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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第 12週整潔競賽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高一 忠 慧 義 

高二 孝 和 仁 

高三 樂 業 捷 

 

110-1第 12週秩序競賽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高一 誠 敏 禮 

高二 孝、誠  敬 

高三 敏 群 樂 

 

 

 

ㄧ、『註冊組報告』 
(ㄧ)  免學費與減免學雜費校內申請時間至 11/26，請有需要申請的同學把握時間。免學費申 

  請單統一由班長收回，減免學雜費請至教務處註冊組辦理。 

(二)  高二轉班群申請時間為 12/3-12/16，請有需求的同學注意學校的公告與把握時間。 

二、『設備組報告』 
(一)  【110年高中女生科學教育巡迴計畫講座中山女高場次】 

1. 活動時間：110年 12月 12日(星期日) 7:40-17:00 

2. 活動地點：中山女高 

3. 活動內容及人數：物理 A班：聲波物理 40人、物理 B班：扭擺 40人、化學 C班：

碘酸鈣溶解度測量 40人、生物 D班：蝸牛實驗課程及澱粉應用 40人。 

4. 報名時間至 11月 26日(星期五)17點，採線上報名。 

5. 預計 110年 11月 29日(星期一)17點前於學校首頁公告「正、備取名單」，若遇報

名組別額滿，列「備取」之同學須於 110年 11月 30日 (星期二) 13點前內至設備

組，簽認「備取意向調查表」，並依報名表提交順序遞補至未額滿之組別，未於時間

內簽認備取意向調查表者，視同放棄備取資格。請有報名參加之同學留意公告及後

續辦理期程。 

(二) 【清大、成功與 Google共同舉辦「Fun AI Winter Camp」活動】 

1. 活動時間：111年 2月 7日(星期一)至 111年 2月 10日(星期四)。 

2. 活動地點：北區為國立清華大學資訊工程系系館，南區為國立成功大學資訊工程系 

系館(請於報名時選擇區域)。 

3. 報名截止日：110年 11月 30日（星期二） 

4. 活動報名網址：http://mislab.cs.nthu.edu.tw/explorecsr.html 

5. 活動聯絡人：清大資工系吳珍怡助理(聯絡電話：03-5733539，amy740811@gmail.com) 

(三) 【榮譽榜：臺北市 110年度數學科、自然學科、資訊科能力競賽成績優異】 

序 科別 獎項 班級 得獎學生 指導老師 

1 地球科學科 二等獎 三廉 廖培忻 張淵淑 

2 生物科 三等獎 三廉 徐詠霈 鄭榮輝 

3 化學科 三等獎 三廉 李沁愉 曹雅萍 

4 生物科 佳作 二廉 黃映嘉 許哲瑜 

5 生物科 佳作 三公 尹妤如 顏映帆 

6 生物科 佳作 三廉 王亭淇 鄭榮輝 

7 化學科 佳作 三廉 許謙妤 曹雅萍 

8 化學科 佳作 三廉 鄭伊芸 曹雅萍 

9 物理科 佳作 二廉 陳芊竹 蘇益加 

10 物理科 佳作 三業 蕭伃庭 蕭雅文 

11 地球科學科 佳作 三廉 王柔心 張淵淑 

12 地球科學科 佳作 三廉 鍾友馨 張淵淑 

13 地球科學科 佳作 三廉 簡意嘉 張淵淑 

14 資訊科 佳作 三和 熊恩伶 朱德清 

 

 

 
 

一、 『生輔組報告』 
 

（一） 【校慶期間重要事項提醒】 

1. 出缺：校慶為重要集會，請準時到校做準備，遲到依規定登記，副班長確實點名。 

提醒副班長：校慶當天仍需劃記點名卡(整天未到要劃 1-7節)，請提醒請假同學記 

得請假 (整天未到假卡要劃 1-7節)，點名卡請交給導師簽名，放學前交回學務處或 

教官室。 

2. 臨時外出：校慶期間出缺勤規定同平日，如因事、病假須外出者，依請假規定至教官室 

辦理外出。 

3. 安全：校慶期間，提醒同學誤帶太多現金，手機、錢包等貴重物品務必隨身攜帶保 

管好，以免遺失或遭竊。 

4. 服裝：以班級為單位統一穿著為原則。 

5. 教學大樓門禁管制：各教學大樓僅開放本校現職師生進出，全天嚴禁校外人士進出。 

日期 12/4(六) 

時間 8:20-09:45 約 09:45 12:00 12:00-12:30 12:30-13:00 

門禁 

狀況 

關門 

 

開門 

 

高三離校，逸

仙樓上鎖 

整理校園 

環境 

高一、二同學離校，

中山、自強樓上鎖 
 

6. 班旗：旗桿由副風紀股長負責保管，屆時請依律訂時間，由副風紀股長將班旗清理   

 後，歸還至莊敬大樓 1樓。 

（二） 【重要宣導-請班長宣讀】考試期間(12/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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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週）日期：110.11.26 

 

 

 

 

學務處 

教務處 

教務處 

榮譽榜 

學務處 

http://mislab.cs.nthu.edu.tw/explorecs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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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餘假別請參考學生手冊。 

6. 考試日前一上課日(11/30)：病假(含生理假)亦須檢附前一日或當天之家長證明及醫

療院所證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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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購收到跨境包裹?申請退款兩步驟 

 
二、 『訓育組報告』 

（一） 【校慶活動相關】 

1. 校慶預演—訂於 12/3(五)第四節班會課於操場舉行，請全校各班準時參與。若遇下

雨，地點改為禮堂，由高二各班、代表獻獎之學生、學生義工參與，高一與高三各

班屆時請留在教室。 

2. 高一、二班旗展示— 

(1) 請高一、二各班於 12/3(五)10:10前將班旗懸掛至莊敬大樓 1F指定處供評審評 

 分。當天 16:30-17:20請將班旗妥善收回，以備校慶當日進場使用。 

(2)  12/4(六)校慶慶祝大會結束後，請高一、二各班將班旗懸掛回莊敬大樓 1F指定 

 處。高一、二班旗將展覽示至 12/10(五)，屆時將通知各班領回。 

（二） 【社團相關】 

1. 11/24-12/2 考前一週，除社團正課外， 請停止一切課外活動 （包括例行練習、開

會、小社課、所有校內外活動等）。期中考中期間，所有社辦亦暫停使用。 

（三） 【畢聯會相關】 

1. 畢冊編輯課程與收稿—12/7(二) 12:10（莊敬大樓 2F電腦教室二） 

(1) 請高三各班 1名班編出席編輯課程。 

(2) 當場將收取班級/社團團照加洗費用，請有加洗意願的班級班代、社團社長， 

 攜帶加洗統計表與費用至電腦教室二繳交 

三、 『衛生組報告』 

（一） 12月 2日(四)段考完進行全校大掃除，本次大掃除高一、二不強制刷地，但若有污漬

或導師認定需刷地，則請維持刷地。此次大掃除桌椅仍需全數搬到走廊，教室內外掃進

行徹底清潔。 

（二） 下雨時，濕的傘具晾在窗台、走廊、地板等處，下午記得收起來或放在傘桶，避免影響

通道，打掃時間或沒有下雨的時候仍在，將扣整潔成績。 

（三） 下午打掃時間，椅子、書包、提袋等請全部搬到桌上，地板完全清空，以利清潔工作。 

（四） 打掃時間請勿佔用場地打球、跳舞、慶生、社團活動…等，以免影響打掃工作的進行。 

 

 
 

 
 

一、 『資訊組報告』 

高二、高三平板續借同學請於 11/18前完成 Google 表單並繳回續借同意書。(兩者皆須完成才

符合續借程序，逾期將併入歸還名單。)  
二、 『讀服組報告』 

12/8(三)下午為自主學習時間，請同學於原班教室進行自主學習。 

 

 
 
 

一、 高三甄選入學活動 
 活動 時間 地點 

1 高三甄選入學學生說明會 11/26(五)10:10-11:00 禮堂 

3 校慶備審資料展 12/4(六)10:00-12:00 生涯資訊室 

4 繁星推薦說明會 12/8(三) 12:10-13:00 生涯資訊室 
 

二、【台積電合作】職涯講座、台積專車體驗 

活動及時間 內容 地點 

一、職涯講座 

12/8(三) 

中午 12:10-13:00 

由台積電邀請海外職涯工作者至本校分享工作經驗。 

＊講師：蘇盈如(企業國際招募人際，12年海外工作經驗) 

  分享職場新趨勢、認識女性的優勢及成就更好的自己。 

＊限額 200人，前 100名出席者可獲贈書 1本。 

＊全程參與並完成心得者，可獲 1小時公共服務時數。 

演藝廳 

(莊敬 4樓

入場) 

二、徵才專車體驗 

12/8(三) 

中午 10:00-15:00 

參觀可愛的台積徵才車、體驗 AR及夾娃娃機。 

分自由參觀及須預約時段： 

＊中午免預約：12:00-13:00 及各節下課，開放全校同學 

  自由前往。 

＊下午預約參觀：下午第 5.6節(彈性學習課程) 

1.開放高一、二同學預約參觀，每節課有人數上限，下 

  午共約 80個名額。 

2.由輔導室安排第 5.6節參觀名單及時間，錄取者在現 

  場簽到方能請公假。 

迎曦道 

(近禮堂) 

                                                    11/26(五)前點我報名 

 

 

 
 

一、 【友善校園宣導】 

（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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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官室 

圖書館 

圖書館 

圖書館 

輔導室 

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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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校慶專車公告： 

上學：土城板橋線 265，正常行駛。 

放學：停駛。 

（二） 行人穿越道路，有交通指揮人員指揮者，應依交通指揮人員之指揮前進。無交通指揮 

 人員指揮又無號誌指示者，應小心迅速通行。節錄自「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134條 

 第四款。 

（三） 過路口請注意綠燈秒數是否足夠；上放學請配合交通隊及教官、學創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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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官室提供公假前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