。如有興趣同學請洽本校楊教官。 

四、 本校辦理臺北市 110年「國語文競賽」服務同學招募，歡迎去年服務同學今年再次參加，相關

詳情請洽教官室徐教官。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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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官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