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110-2第 2週整潔競賽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高一 義 智 敬 

高三 業 群 誠 

 

110-2第 1-2週紀律競賽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高一 誠 智、愛、和、敬  

高二 忠、和、樂、簡   

高三 忠、和、業、樂   

 

 

 

ㄧ、『教學組報告』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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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學期校內學藝競賽相關日期如下，請參考： 

項目 比賽日期 比賽地點 報名日期 
序號抽籤 

日期 

高一、二母

語演說比賽 
3/31（四） 

莊敬大樓 3樓 

國文專科教室（閩語組）

及英文專科教室（客語組） 

3/7（一）~3/11

（五）中午止 
3/18（五） 高一國語演

說朗讀比賽 
4/7（四） 

莊敬大樓 3樓 

國文專科教室（演說）及 

英文專科教室（朗讀） 

高一、二英

文演講比賽 
4/11（一） 

莊敬大樓 3樓 

英文專科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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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組報告』 
（一）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111年度智慧鐵人競賽」第二梯次初賽報名訊息】 

1. 第二梯次競賽，北區計有 4場，競賽及報名截止日期如下： 

 

 

 競賽日期 報名截止日期 

1 111年 3月 27日(星期日) 111年 3月 9日(星期三) 

2 111年 4月 24日(星期日) 111年 4月 6日(星期三) 

3 111年 5月 22日(星期日) 111年 5月 4日(星期三) 

4 111年 6月 19日(星期日) 111年 6月 1日(星期三) 

2. 報名費用：300元(清寒學生及教育部偏鄉學校名單之學生可減免報名費用)。 

3. 競賽相關內容(詳細辦理地點)，請見 https://ironman.creativity.edu.tw 

（二）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辦理「第八屆 APX數理能力檢定」-線上檢定】 

1. 報名日期及網址：110年 2月 21日（星期一）至 111年 3月 20日(星期日)，    

    http://science-event.nctu.edu.tw/。 

2. 線上模考日期：111年 3月 26日(星期六)。 

3. 線上檢定日期：111年 4月 2日(星期六)。 

4. 線上檢定科目：數學、物理、化學、生物。 

5. 檢定級別：中級、中高級、高級。(考生需擇一級別) 

6. 檢定費用：每一檢定科目：中級 500元，中高級 500元，高級 600元。 

7. 其他檢定資訊，請參閱本校首頁-校園公告 

（三） 【國立中山大學辦理「雙週一題網路數學問題徵答」】 

1. 中山大學應用數學系於學期內每隔兩週公佈一題具有挑戰性的數學題目，邀請全國同 

   學作答。並於期末頒發獎狀獎勵答題優異之參賽者。 

2. 活動內容請詳見：http://www.math.nsysu.edu.tw/~problem/ 

 

 

 
 

一、 『訓育組報告』 
 

（一） 【優良生選拔】 

1. 拍照：請每班當選之學校優良學生代表於 3/2(三)12:10至司令臺後方集合，並穿著

制服（白衣黑裙/褲、繡好年級槓），將拍攝後選人個人照以放入優良事蹟海報中。 

2. 候選人說明會：請各班學校優良學生代表於 3/7(一)12:10至閱覽室參加說明會，會

中對於優良事蹟影片將有進一步說明。 

（二） 【全國藝術比賽】 

請有參加全國藝術比賽個人項目（音樂比賽、舞蹈比賽）同學留意，請隨時留意官方網

站中的各項公告。此外，請最遲於比賽 2日前申請個人公假。 

（三） 【社團相關】 

再次宣導：依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11年 2月 7日公告之防疫教育總指引，辦理跨校活

動與成果發表會，參與人員須接種第 2劑疫苗滿 14日，或提供 3日內快篩/PCR陰性證

明。請各社團配合辦理。 

（四） 【服務學習】（請特別宣讀！） 

依據本校服務學習課程辦法，高一、高二學生每學期至少須有 8小時服務時數。每學期

登錄截止日期為每學期休業式當日。如因疫情關係，不便至校外機構進行服務學習，同

學可至校內各處室詢問相關公共服務。請同學務必把握時程。 

 

二、 『生輔組報告』 
 

（一） 請各班務必派員將班櫃的資料拿回班上，以免遺漏重要訊息。 

（二） 有關出缺勤及獎懲查詢，同學可至學校首頁下方【學生園地】-【成績及出缺席、獎懲查  

（第二週）日期：111.02.25 

 

 

 

 

學務處 

教務處 

教務處 

榮譽榜 

學務處 

https://ironman.creativity.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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詢】進入點選【01各項查詢】-【查詢個人請假及缺曠資料】，以利及時了解自身在校狀 

況，若有誤再至生輔組詢問。 

（三） 【安全】非經許可，請勿擅自進入他人班級，也請各班留意，不在教室時，務必關閉門

窗，留意個人財物的保管。 

（四） 【反詐騙宣導】-假冒高鐵公司寄送電子郵件，稱「填表單領回饋」無影謀? 

近期發生民眾向高鐵表示接獲疑似台灣高鐵公司相近名稱之英文社交工程詐騙郵件，內

容要求點選互動連結後可獲得免費車票/2300元回饋的真實性。台灣高鐵澄清，實無相

關活動或郵件寄送，請同學或家長切勿點選/操作，避免個資外洩或權益受損。 

 
三、 『衛生組報告』 

（一） 打掃時間請勿占用到掃區進行各種非掃除活動。 

（二） 本學期小田園活動招募成員中，第一次課程將於 3/2(三)中午 12:10於閱覽室進行。 

（三） 外食訂購因二月份上課天數短，加上高二畢旅、高三模考等，因此彈性調整 3/1~3/4仍

可使用二月份額度，請負責同學於訂購前一週至表單預約(用 m2帳號)  

https://reurl.cc/dxN4xy，並於前一天放學(16:10)前完成申請，相關規範等公布於衛

生組「外食規範」中。 

（四） 請各班同學進行內外掃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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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收熱食部餐碗，請務必事先將廚餘(包含湯汁)倒乾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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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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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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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學測後高三甄選入學學生說明會】 

3/4(五)上午 10:10-11:00將在禮堂舉辦「學測後高三甄選入學說明會」，請全體高三同學準時

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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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二有意申請校外自主學習或實驗室使用的同學，請於 3/3(三)13:00前繳交申請單 

至圖書館。 

  2. 自主學習優化工作坊調整至 3/5(六)辦理，請同學踴躍參加。 

(三)  國際交流:日本臺灣交流協會「第 6屆 （2022年度）臺灣高中生赴日留學計畫」已公告 

至校網，請有意願參與同學前往察看。 

 

 

輔導室 

圖書館 

圖書館 

圖書館 
熱食部 

圖書館 

https://e-portfolio.cooc.tp.edu.tw/Portal.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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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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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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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財團法人董氏基金會辦理「2022戒菸就贏比賽」活動】 

活動相關資訊說明如下 

(一)  活動辦法： 

吸菸的「參賽者」與不吸菸的「見證人」兩 人一組，於 111 年 4 月底前完成報名手

續；成功戒菸組即 有機會參加抽獎。  

(二)  比賽期間： 

111年 5月 2日至 5月 29日，連續 4週完全不吸菸。 

(三)  報名資格：  

1. 吸菸的「參賽者」：年滿 18歲、具中華民國國籍或在 國內連續居住 1年以上，且

過去 1年持續吸菸者。 

2. 不吸菸的「見證人」：年滿 7歲，未曾吸菸或已戒菸 1年以上，且為參賽者之家人、

師長、朋友、同學、同 事、共同生活或其他經常相處，願意支持並見證參賽者完全

戒菸之人。 

(四)  報名方式：  

1. 網路報名：活動開跑後，請至董氏基金會「華文戒菸  網」 (網址：

http://www.e-quit.org)，進行線上報 名。  

2. 郵寄報名：填妥報名表，111年 4月 30日前(郵戳為憑) 逕寄至「董氏基金會」( 地

址：105404臺北市松山區 復興北路 57號 12樓之 3)。  

(五)  活動獎勵：  

1.成功戒菸首獎(1組):參賽者與見證人共得新臺幣 30萬元整(各得新臺幣 15萬元整) 

2.成功戒菸貳獎(6組)：參賽者與見證人共得新臺幣 6萬元整(各得新臺幣 3萬元整) 

 

 

 

 

 

 

 

 

 

 

 

 

 

 

 

 

 

 

 

 

 

 

教官室 

圖書館 

https://reg.aca.ntu.edu.tw/ndb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