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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2第 3週整潔競賽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高一 智 義 敬、慧 

高二 智、孝、愛   

高三 簡 愛 群 

 

110-2第 3週紀律競賽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高一 智 樂 忠 

高二 和 仁、孝 
 

高三 誠 仁 敏 

 

 

 

110年 3月主題宣導日 

週一 週三 週五 

3/14 ○ 
高一禮堂 
(暫定) 

3/18 ○ 
高二禮堂 

(小心第三隻手) 
3/18 ○ 

高二禮堂 
(小心第三隻手) 

 

 

 

 

ㄧ、『教學組報告』 
（一） 3/5為本學期家長座談會，請同學提醒家長線上出席。 

（二） 本學期校內學藝競賽報名自 3/7（一）至 3/11（五）中午止，請各班學藝準時繳交報

名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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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辦理「聯發科技 2022 未來之星-智慧科技營」】 

1. 參加對象：具備 C/C+語言基礎、國三至高二學生、對智慧科技有興趣、備有軟硬體 

整合或 AI相關技術應用的研究專題。 

2. 報名與線上檢測時間：111年 2月 15日至 3月 16日(星期三) 

3. 報名及程式能力檢測網站：http://140.112.17.252:8080/  

4. 上課地點：國立臺灣大學學新館 

5. 營隊課程：111年 4月 2日(星期六)至 4月 4日(星期一) 

6. 更多營隊資訊請見：https://twsf.ntsec.gov.tw/News-Content.aspx?nid=323&lang=1 

 

 

 
 

一、 『訓育組報告』 
 

（一） 【講座資訊】 

學務處於 3/9(三) 15:20-16:10(高一二彈性學習時間)辦理電影《我吃了那男孩一整年

的早餐》校園主題講座，如有意願參與的同學請至校網首頁報名。若高三同學有興趣參

與，請先徵詢該堂課任課老師同意。 

（二） 【優良生選拔】 

3/7(一)中午 12:10將於莊敬大樓三樓閱覽室舉行候選人宣傳說明會，請全校各班優良生

代表務必準時參與。 

（三） 【班級家長座談會資料】 

請全校各班班長於 3/9(三)12:30前繳交「班級經營費調查表」(家代、導師、班長要簽

名)以及「班級家長座談會會議紀錄」(導師要簽名)至學務處各年級幹事。 

（四） 【三月份班代大會】 

 3/10(四)中午 12:10將於莊敬大樓三樓閱覽室舉行三月份班代大會，請全校各班班代務

必準時參與。 

（五） 【代畢聯會公告】 

122屆畢業歌曲創作徵選辦法已公告於校網，歡迎高三應屆畢業生踴躍投稿！ 

二、 『生輔組報告』 
 

（一） 每日 8:10後入校需至警衛室刷卡登記，上課鐘響後未到將列記遲到，上課鐘響後 10分 

鐘未到將列記曠課，例如：8:10-8:20為上課遲到，8:21起即為曠課，以此類推。 

（第三週）日期：111.03.04 

 

 

 

 

學務處 

教務處 

教務處 

榮譽榜 

學務處 

行事曆 

https://ironman.creativity.edu.tw/
http://www.math.nsysu.edu.tw/~probl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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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平時同學可議自行上網查詢個人請假及缺曠資料，以及時了解自身在校狀況，每週三生

輔組會印製【缺曠明細表】讓同學核對簽名，未完成請假手續或假卡尚未登錄系統者，

系統將出現曠課，請同學自行留意：若發現有誤也請同學至生輔組查詢，勿延宕多時才

反應。 

（三） 轉知同學有關臺北大眾捷運公司 e化綁定數位學生證，遺失拾獲自動通知服務。於「台

北捷運 GO APP」增加「e化綁定數位學生證，遺失拾獲自動通知」及「e鍵刊登遺失物協

尋，協尋結果主動通知」2大功能。台北捷運 GO APP 下載資訊如附件，前項綁定操作教

學說明網址為 https://youtu.be/_hAuygZo14U。同學可多加利用。 

 
（四） 常見詐騙手法及防範方法 

 
 

三、 『衛生組報告』 

（一） 疫情雖趨緩，但依據北市防疫教育總指引，用餐時請維持環境通風良好、不得併桌共餐

且禁止交談，用餐完畢落實桌面清潔及消毒。 

（二） 請高一、二各班落實公共區域的消毒工作，消毒完記得登記。 

（三） 逸仙樓水槽放置的瀝水籃請勿傾倒廚餘，僅供餐盒少量殘渣過濾用，目的是減少殘渣流

入排水溝，日積月累造成堵塞；然同學的廚餘，請依正常處理方式回收或丟棄。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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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請洽右側 QR code。 

3/28(一) 國立政治大學 經濟學系 

3/30(三) 國立政治大學 心理學系  (教授線上) 

4/11(一)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藥學系  (教授線上) 

4/13(三)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護理系  (教授線上)  

二、 【職涯講座】(線上講座同步直播) 

時間為中午 12:00-13:10、地點為生涯資訊室(下課後請盡速至生涯資訊室，13:00 可離席) ，

歡迎有興趣的同學們踴躍報名參加！＊ 全程參與並完成心得單者，可以獲得一小時公服時數。 

 

111/3/29(二)／台灣積體電路公司 TSMC - 【15 25 35 45 跨越時間，遇見妳】 

專題演講：科技產業中的女性高階主管人生經驗分享。 

主題對談：不同資歷的台積電女工程師與主管分享踏入ＳＴＥＭ領域後，人生各階段的選擇、 

          踏實感與夢想。 

解憂信箱：台積女力們親自為大家解答提出的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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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館開放自主學習時間申請使用，採每周登記制，請欲於 3/9使用圖書館 

 的同學填寫表單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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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官室 

圖書館 

輔導室 

圖書館 

圖書館 

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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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財團法人董氏基金會辦理「2022戒菸就贏比賽」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