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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第 16週整潔競賽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高一 慧 捷 智、忠 

高二 孝 愛  博、禮 

高三 樂 業 愛 

 

110-1第 16週紀律競賽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高一 業 簡 敬 

高二 業 忠 仁 

高三 簡 和 禮 

 

 

 

ㄧ、『註冊組報告』 
（一） 政府、民間團體獎助學金資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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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三升學相關資訊請至「學生與家長園地高三升學專區」或「教務處註冊組高三升學

專區」查詢。 

（三） 高三第二次英聽成績於 12/23(四)起開放查詢；學測應試號碼於 12/23(四)起開放查

詢，試場分配於 1/6(四)公告。 

二、『設備組報告』 
(一) 【111年度高中原住民族學生科學人才培訓計畫-寒假科學營】 

1. 參加對象：具原住民身份之高中職學生 

2.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111年 1月 10日(星期一) 

3. 活動時間： 

科目 時間 

化學 111年 1月 24日(星期一)~1月 27日(星期四) 

生物 111年 1月 25日(星期二)~1月 28日(星期五) 

地球科學 111年 1月 25日(星期二)~1月 28日(星期五) 
 

4. 詳細活動內容，請見學校首頁最新公告。 

(二) 【第 4屆化學競賽探索營報名簡章】 

1. 活動時間：111年 1月 25日(星期二)至 111年 1月 28日(星期五)。 

2. 活動地點：臺北市立弘道國民中學(臺北市中正區公園路 21號)。 

3. 活動對象及人數：110學年度就讀全國高中職以下之同學，預計人數共 48位。 

4. 報名截止日：110年 12月 26日（星期日） 

5. 活動報名網址：https://forms.gle/Cvtzt87UbVY3hKWc6 

6. 活動費用：每位 4,500元整，不住宿者 3,600元整。 

7. 其餘相關資訊請參考粉絲頁資訊：https://www.facebook.com/2022ichoc/ 

三、『教學組報告』 
（一） 高三期末考考程已公告，請參閱校網。 

（二） 高一、二期末考為 1/18、19(二、三)。 

（三） 學期補考日訂於 2/9(二)上午 9：10開始。 

（四） 本校訂於 12/24施打疫苗，該日高三晚自習開放，但請同學依照自身情況斟酌參與。 

 
 

 

 
 

一、 『生輔組報告』 
 

（一） 【安全宣導】疫情取緩之際，同學前往圖書館、電影院、百貨公司賣場，或參加室內

外演唱會等活動，應瞭解該等場所之逃生路線、逃生設備所在及使用方式等，以確保

自身安全。 

（二） 【重要宣導-請高三班長宣讀】考試期間(12/29.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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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考試日前一上課日(12/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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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期末考請假手續，須於考試日結束五個上班日內完成。 

（三） 【重要宣導-高三期末考後注意事項】 

1. 期末考後至學期結束仍為正常上課時間，未能到校者請應依程序請假。 

2. 事假連續請假 3天(含)以上者應附家長證明。 

3. 已請假同學進校 0810後須刷卡，外出須至教官室開立外出單，遵守在校服儀及作息 

規定，否則不予入校。進入班級務必先向副班長報告到校時間，以利點名卡正確劃

記，並只能在下課時間找各科老師問問題，不得影響老師上課時間為主。 

4. 學期結束前之上課時間均不可自行於校內圖書館自習。 

（四） 【預防一氧化碳中毒宣導】使用瓦斯熱水器沐浴及瓦斯爐煮食時，要注意室內空氣流

通，使用時切忌將門窗緊閉，易導致因瓦斯燃燒不完全，而肇生一氧化碳中毒事件；

此外，外出及就寢前亦必須檢查用電及瓦斯是否已關閉，以確保安全。 

（五） 【反詐騙宣導】 

          
 

（第十七週）日期：110.12.24 

 

 

 

 

學務處 

教務處 

教務處 

榮譽榜 

學務處 

https://forms.gle/Cvtzt87UbVY3hKWc6
https://www.facebook.com/2022ichoc/


 

2 

二、 『訓育組報告』 

（一） 【高二教育旅行】（請高二班代務必宣達） 

1. 報名：有意願參與活動的同學，請填妥「報名表暨家長同意書」，並於 12/27(一)中

午 12:30前繳交給各班班代，班代將統一繳交至學務處訓育組蔡雅璇老師。 

2. 減免申請：有減免申請需求的同學，請填妥「補助費申請表」（可向導師或至訓育組

領取），經家長和導師簽名後，於 12/27(一)中午 12:30前交至學務處訓育組李品賢

組長或蔡雅璇老師（亦可請導師協助繳交）。 

★「報名表暨家長同意書」與「補助費申請表」訓育組亦會公告於校網，如有遺失， 

  可至訓育組領取或自行至校網下載列印。 

★特別注意：學生以轉組前班級(110學年度第 1學期班級)參加本次教育旅行。教育 

  旅行為正式課程，未參加活動者，須照常到校自習並點名。 

（二） 【社團相關】 

1. 本校學生將於 12/24(五)接種 BNT疫苗第二劑，考量疫苗接種後個人身體狀況，請

各社團、學生自治組織於施打疫苗後兩週內（12/24-1/6）調整運動型活動（球類活

動、舞蹈活動、各項體能與肢體練習……等）辦理方式，將活動調整為非競速型活

動、靜態活動，如影片鑑賞......等。施打疫苗後身體反應因人而異，請社團規劃

活動時務必以全體成員身體健康狀況為優先考量！ 

2. 110學年度學生社團高一、二社員轉社說明：（詳情請見校網公告） 

(1) 本學年轉社人數限制預估表：已公告於校網，請同學上網參閱。 

(2) 轉社意願單：有意願轉社之高一二同學請上校網下載填寫（亦可至學務處外社 

櫃領取），除了本人簽名之外，更須經原社團指導老師、家長簽名，於 12/17(五) 

至 1/4(四)17:00前將轉社意願單繳交至學務處訓育組胡惠琴老師，逾時不候。 

（提醒：若社團指導老師為外聘教師，請同學把握 12/16、12/23、1/6社課機 

會！） 

(3) 依規定期限內填交轉社志願單者，須於 111年 2月 11日(五)8時 0分起至 2月 

 13日(日)24時 0分止開放上系統選填社團志願序。 

 攜帶加洗統計表與費用至電腦教室二繳交 

（三） 【服務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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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提醒同學把握時

間於期末前完成。 

三、 『衛生組報告』 

（一） 訂購外食最遲請於訂購日前一日放學前(16:10前)攜帶申請單至衛生組完成申請。 

（二） 12/30高三期末考完進行大掃除，期末考後到 1月 20日休業式間，內外掃正常打掃，

衛糾仍持續評分。期末考後如果請長假的同學，請將個人物品帶走，置物櫃可放物品(食

物除外)，但不負保管責任，個人座位區清空(桌面、抽屜、椅、地面等)。 

（三） 近日經常在水槽發現外食廚餘，部分水槽已堵塞，請同學享受美食之餘，勿造成環境衛

生問題，甚至毀壞公物，務必發揮公德心。 

 

 
 
 

一、 【高三學測後學習歷程檔案系列講座】 

（一） 日期：2022年 1月 26日(三)  

（二） 地點：中山女高演藝廳 

（三） 對象：本校高三學生自由報名參加 

（四） 報名方式：掃描 QR code線上報名(請登入 m2帳號報名) 

（五） 活動說明： 

學習歷程檔案要放什麼資料？怎麼製作才能呈現重點與亮點？ 

寒假正是整理及準備的好時機！歡迎高三同學踴躍報名參加！ 

場次 時間 講座主題 講師 

1 10:30-12:00 學習歷程檔案的準備指引 林國明教授 (台大社會系主任) 

2 13:30-15:00 學習歷程檔案的實作原則 蔡紫德老師 (本校生科教師) 

3 15:20-15:50 學習歷程檔案的架構解析 林千惠主任 (本校教務主任) 
 

（六） 重要提醒： 

1. 報名者須全程參與當日講座(共三場次)，報名後請務必出席，若因故須請假需於 1/24 

(一)中午 12時前致電輔導室(02-25073148轉 277)。未請假也未出席者，需愛校 1次。 

2. 活動當日請穿著校服，午餐自理，演藝廳場地禁止飲食。 

二、 【本學期「課程學習成果」認證延長至 2/8(二)下午 17:00】 
依據 110年 11月 29日北市教中字第 1103109228號來文，為使學生具足夠時間完成資料上傳

且避免流量集中於深夜，調整 110-1課程學習成果認證截止時間如下： 

學生「課程學習成果」送認證：110年 10月 14日(四)00:00至 111年 2月 8日(二)下午 17:00。

教師認證課程學習成果時間 ：110年 10月 14日(四)00:00至 111年 2月 11日(五)下午 17:00。 

 

 

 

ㄧ、『讀服組報告』 

   【閱讀沙龍】-國際教育系列講座 

12/28(二)12:10-13:00 Write For Rights 為人權發聲!! 

12/29(三) 12:10-13:00 日本美學賞析-物哀 

歡迎同學踴躍報名參加!! 
 

 

 
 

一、 【交通安全宣導】 

（一） 自 2022/1/1開始，265早上專車第一班調整時間為 0620發車。 

（二） 鼓勵高一多參加交通隊，除給予公服時數外，有優先參與教官室校外活動及感恩餐會 

1. 值勤內容 
負責同學、學姐的上放學交通秩序 

2. 值勤時間 

每週一天 7:10-7:40 & 16:10-16:30 

3. 福利 

(1)公服時數可平均運用各學期（不用擔心公服時數！） 

(2)認真值勤、表現優異者，至少 2小功/學期 

(3)列計第二社團，交接時頒發「服務證書」（學測面試可納入！） 

(4)參加國防多元參訪體驗活動（漆彈、攀岩、高空繩索刺激有趣！） 

(5)每學期有家長會感恩慰勞會提供的 Buffet 

(6)家長會提供，全學期意外保險 

 * 有興趣者可至教官室校安陳瑞昕老師詢問～ 

 

 

教官室 

圖書館 

輔導室 

圖書館 

圖書館 

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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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11學年度國軍正期班體檢作業宣導】 

(ㄧ) 111年軍事學校正期班招生簡章已公告於本校首頁及國防部人才招募中心。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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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智力測驗&全民國防測驗】請利用國培班群組或至教官室登記報名!!! 

（一） 注意事項 : 

1. 日期：111年 01月 28日 上午 

2. 地址：臺北市大安區基隆路二段 207號 國軍北部地區人才招募中心 

（六張犁捷運站） 

3. 電話：(02)8732-0631 

4. 攜帶物品： 

身份證+另一可證明身份證件（ex:健保卡、護照、學生證......）、記得戴口罩! 

★已經有申請過智力測驗帳號的同學，請於上午 08:20前到考場! 

 （請提前測試帳號密碼是否能正常登入!!) 

★還沒申請帳號的同學請準備好證件照電子檔，在上午 08:00到考場請現場人員協助

創建帳號! 

（二） 考試時間 : 

智力測驗 全民國防測驗 

08:50進入考場 10:30進入考場 

09:00開始考試 10:40開始考試 

10:00考試結束 11:10考試結束 
 

（三） 人才招募中心導覽及參訪時間 11:10-12:00 

（四） 賦歸領便當 

 

四、 【防制藥物濫用資訊】 

「反毒比你想的閣較偉大」第 20屆校際社團反毒聯合公演 

本校與南山高中等多所高中將舉辦「反毒比你想的閣較偉大」第 20屆校際社團反毒聯合公

演，鼓勵學子走入社區，以青春活力宣示反毒決心並從事正當的休閒活動，歡迎有興趣的師

生前往欣賞，一起共度聖誕佳節!!! 

◎時間:110年 12月 25日(六)1230～2100 

◎地點:中和四號公園國立臺灣圖書館 B1演藝廳 

 

                                                       

五、 【北市府 111年 119防災宣導活動資訊，有興趣師生可踴躍參加!! 】 

市府 111年 119防災宣導活動「小小樂高(LEGO)消防宣導區」、「119消防節，一起來捐血」、

「防災童玩趣體驗區」、「AR實境解謎區」、「舞臺節目表演」及「攤位闖關」等活動項目，

藉由防災園遊會傳達及教導民眾家庭防災之觀念，以提升民眾居家生活安全，請有興趣老師、

學生及家長皆可一同參與。 

◎時間:111年 1月 15日（星期六）13時 30分至 16時 30分 

◎地點:新光三越香堤大道廣場（信義區松壽路 9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