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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2第 5週整潔競賽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高一 義 智 孝 

高二 禮 孝 博 

高三 樂 和 業 

 

110-2第 5週紀律競賽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高一 忠 智 平 

高二 和 敬 博 

高三 仁、智  義 

 

 

 

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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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三升學近期重要時間： 

時間 項目 內容 

3/8 - 6/18 
繁星推薦 

申請入學 
至甄選會網站設定個人密碼 

3/17 - 3/18 
申請入學 

科大申請 

3/17 註冊組發放考生報名資料確認表 

3/18 繳回報名資料確認表及繳交報名費用 

3/22 繁星推薦 
公告第一類至第七類學群錄取名單 

公告第八類學群第一階段篩選結果 

3/22 –  

3/23 12:30 

申請入學 

科大申請 
繁星上榜同學退費(1~3學群)或更改志願(8學群) 

3/31 
申請入學 

科大申請 
公告第一階段篩選結果 

相關資訊可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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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一班群模擬選填：3/25-4/7，請同學事先了解各班群特色，並與家長討論。 

（四） 國立東華大學法律系原住民專班。 

簡章下載及報名網址：https://exam.ndhu.edu.tw/p/404-1104-188898.php， 

報名方式：採網路線上報名，招生 20名原住民學生。 

報名日期(含線上上傳備審資料)：2/23 9:00起至 3/18 15:00止。 

二、『教學組報告』 
（一） 3/23-24為高一、二第一次期中考，考試範圍已公告於校網，請同學參閱。 

（二） 3/24為高三第一次期中考，3/23依照課表正常上課，請同學特別注意。 

（三） 點燈計畫於 3/21開始，開課如下，請同學多加利用。 

時間 科別 教師 

每週二、四（3/22-5/26） 數學 陳旻怡、林芝辰、郭益翔 

3/29（二）、4/19（二） 歷史 王仲任 

3/30（三）、4/20（三） 物理 黃俊瑋 

3/31（四）、4/14（四） 地理 許雅婷 

4/7（四）、4/21（四） 公民 陳弘庭 

4/20（三）、5/11（三） 生物 吳庭瑜 

3/21（一）、5/30（一） 生物 游舒琇 

三、『設備組報告』 
（一） 【臺北市 111年度中等學校科學研究獎助實施計畫-校內初審報名時間】 

1. 有意願報名同學，請於 111年 4月 6日(星期三)17:00前，至設備組繳交紙本資料及 

   儲存電子檔。 

2. 需繳交資料如下： 

序 名稱(附件編號) 紙本 電子 

1 報名表(附件 1)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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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計畫申請書 

(附件 2) 

V 

一式 3份 

V 

Word及 Pdf格式 

(檔名：高中職組-研究科別-計畫名稱) 
 

3. 附件位於「臺北市 111年度中等學校學生科學研究獎助實施計畫」內或上松山高中網 

   頁下載 https://www.sssh.tp.edu.tw/ischool/publish_page/15/?cid=3033） 

4. 其餘請詳見「臺北市 111年度中等學校學生科學研究獎助實施計畫」及本校首頁-校 

   園公告 

（二） 【第 21屆旺宏科學獎】 

1. 參賽資格：僅限個人參賽，限指導老師乙名，且指導老師需為現任高中、職老師。 

2. 有意願報名之同學，請自行上網報名，報名時間：111年 3月 1日(星期二)至 111年 

5月 31日(星期二) 

3. 報名網址： 

   https://mxweb-scienceawards.mxeduc.org.tw/web/scienceaward21.nsf/WebInput 

4. 於報名截止日前至旺宏科學獎報名系統填寫報名資料及繳交「創意說明書」。創意說 

明書需包括：研究題目、研究動機、研究目的、研究方法、參考資料。請以中文或 

英文書寫，字數以 20頁內 A4為限，可提供附錄，附錄頁數不限。請轉存成 pdf格式 

上傳至當屆旺宏科學獎網站。上傳完成後請再次登入確認上傳成功。 

5. 競賽詳細資訊請見：https://www.mxeduc.org.tw/scienceaward/#gsc.tab=0 

 

 

 
 

一、 『衛生組報告』 

（一） 3/24(四)段考後進行大掃除，清潔須知已發給衛生股長，高一、二打掃完，愛糾將進行

（第五週）日期：111.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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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請聽從愛糾指示改善，全班同學打掃完須留下，待愛糾檢查合格後，無需補強的

同學才可放學，需補強的則等複檢合格才可離開，自行離開的將登記。 

（二） 上外堂課或是在校園公共空間活動後，請記得將垃圾及個人物品帶走。 

（三） 白天亮度夠時，若走廊/樓梯燈仍亮著，請協助關閉，以節約能源。 

二、 『生輔組報告』 
 

（一） 【重要宣導-請班長宣讀】考試期間高一二(3/23.24)、(3/23.24)無論時日久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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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檢附訃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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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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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餘假別依前項假別檢附相關證明，始得准假。 

   期中考請假手續，須於考試日結束五個上班日內完成。 

（二） 【高三校內準備備審資料公假申請辦法】 

第 1階段放榜後，符合資格且有需求的同學可至學務處/教官室領取公假單，每人得申請

兩個半天(合計一天)，一律填在同一張公假單內。 

1. 同學須經導師及各節任課老師同意後，始得提出申請(承辦師長為導師)，於公假 2日 

   前完成申請程序。 

2. 其餘時間同學若要整理備審資料者，應自行請事假回家準備，在校內僅能依上述規定 

   請公假兩個半天，不核准事假，未到課者以曠課登記。 

3. 校內公假地點：圖書館、輔導室、跟師長約定好的室內地點，不得藉故隨意走動或逗 

   留熱食部、操場等地方。 

 

 
（三） 【反詐騙宣導】-什麼是假檢警詐騙?! 

 
提醒同學，以上即是假檢警詐騙，請勿聽信詐騙集團所言交付金融卡、帳戶、財產，提

到 #涉及刑案、#需監管帳戶、#偵查不公開、#要你匯款、#解除定存、#抵押房產 就是

詐騙💢，接到詐騙電話請把握。 

#3C原則📍Calm(冷靜)、Check(查證)、Call(求助) 

📍多一份警覺，保障同學及家人的財產安全! 

三、 『訓育組報告』 

（一） 【優良生選拔】 

請各班優良學生候選人於 3/21(一)18:00 前線上繳交優良生個人故事影片。 

（二） 【社團公告】 

3/16(三)~3/24(四)16:10 為考前一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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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務必提醒所有社團成員（含高三及高一）勿進入社辦，違規將計入社團評鑑中。 

（三） 【高一合唱比賽】 

請高一各班於下週五(3/25)下午 15:00-15:20送報名表(含自選曲譜一式 3份)至學務處

訓育組並抽序號籤。先到之班級先抽籤，15:20後未到者由訓育組長代抽，不得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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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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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8(五) 國立政治大學 經濟學系  

         (原訂 3/28舉辦，教授改期至 4/8，已報名之同學不須重複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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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RCODE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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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衛生組 

輔導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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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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110-2學習歷程檔案提交確認通知(110-1收訖明細)】 

學校已完成 110學年度第 1學期學習歷程檔案提交至國教署中央資料庫之相關作業，為確保提

交資料之正確性，請全體同學登入台北市學習歷程檔案系統

( https://e-portfolio.cooc.tp.edu.tw/Portal.do )進行提交項目之檢核確認。系統開放確

認時間至 3/21(一)下午 5點截止，逾期則視為學生已確認所有提交之資料，後續封存於中央

資料庫之項目不得再修改。 
 

*本次確認項目及內容(至多要按 2個確認按鈕)： 

1. 幹部經歷：110-1有擔任班級幹部、校級幹部者請檢查確認 

2. 修課紀錄：110-1請全體學生檢查確認修課學分及成績 
 

若學習歷程檔案資料有誤，請於系統上即時輸入錯誤原因，並主動盡速向以下提負責提交單位

回報錯誤情形： 

※幹部經歷：學務處生輔組 

※修課紀錄：教務處註冊組 

事關同學升學權益，請務必上網完成資料確認。詳細說明請參閱附件及本校首頁「學習歷程檔

案專區」。 

 

 

 

一、  『讀服組報告』 

請有意願參加「第 6屆 （2022年度）臺灣高中生赴日留學計畫」的同學，請於 3/25(五)前將

申請表件繳交至圖書館。 

二、 『資訊組報告』 

2022年「國際運算思維挑戰賽」已開跑，歡迎上學期未參加過的高二及高三同學至圖書館資

訊組報名參加！【高一：由資訊科授課教師統一報名，於課堂中實施，再次提醒高一同學不

須另外至圖書館報名】 

本測驗可幫助妳了解自己的運算思維能力以及是否具備學習資訊科學之性向。 

（一） 報名時間與地點：即日起至 111年 03月 18日（五）放學前至圖書館資訊組報名 

（二） 測驗時間（自行擇一場報名）： 

111年 04月 19日（二）12:10～13:00，共 50分鐘 

111年 04月 21日（四）12:10～13:00，共 50分鐘 

（三） 測驗地點：莊敬大樓「電腦教室二」 

 

 
 

 

一、 【期中考後將實施高一、高二防震防災疏散避難與集合演練】 

為加強疏散避難與集合點名效率，高一、高二將實施單一年級演練，演練時間為 

高一 3/28(一)15:00~15:20、高二 3/29(二)15:00~15:20，屆時請同學配合指令動作並迅速

至指定地點集合。 

(一)  演練時確實做出就地避難掩護動作: 

1. 就地縮進桌子下。 

2. 趴下將身體體積縮到最小。 

3. 並以手、書包、書本保護頭部及頸部。 

4. 另一隻手緊握桌腳,穩住桌子保護頭頸。 

(二)  至指定地點集合時，請記得帶上防災包並且保持鎮定，勿慌、勿跑、勿推擠!! 

二、 【中華民國象棋文化協會「拒絕毒害．優質學習-第十九屆春暉盃臺北市學生象棋錦標賽」，

有興趣同學可踴躍報名。】 

(一)  活動日期及地點:111年 5月 29日(星期日)於艋舺龍山寺地下街廣場舉行。 

(二)  報名方式:一律採網路報名。 

(三)  報名截止日:即日起至 5月 3日(二)下午 05:00止。 

(四)  詳細辦法請學校網站。 

三、 【教育部第五屆「我的未來我做主」校園防制毒品暨霸凌微電影競賽活動徵件，有興趣學生

可踴躍報名。】 

(一)  競賽以學生的角度傳達「防制毒品、防制霸凌」主題。新型態毒品層出不窮、校園霸

凌事件頻傳，為宣達正確資訊，防範毒品危害與霸凌事件，透過學生的創意與巧思，

團結同儕的力量一起向毒品、霸凌說不，讓「學生成為最佳的反毒、反霸凌代言人」，

達到宣導的正面效果。 

(二)  為增加競賽的多元性，競賽區分為 2組： 

1. 「防制毒品」：以「新世代反毒策略」及防制學生藥物濫用內涵為主，例如防制新 

 興毒品懶人包（毒品偽裝辨識、覺察求助訊息及我的未來我做主）。 

2. 「防制霸凌」：以防制校園霸凌議題為發想，例如校園反霸凌懶人包（霸凌行為種 

 類、霸凌行為法律責任、覺察求助訊息，呈現防制校園霸凌及友善校園之理念）。 

(三)  徵件時間自即日起至 111年 6月 8日（星期三）下午 3時止，影片長度 7分鐘以內（詳

如截徵件須知）。 

(四)  詳細競賽資訊請見學校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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