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ㄧ、『教學組報告』 
（一） 北模於 2/22-23舉行，考程及考試範圍均已發放至各班。另，請未報考的同學至閱覽

室自習。 

（二） 3/5為本學期家長座談會，日後將發放家長邀請函，屆時請同學依期限繳回。 

二、『註冊組報告』 
(一) 政府、民間團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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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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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逸仙樓二樓三樓點燈教室內已擺放事務機，供高三同學掃描製作申請入學時所需之 pdf

檔。操作方式已貼在牆上，請同學把握時間使用 (事務機擺放至五月底)。 

(四) 衛生福利部 111學年度「原住民族及離島地區醫事人員養成計畫」公費生學士班甄試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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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國立臺北大學「飛鳶組」招生：透過降低學測檢定標準及佔分比、調降報名費等方式，

優先考量經濟弱勢（低收、中低收、特殊境遇）持有證明，面對逆境卻積極向上之學生。

詳細招生說明請參閱「111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招生簡章」第 706-718頁。 

(六) 國立臺東大學原住民專班，報名日期：111.2.18 09:00~111.4.25 16:00 受理網路報名，

招生日程及名額等相關資訊請詳見招生簡章 (https://enro.nttu.edu.tw/)。 

三、『實研組報告』 
（一） 高一微課程行前說明會將於 2/18中午 12:10假大禮堂辦理，請選上課程的同學攜帶手機

準時參加。 

四、『特教組報告』 

(一)  110學年度第 2學期免修申請日期為 2/9（三）~2/18（五），高二延長收件至 2/23(三)，先

行至校網查閱免修辦法及至特教组確認是否符合資格，請有意願申請學生，於時限內提出申

請。 

(二)   
 

 
 

一、 『生輔組報告』 
 

（一） 【友善校園週】，主題:「媒體識讀-善用 5W 思考法 當個聰明小偵探」，請各班班會進行

討論，並做紀錄。 

（二） 提醒同學於室外上課應自行攜帶貴重物品並關閉班級門窗，經巡堂師長登記門窗未關閉

班級，扣班級紀律成績。另提醒同學盡量不要攜帶過多現金(1000元以上)到校，如收取

班費時，可請師長協助保管。 

（三） 請各班副班長每節課確實點名，劃記遲到或曠課，外堂課上課地點請提早通知同學，上

課無故未到請立刻通報生輔組或教官室處理。 

（四） 學生一律由大門進出校園,入校後不得隨意外出,需外出者應依規定辦理外出手續；每日

8:10後入校需至警衛室刷卡登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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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鐘響後未到即算遲到,逾 10 分鐘未至上課地點,該堂以曠課登記)。 

（五） 【週記&假卡】：同學如需假卡或週記，請於週一～週五 10:00~16:00至家長會(逸仙樓１

樓)購買。 

（六） 【反詐騙宣導】-收到簡訊說欠缺資料無法運送包裹? 輸入信用卡恐遭盜刷 

165提醒各位師長及同學，收到各類資訊、通訊內容時，先保持「零信任」態度，先確

認簡訊發送電話、點擊後連結網址是否有被混淆。另外當平時有已知的郵局包裹、郵件

運送時，需特別提高警覺，與寄送方保持聯繫，亦不隨便點擊釣魚連結、輸入信用卡資

料等個資。萬一誤輸入並送出了信用卡資料時，請立即通知發卡銀行啟動停卡，將損失

降至最低。 

二、 『衛生組報告』 

（一） 本學期小田園活動招募成員中，歡迎對種植、園藝治療、手作活動有興趣，或是想紓壓

的同學踴躍參加，第一次課程將於 3/2(三)中午 12:10於莊敬三樓選修教室一進行。 

（二） 徵求學校日(3/5)衛生小義工，服務時間：7:30~12:00，可核予公服時數 5小時。報名

網址：https://reurl.cc/akMO34   

 

 
 

（三） 逸仙樓 2、3樓水槽放置有瀝水籃，請同學將有些許食物殘渣的容器沖水後，先倒入瀝

水籃過濾殘渣，減少流入排水管的機會，以減少堵塞。廚餘請依正常方式處理，不可將

瀝水籃當廚餘桶使用。 

（四） 請各班同學進行內外掃工作時，檢視是否有積水容器，落實「巡、倒、清、刷」，預防

病媒蚊孳生；週一請環保股長填寫登革熱巡檢表。 

 

 
 
 

一、 【110-2學習歷程檔案作業時程 重要通知】 

(一)  【高三適用 110-2學習歷程檔案作業時程】 

我學生「課程學習成果」送認證：111年 3月 1日(二)00:00至 111年 4月 6日(三)下

午 17:00。教師認證課程學習成果時間 ： 111年 3月 1日(二)00:00至 111年 4月 8

日(五)下午 17:00。學生「勾選」110學年度「課程學習成果」及「多元表現」：至 4月

12日(二)下午 17:00截止。高三多元表現可上傳至勾選截止時間(4/12)為止，不須經

過教師認證，請同學務必把握上傳時間！ 

(二)  【高一高二適用 110-2學習歷程檔案作業時程】 

學生「課程學習成果」送認證：111年 3月 25日(五)00:00至 111年 7月 14日(四)下

午 17:00。教師認證課程學習成果時間 ： 111年 3月 25日(五)00:00至 111年 7月 21

日(四)下午 17:00。高一二多元表現全學年皆可上傳，不須經過教師認證。學校於 111

學年度開學後擇日開放學生勾選 110學年度課程學習成果(6件)及多元表現(10件)，提

交至國教署中央資料庫，供後續升學使用。 

(三)  【學習歷程上傳及認證件數規定】 

「課程學習成果」本學期認證至多 12件(單科至多 3件)； 

「多元表現」不須經過教師認證，件數無限制。 

(四)  【台北市學生學習歷程檔案系統】 

網址：https://e-portfolio.cooc.tp.edu.tw/Portal.do 

(學校首頁及校務行政系統皆有網址連結)。 

登入方式：請務必使用台北市單一身分驗證服務(LDAP)之帳號密碼登入。 

(五)  【學習歷程檔案宣導及操作訓練教學檔案】 

（第一週）日期：111.0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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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學習歷程檔案系統操作教學(上傳認證勾選教學)、檔案格式及影片剪輯教學等。

請點選網址或掃描 QR code下載：https://reurl.cc/OqYbNr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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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三)澳洲雪梨大學介紹。 

三、 【國內大學介紹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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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25(五) 臺北醫學大學介紹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一、 因逸仙樓本學期假日進行消防與結構補強工程，假日請高三同學到校移至莊敬大樓閱覽室（專

科敎室）自習。 

 

 

 

ㄧ、『讀服組報告』 

(一)  閱讀心得與小論文競賽:競賽辦法已公告上網，請有意願參賽同學確實留意時程與規範! 

 1. 閱讀心得:由國文/英文老師推薦後，於 3/7前上傳作品並繳交切結書至圖書館。 

 2. 小論文 : 請於 3/13前上傳作品以利圖書館檢核格式並修正。 

(二)  自主學習  

 1. 請完成自主學習計畫，並於 2/23(三)放學前繳交自主老師檢核。 

 2. 近期大學端有不少自主學習相關競賽，請同學隨時留意校網公告。 

 
 

 
 

一、 【交通安全宣導】 

（一） 自 2022/1/1開始，265上學專車第一班調整時間為 06: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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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 07:15-07:45 & 16:10-16:30 

3. 福利 

(1)公服時數可平均運用於高一及高二任職期間各學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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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有興趣者請至學務處陳瑞昕學創人員詢問～ 

二、 【111學年度國軍正期班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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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臺灣大學 111學年度國防學士班招生】 

(一)  繳費報名暨上傳審查資料期間： 

111 年 4 月 11 日(星期一)上午 9 時起至 111 年 4 月 15 日(星期五)下午 5 時止。 

（每日上午 8 時至 9 時系統備份，系統暫時關閉） 

(二)  報名網址：https://reg.aca.ntu.edu.tw/ndba/ 

(三)  招生名額：本校化學系 1名、大氣科學系 4名、機械工程學系 4 名、化學工程學系 1 名。 

(四)  注意事項: 

1. 考生應繳交之審查資料，一律以網路上傳方式分項「上傳審查資料」

後，並完成「確認上傳資料」作業，始完成報名程序。 

2. 完成報名作業後，考生即可自行上網查詢是否完成報名成報名程序。 

(五)  有關報考資格、應備文件及國防學士班學生之權利義務，請詳閱簡章。 

 

四、 【教育部編製「防災校園操作手冊」1份，請有興趣師生或家長可多加利用】 

(一)  為協助學校推動校園防災工作、健全防災整備資源及熟悉防災避難演

練，教育部特編製「防災校園操作手冊」，提供各級學校迅速了解校園

防災工作實質內容，完整掌握防災工作流程與內容，落實各項防災工作

及提高防災工作執行成效。 

 

五、 【嘉南藥理大學舉辦「2022嘉藥反毒與資安機器人競賽」活動】 

（一） 為將藥物濫用防制宣導及資訊安全的觀念融入機器人創意競賽中。讓學生們學習到機

器人科技知識外，同時對藥物濫用防制與資訊安全有所瞭解，以達到寓教於樂之目的。 

（二） 報名截止時間：111年 2月 28日(週日)。 

（三） 報名方式：採線上報名，報名網址請掃 QRCode。  

（四） 競賽日期及地點：111年 3月 12日(週六)，於本校大禮堂舉行。   

（五） 相關簡章，請參閱嘉南藥理大學多媒體與遊戲發展系網頁(https://media.cnu.edu.tw)

最新消息。 

* 請惠予指導教師及參賽選手公(差)假出席。                                            

六、 【嘉南藥理大學舉辦「2022嘉藥反毒與資安機器人競賽」活動】 

(一)  為將藥物濫用防制宣導及資訊安全的觀念融入機器人創意競賽中。讓學生們學習到機 

器人科技知識外，同時對藥物濫用防制與資訊安全有所瞭解，以達到寓教於樂之目的。 

(二)  報名截止時間：111年 2月 28日(週日)。 

(三)  報名方式：採線上報名，報名網址請掃 QRCode。  

(四)  競賽日期及地點：111年 3月 12日(週六)，於本校大禮堂舉行。   

(五)  相關簡章，請參閱嘉南藥理大學多媒體與遊戲發展系網頁 (https://media.cnu.edu.tw)

最新消息。 

*請惠予指導教師及參賽選手公(差)假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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