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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第 6週整潔競賽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高一 慧 義 智 

高二 愛、平、敬 
  

高三 和、樂   簡 

 

 

 
ㄧ、『教學組報告』 

(ㄧ)【點燈計畫】 

1. 為提升本校同學晚間留校自習效果，並為同學提供學科諮詢的管道，舉辦晚自習課 

業諮詢之點燈計畫。因高三適逢大考，以高三學姐諮詢需求優先。 

2. 地點：逸仙樓點燈教室。 

3. 時間：自 110/10/14（週四）至 110/11/26（週五）， 18:30～20:30。（若有變更將 

另行公告） 

4. 實施方式：採預約登記制。教學組每週將登記表置於樓點燈教室門板，供需要諮詢 

的學生預約諮詢時間。 

5. 科目：週二與週四為數學、週三為物理、週五為地球科學。 

二、『註冊組報告』 
(ㄧ) 本學年度 10月~11月高三升學相關報名時程公告：https://reurl.cc/zWlbRN。 

(二) 「111學年度學科能力測驗與大學術科測驗」校內線上報名表單。 

1. 表單填寫期間：10/14(四)至 10/26(二) 17:00。 

2. 表單網址：https://forms.gle/Bw2t2a7wQUrU2nsp8 (右方 QR-Code)。 

3. 111學年度大學繁星推薦及申請入學招生各校系參採學測科目情形、參加術科考試

校系一覽表，大學甄選委員會預計於 10/25(一)公告 (網址：https://www. cac.edu. 

tw)，同學屆時可對照選考科目是否有符合。 

4. 沒有要考的同學也要填這個表單，並到註冊組領取『不報考切結書』。 

(三) 宜蘭大學、臺灣藝術大學、亞洲大學、東海大學、臺灣海洋大學學士班特殊選才資訊已 

公告於學校網站註冊組高三升學專區 (https://reurl.cc/737o8D)，請有需要的同學自 

行前往查閱。 

三、『設備組報告』 
(一) 【110年度校內科展訊息】 

1. 報名時間：110年 10月 18日(一)起，至 10月 29日(五)17：00為止，逾時不候。 

2. 報名方式：至設備組繳交紙本報名表。 

3. 詳細資訊請參考本校網站校園公告。 

(二) 【第六、七屆 APX全國高中數理能力競賽 & APL國高中線上數理研習】 

1. 數理能力競賽相關資訊： 

屆數 第六屆 第七屆 

報名時間 至 110年 10月 22 日(星期五) 至 110年 12月 31日 (星期五) 

檢定時間 110年 11月 14日(星期日) 111年 1月 25日(星期二) 

團報代碼 RP1MW9ae2la0R RQ1EjM8pdl8qx 

2. 競賽報名注意事項：請留意報名的屆數與報名時間，於報名時應會自動代入學校團

報資格 (報名費可打折)，若無，請持團報代碼查詢。 

3. APL國高中線上數理研習：凡過往報名 APX檢定及此次報名第六、七屆 APX檢定之

學生，均可參與 APL線上研習活動。詳細資訊請參考本校網站校園公告。 

(三) 【2021全國火星任務創意競賽】 

1.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110年 10月 18日(星期一)。 

2. 報名網址：https://apply.nmns.edu.tw/mp.asp?mp=3 

3. 比賽時間：110年 11月 14日(星期日)。 

4. 費用：每組 500元(含餐盒、保險等費用)主要競賽項目之火星科學展覽，必須先參

與線上初選。其他資訊，請參考本校網站校園公告。 

(四) 【生物技術實驗課程-2021秋季高中專班招生】 

1. 上課日期與方式：110年 10月 30、31 及 11月 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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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方式：採線上報名，報名網址：https://forms.gle/g4xtDdzsqWu1KU4c9 

3. 費用：每人 9500 元（包含實驗材料、藥品試劑耗材、講義、實驗記錄本、文具）。 

4. 如有疑問，請洽臺灣大學生物技術研究中心徐先生，02-33665087，kkhsu@ntu.edu.tw 

 

 

 

一、 『訓育組報告』 

      

（第七週）日期：110.10.15 

 

 

 

 

學務處 

教務處 
教務處 

榮譽榜 

學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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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apply.nmns.edu.tw/mp.asp?m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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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生輔組報告』 

（一） 【安全防護宣導】 

1. 近日屢屢發生公共場所偷拍事件，據警方了解，這類偷拍事件易發生於公共廁所、 

手扶梯、大眾運輸工具車廂內或其他人潮擁擠處，因此除呼籲同學保持警覺心，注 

意自身安全之外，也請同學勇於為自己及他人發聲，共同拒絕性騷擾行為。 

2. 如果發生性騷擾（或被偷拍事件），建議這麼做： 

   (1) ★相信自己的直覺：雖然不是每件事都會構成性騷擾，但請相信自己直覺。 

   (2) ★尋求情緒支持：你可以向朋友、同學或信任的師長說出自己的感受，不   

      要因此自責、失去信心，或任何羞愧。 

    (3) ★向性騷擾者直接說「不」，要求停止性騷擾。 

   (4) ★儘可能牢記嫌犯身體外觀特徵、案發時間地點等，以利警方快速破案，  

         防止危害擴大。 

   (5) ★尋求證人，及其他證據作為佐證資料。 

    (6) ★向加害人所屬機關、機構或僱用人申訴；如適用性騷擾防治法者，向行 

       為人所屬單位提出申訴，不知或不明者，向警察報案。 

（二） CRC兒童權利公約宣導：四大內涵，包括「禁止歧視」、「兒童最佳利益」、「生

存及發展權利」、「社會參與權利」。 

（三） 【作息】：依本校作息規定同學入校後，不得隨意外出，需外出者應依規定辦理外出手

續；為維護校園安全，校園開放時間請同學配合，上課日(防疫期間)為 06:45~18:30(夜

自習至 21:20)；補班日無夜自習，學校開放至 17:30，例假日(含國定假日)為 

08:00~17:30。個人物品請於放學後先帶出教室，以免關閉防火門及各棟大樓鐵門時，

無法進入拿取個人物品。 

三、 『衛生組報告』 

（一） 因舉辦北市國語文競賽，10/15(五)放學時，請一年級誠信敬業四個班將桌椅清空、教

室打掃乾淨，放學時衛生組派人進行檢查。 

（二） 11/3(三) 13:10~14:00辦理「必修の一堂垃圾課~回收大百科」，地點：演藝廳，歡迎同

學報名參加，報名至 10/27，全程參加的同學將核發研習證明，報名網址：

https://forms.gle/4JKPA9qoqwJzNhno6， 

（三） 廚餘請盡量使用廚餘桶盛裝，以減少塑膠垃圾，但廚餘桶需每天刷洗，維護

清潔衛生。 

                                                                  

 

 

 

一、 逸仙樓販賣機已移至東邊(靠禮堂)穿堂斜坡往操場方向，可多加利用。 

 

 

 

 

一、 【友善校園宣導】 

提醒同學不要攜帶貴重物品及過多現金(建議 1000元以內)到校，如有負責收費的幹部，可請 

師長協助保管現金，或當日盡速繳交承辦單位；請務必妥慎做好個人財物保管，外堂課應關閉 

班級門窗，管控人員進出，避免財物遺失困擾。 

二、 【交通安全宣導】 

（ㄧ）上放學請配合交通隊路口導護人員管制，減少車流與行人交錯的頻率，提升用路安全與 

  效率。 

（二）110交通隊招募中!!! 

1.人員需求：可以 07:00早起到校，擁有服務大眾、熱心公益的心，願意與教官共同肩 

 負服務社會、服務學校的優秀同學。 

2.值勤內容：負責同學、學姐的上放學交通秩序。 

3.值勤時間：每週一天 7:10-7:40 & 16:10-16:30。 

4.優點： 

   (1) 美食：值勤後，一起外出買早餐；享有家長會招待的專屬 BUFFE美食。 

   (2) 公服：擔任交通隊任期服務期間，全勤者或出勤率達 90%以上者，公共服務時數， 

可列入高一及高二學年平均運用。 

   (3) 獎勵：表現優異者核發記功獎勵，擔任幹部獎勵 2小功以上。 

   (4) 證書：完整任期者，核發「學校服務證明書」，可運用於個人學習歷程、多元表現， 

為履歷大大加分。 

(5) 專屬活動：國防醫學院參訪、戰場抗壓模擬射擊等多元活動，享有優先報名之保 

障名額。 

   (6) 優質傳承：學姊學妹專屬值勤空間，優良完整經驗傳承，學習學姊妹互敬互重、 

合作共事的難得經驗。 

   有興趣者可至教官室校安陳瑞昕老師詢問～ 

三、 【國防部深化與學校老師合作及招生宣傳說明座談會】 

(ㄧ) 時間：11/4（四）18:00 

(二) 地點：臺北國賓大飯店（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 63號） 

(三) 對象：臺北市高中職師長 

(四) 活動內容： 

     18:00-18:30 招募班隊簡報暨線上系統說明 

1. 致詞 

2. 軍校正期班 (國防醫學院、國防大學、三軍官校) 說明介紹 

3. 軍校二專班（三軍專校）說明介紹 

4. 軍校線上報名系統說明 

 

 

教官室 

圖書館 

熱食部 

圖書館 

https://forms.gle/4JKPA9qoqwJzNhno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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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0-20:30 聯誼座談 

1. 致歡迎詞 

2. 畢業校友自身經驗分享 

3. 各軍單位特色介紹 

4. 意見交流及問題解答 

5. 致感謝詞 

 

說明：為貫徹政府推動「募兵制」堅定決心及形塑國軍優良形象，本部現正積極提升福利待 

遇及改善生活措施，尤需仰賴各位師長廣為宣傳，以招募有志青年，共同守護美好家園。請 

有興趣參加的師長請填寫下方表單，我們會派專員親送邀請函，歡迎各位師長共襄盛舉！ 

 

四、 【全民國防多元活動--「國防醫學院」參訪活動】 

預於 11月 5日(五)下午至「國防醫學院」參訪活動(公假方式前往)，歡迎有意願的同學（高

三優先、國培班優先、交通隊與紀糾服務學生優先，其餘名額依報名順序決定）至教官室領

取「家長同意書」，請於 10月 22日前將同意書繳回教官室。(活動流程表，如附件) 

臺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 110學年度第 1學期 

全民國防教育多元活動-國防醫學院參訪活動流程表【11月 5日(五)】 

組別時間 項目 

1240-1330 出發前往內湖國防醫學院(1230 警衛室集合) 

1330-1400 國防醫學院軍校生及代訓生未來工作實況說明 

1410-1510 參訪國防醫學院院區及各系所 

1520-1600 本校畢業校友與參加學生訪談 

1600 快樂賦歸出發返回中山女高 

1700 下車領取餐盒 

備考 

1. 預計依照表內時間實施各項行程，當日以參訪單位安排為主。 

2. 各項活動須依授課教官指示，以維活動安全。 

3. 參加學生患有心臟病、高血壓、癲癇及氣喘等突發性疾病或不適合活動等 

病症，請考量參加。 

4. 如當日身體不適，請務必先行告知，俾利調整行程內容或從旁見學。 

5. 本次活動於中午警衛室集合出發，請參加同學自行準備當日所需飲用水，行 

  程當中勿 攜帶貴重物品，並留意個人隨身物品。 

  6. 行程若有緊急聯絡事項，請撥打本校校安專線 02-25090833。 

 

五、 【 「贏得人緣和健康 專家提醒 別碰電子煙」主題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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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二高三重要】109學年度學習歷程檔案勾選： 

 請高二高三同學於規定時間至「台北市學生學習歷程檔案系統」勾選 109學年度上傳之「課程 

學習成果」及「多元表現」。同學勾選後將由學校提交至國教署中央資料庫保存，供未來大學 

申請使用。請同學務必留意勾選截止日期，提早作業。 

109學年度 勾選件數 勾選時間 

課程學習成果 至多 6件 110年 10月 14日(四)起 

至 110年 10月 31日(日)晚上 23:59截止 多元表現 至多 10件 

二、生命教育講座【八分之一簡單看】 （與特教組合辦） 

(ㄧ) 講者：林芳語 生命教育講師／視障藝術家／演員／歌手 

(二) 時間：10/20 (三) 13:10 開始 (第五節課) 

(三) 地點：莊敬大樓 6F群組二教室 

歡迎同學踴躍報名，以利提早辦理公假手續。因應防疫，室內人數 80人以下。 

請準時到場並在完成簽到。現場禁止飲食，請同學另外找時間用餐。全程參與並完成學習單

者，可以獲得一小時公服時數。報名請掃右側 QR code。 

*提醒高一二股長：培訓講座請務必擇一參加！此為最後一場，同時亦開放給其他同學報名，

全程參與並完成心得分享者，可獲得公服時數一小時。 

三、【職涯講座】 

世界轉瞬即變，為了讓同學們了解更多元的職業及未來選擇，輔導室將邀請各行各業之佼佼

者蒞校分享，歡迎有興趣的同學們踴躍報名參加！報名請掃右側 QR code。 

＊講座場次（場次陸續增加中） 

110/10/19(二)物理治療發展現況與願景 長庚大學 物理治療學系 莊麗玲 副教授 

110/11/8(一)「什麼！你/妳不認識職能治療？」 長庚大學 職能治療學系 鄭嘉雄副教授 

(ㄧ) 講座時間：中午 12:20-13:10，請務必準時出席，因應防疫，場地內請勿飲食。 

(二) 講座地點：莊敬大樓 2F 生涯資訊室。 

(三) 因應防疫，室內限制 80人以下，額滿為止。場地不得飲食。 

     * 講座視疫情狀況滾動修正。 

(四) 全程參與並完成心得單者，可以獲得一小時公共服務時數。 

四、【國內大學科系介紹講座】 

為了讓中山的同學們更了解國內各大學校系的學習內涵及未來發展，輔導室安排下

列各大學之教授蒞臨本校，介紹該校系及學群的概況，歡迎有興趣的同學們踴躍報

名參加！ 

(ㄧ) 講座形式視疫情指揮中心公告滾動式修正。 

(二) 講座時間：中午 12:20-13:10，請務必準時出席，因應防疫，場地內請勿飲食。 

(三) 講座地點：莊敬大樓 2F 生涯資訊室。 

(四) 講座場次（場次陸續增加中）報名請掃右側 QR code。 

10/22(五)國立交通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鄒年棣教授 

10/25(一)臺北醫學大學保健營養學系 陳怡君教授  

11/2(二)國立政治大學 外交學系 吳崇涵教授 

11/9(二)國立台灣藝術大學 科系介紹講座 

- 

 

五、【國外大學介紹講座】 

時間為 12:20-13:00、地點為生涯資訊室，歡迎同學踴躍報名參加！請準時到場，因應防疫， 

現場禁止飲食，請同學另外找時間用餐。報名請洽右側 QR code。 

★ 10/20(三)日本京都大學介紹 

★ 10/26(二)荷蘭阿姆斯特丹大學介紹 

★ 10/28(四)日本早稻田大學介紹 

六、【主題：資訊類學系 APCS指導講座】 

（一） 時間：110年 10月 21日(四)中午 12:10-13:00。 

（二） 地點：莊敬大樓二樓生涯資訊室。 

（三） 講師：資訊老師 陳思靜老師。 

（四） 對象：高一至高三，對資訊類學系及 APCS檢定有興趣者。請報名的同學準時出席。 

請佩戴口罩，禁止用餐。 

 

 

 

一、10/17(日) 起進行籃球場旁樹木褐根病作業，將架設圍籬，預計施工三個月，週邊活動請注意 

安全。 

二、逸仙樓高三販賣機移至一樓社會科辦公室旁樓梯間。 

三、請同學多爬樓梯少搭電梯，節能減碳更環保健康。 

 

輔導室 

圖書館 

總務處 

圖書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