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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第 9週整潔競賽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高一 義 智 慧 

高二 孝 博 和 

高三 和 廉 誠、敬  

 

110-1第 9週秩序競賽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高一 愛 樂 信 

高二 群 仁 業 

高三 平 捷 禮 

 

 

 

ㄧ、『註冊組報告』 
(ㄧ)  【高三升學相關】 

1. 第一次高中英語聽力測驗成績於 11/8(一)公告，同學可於手機上收到成績簡訊、大

學入學考試中心網站查詢成績。註冊組收到紙本成績單後亦會發送給同學。 

2. 校內第二次高中英語聽力測驗報名於 11/8(一)開始，報名至 11/9(二)，於 11/10(三)

完成資料確認表與繳費(350元)。 

二、『設備組報告』 
(一) 【2022 數感盃-青少年數學寫作競賽】 

1. 活動緣起：透過徵文競賽方式，搭建數學與文學的橋樑。本競賽鼓勵學生跨領域學

習，運用數學知識培養獨立的邏輯思考，並期待提升臺灣青少年科普寫作風氣以及

對數學的學習興趣。 

2. 報名暨收件日期：即日起至 2022年 2月 15日 

3. 相關活動訊息請參考官網： https://numeracywa2021.com/about/ 

(二) 【111 年寒假「探索半導體高中創客營」活動】 

1.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110年 12月 14日(星期二)。 

2. 報名網址：https://reurl.cc/95Rj0v 

3. 活動時間：111年 1月 24日(星期一)至 1月 28日(星期五)。 

4. 相關活動資訊請至清華大學奈微與材料科技中心網站下載查閱： 
http://cnmm.site.nthu.edu.tw 

5. 如有疑問，請洽活動聯絡人：張小姐或劉小姐；聯絡電話：(03)5715131 轉 42270。 

三、 『實研組報告』 
(ㄧ)【高一彈性時間微課程】 

1. 第二梯次五校跨校微課程採視訊上課，惟校內微課程及與成功、附中、建中合開三

門課採實體上課，(如下表)。 

2. 預計 11/5(五)12:10於大禮堂舉辦課前說明會，請選上第二梯次微課程同學帶手機

準時與會。 

3. 電動車裡的物理化學與工程、一眼千年—從故宮文物看文化與歷史、速成微積分

(Quick Calculus)課程取消。 

4. 校內微課程:夢想的翅膀-多元探索自我與未來生涯、校園一隻麥克風不須與會 

課程 人數 上課教室 

設計微課程 16 閱覽室 

翻轉思維•醫學不思議 8 國文專科教室 

醫事首重•工其不備 8 國文專科教室 

長庚醫學院初步見識課程 8 國文專科教室 

個體經濟學原理 2：效率與失靈 16 電腦五教室 

車窗裡外的風景──鐵道與都市發展 4 電腦五教室 

綠色生物科技 6 電腦五教室 

電資通領域微課程-車聯網 8 電腦二教室 

天文學概論 6 電腦二教室 

非常好「攝」 8 電腦二教室 

科學實驗探究素養 5 電腦二教室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醫學系彈性學習微課程 12 選修一教室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醫學暨工程學院彈性學習微課程 12 選修一教室 

量子世紀問墨翟 Back to the Future  6 選修二教室 

科學&傳統-Z 世代遇到黃帝內經 6 選修二教室 

走讀歷史—古蹟探訪 (和成功合開)-實體 18 歷史專科教室(大稻埕…) 

海島子民必修的一堂垃圾課- 

用最廢的方式打造校園回收系統 (和建中合開)--實體 
12 建中紅樓二樓資優研討室  

網路世界，數位公民 (和附中、北一女合開)-實體 7 師大附中 

夢想的翅膀-多元探索自我與未來生涯--實體 11 生涯資訊室 

校園一隻麥克風--實體 11 英文專科教室 

 

 

 

 

一、 『訓育組報告』 

（一） 【124週年校慶】 

1. 高二創意進場比賽：請高二各班於 11/8(一)13:10前繳交報名表至學務處，並上傳 

音樂檔案。 

2. 高一二班旗比賽：請高一二各班於 11/8(一)13:10前繳交作品說明書至學務處。 

3. 環保園遊會： 

  (1)11/4學務處訓育組已發下園遊會辦理變更說明，摘要如下： 

💡增設攤位數量：除了原本迎曦道 11個攤位，增設楓林道 10個攤位，共計 21

（第十週）日期：110.11.05 

 

 

 

 

學務處 

教務處 

教務處 

榮譽榜 

學務處 

https://reurl.cc/95Rj0v
http://cnmm.site.nt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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攤。歡迎踴躍報名設攤！ 

💡開放販售妥善包裝之飲食：依據教育局指引，禁止販售於現場製作之食品（含

飲料），但可販售已經妥善包裝之食品（及非於攤位現場製作）。安全起見，不得

於教室內烹煮食物。 

💡食物須帶回教室食用：選購食物與飲料後，須帶回教室食用，不得於攤位周邊

食用或邊走邊吃。 

(2)請有意願報名設攤的班級/社團，於 11/8(一)12:30前繳交報名表至班聯 33活動 

組（二愛吳約晴、二敬唐瑄妤） 

（二） 【畢聯會相關】 

日前已發下 110學年度高三畢聯會費繳交調查表，請高三各班畢代協助收費，以班 

   級為單位收齊費用，將費用與調查表於 11/9(二)中午 12:00-12:30繳交至學務處窗口。 

二、 『生輔組報告』 

（一） 【缺曠】各位同學可自行上校務行政系統查詢自身的出缺席，若有誤請至生輔組詢問；

另請同學務必將班櫃的資料拿回班上，以免遺漏重要訊息。 

（二） 缺曠明細表若有誤請至生輔組查詢；未完成請假手續者，系統將出現曠課，請同學自

行留意。同學缺曠有問題的節次處理完成後，還是要做最後確認並簽名。 

（三） 【租屋及防範一氧化碳中毒宣導】 

   
 

三、 『衛生組報告』 

（一） 本學期熱食部滿意度調查於 11/1~11/7進行，請師生踴躍上網填答，網址

https://reurl.cc/2oQ3K4   

（二） 流感疫苗全面開打!接種疫苗是預防流感最有效的方法，除能減少流感感染風險和降低

重症機率外，對 COVID-19也具有減少重症效果，幼兒及長者更要接種，提升免疫力降

低感染風險。 

 
 

 

 

一、 『讀服組報告』 

閱讀沙龍-【疏狂年少】新書分享 : 11/11(四)12:10-13:00，於圖書館公共閱覽區舉行，歡迎

同學報名參加!!報名網址址: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fcmvEwLUcCQIggfBpMXv7P7A4vVkUNSzAJ6VYb-

u_TxV44kQ/viewform?usp=sf_link 

 

二、 『資訊組報告』 

高二、高三平板續借同學請儘快完成 Google表單並繳回續借同意書。(兩者皆須完

成才符合續借程序) 

 

 

 

 

一、 【友善校園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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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安全宣導】 

 

 

 

 

 

 

 

 

 

 

 

 

 

 

 

 

 

 

每日 0700~0800時為上班上學時間，民眾與家長接送車輛眾多，導致建國北路「家長接送區」

路段交通非常壅塞，時常發生交通事故與民眾投訴陳情案件，為確保每一位用路人的安全與權

益，煩請務必避免以下行為： 

1. 不要大角度切換車道。（原因：靠近校門口下車、便於橋下迴轉離開） 

2. 不要道路中併排停車。（原因：靠近校門口下車） 

3. 不要紅線區停車。（原因：靠近校門口下車） 

4. 不要停靠過久。（原因：車內處理個人事務，如：用餐、取物、休息…等） 

   *請家長「安全駕駛，守法禮讓」，同學「迅速下車，注意安全」，確保所有用路人的權益。 

三、 【111學年度國軍正期班體檢作業宣導】 

111 年軍事學校正期班招生簡章」規定體檢期間為：110年 10月 15日～111年 3月 10日 

(請考生網路預約後於 110年 10月 15日起，赴指定醫院實施體檢。 

更多詳情請參閱國軍人才招募中心網站。 

教官室 

圖書館 

圖書館 

圖書館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fcmvEwLUcCQIggfBpMXv7P7A4vVkUNSzAJ6VYb-u_TxV44kQ/viewform?usp=sf_link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fcmvEwLUcCQIggfBpMXv7P7A4vVkUNSzAJ6VYb-u_TxV44kQ/viewform?usp=sf_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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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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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1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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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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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二)國立台灣藝術大學 科系介紹講座 

11/10(三)國立台灣科技大學 管理、不分系學士班介紹 

 

 

 

 

 

 

 

 

 

 

 

 

 

 

 

 

 

 

 

 

 

 

 
輔導室 

圖書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