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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2第 6週整潔競賽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高一 忠 義 智 

高二 博 孝 業 

高三 和 敬 愛、誠 

 

110-2第 6週紀律競賽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高一 誠 禮 愛 

高二 敏 博 智 

高三 義 誠、業  

 

 

 

110年 3-4月主題宣導日 

週一 週三 週五 

 
3/30 ○ 

高三禮堂 
(學習歷程& 
模擬面試)  

4/11 ○ 
高一禮堂 

(班群的選擇)    
4/15 ○ 

高二禮堂 
(教務宣導) 

 

 

 

ㄧ、『註冊組報告』 

（一） 高一班群模擬選填，時間為 3/25-4/14 (時間有延長)，請同學事先了解各班群特色，並

與家長充分討論。 

（二） 高三將於 3/28-30進行畢業證書第一次校稿，請同學注意時間！ 

（三） 大學申請入學管道因應疫情應變機制，詳見大學入學申請委員會「防疫應變專區」。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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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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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教學組報告』 
（一） 點燈時間已公告於各班，歡迎同學多加利用。 

（二） 「哈佛大學校友會 Harvard Prize Book甄選辦法」已公告於校網，欲報名者請於 4/6中

午 12點前繳交。 

（三） 本學期校內學藝競賽之報名、抽籤已完成，後續賽程如下，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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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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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臺灣『能』-永續能源創意實作競賽】 

1. 高中職組另拆分為兩個競賽組別：實作組，微電影組。各組競賽主題與競賽主題資訊， 

   請見本校首頁-校園公告。 

2.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111年 5月 6日 (星期五) 17：00為止，每組最多 4名。 

3. 報名網址：https://energy.nstm.gov.tw/index.php 

 

 

 
 

一、 『衛生組報告』 

（一） 本校「校園樹木說故事競賽」得獎影片目前進行人氣獎競選，請於 4月 6日前踴躍觀看

並按「我喜歡」，以爭取佳績；影片網址：

項目 比賽日期 比賽地點 

高一、二母語演說比賽 3/31（四） 莊敬 3樓  國專（閩語組）及英專（客語組） 

高一國語演說朗讀比賽 4/7（四） 莊敬 3樓  國專（演說）及英專（朗讀） 

高一、二英文演講比賽 4/11（一） 莊敬 3樓  英專 

（第六週）日期：111.03.25 

 

 

 

 

學務處 

教務處 

行事曆 

榮譽榜 

學務處 

教務處 

https://www.mxeduc.org.tw/scienceaward/#gsc.ta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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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aa4inzvSz0 

（二） 4月 1日辦理高三捐血活動，時間為 9:00~15:00，請各班依照排定時間，踴躍捐血。捐

血前請注意不要熬夜，早/午餐一定要吃。 

（三） 臺北市政府為落實源頭減廢、永續循環政策，推出「循環杯借還服務」，歡迎多加利用。

合作店家可參考學校訊息公告或是臺北市環保局網站

(https://www.dep.gov.taipei/News_Content.aspx?n=68D9FDB562F2B943&sms=78D644

F2755ACCAA&s=99FBAD32A5AA549A)。 

二、 『生輔組報告』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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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請假及作息宣導】 

1. 依本校請假規定，在校內僅能請公假，或健康中心開立之 1小時之病假，未到課者以 

   曠課登記。 

2. 依本校作息規定，同學在校時間一律依鐘聲作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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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規定者，該堂以曠課登記，如為週會或其他重 

   要集會，另依校規處理。 

3. 午休時間應避免鐘響後走動，影響同學休息。 

（三） 【轉知-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111年「青春專案－少年嚴選」短文競賽及創意四格漫畫活動

比賽宣導】 

      
（四） 【反詐騙宣導-賑濟專戶資訊洽臉書小編?洽 165查證卡實在! 】 

臉書出現不肖人士冒用中華民國紅十字會名稱、會徽及紅十字特殊標誌，以「烏克蘭人

道救援紅十字會」等名義對外公開募款，甚至利用中華明國紅十字會官網及客服信箱魚

目混珠。 

詐騙集團先要求有意捐款的社會大眾私訊該粉專小編，隨後邀請加入 LINE好友，經過對

話取得信任後，隨即要求民眾以其提供之銀行匯款帳號於 30分鐘內轉帳匯款，並謊稱三

至五天入款後，即可收到紅十字會捐款收據。 

提醒各位師生，捐款前請查明各公益組織官方相關資訊，避免愛心被可惡的詐騙集團利

用! 

三、 『訓育組報告』 

（一） 【優良生選拔】 

下週二(3/29)將舉行全市性優良學生選舉。投票須知詳見校網置頂公告。重要事項摘要

提醒： 

1. 請同學務必攜帶學生證至各投票所領票，遺失學生證者，可以在學證明代替。 

2. 投票時間：上午 07:30-08:10，中午 12:00-12:30，下午 16:10-17:30。 

3. 投票地點：請各年級至指定教室投票。 

高一：莊敬大樓一樓群組教室三 

高二：中山樓一樓多功能教室二 

高三：逸仙樓二樓多功能教室六(三廉旁邊) 

（二） 【高一合唱比賽】 

請高一各班於本週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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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高三畢業生獎項】 

本校 110學年度應屆畢業生「第二類市長獎(表現傑出市長獎)」申請表件如附件，請高

三符合資格、欲申請的同學於 111年 4月 25日(一)16:30前繳件至學務處訓育組，逾

期不予受理。詳細規定詳見校網置頂公告。請同學務必把握申請時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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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生輔組 

輔導室 

圖書館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aa4inzvSz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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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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6(二)國立中興大學 獸醫學系 (教授線上) 

5/17(二)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資訊、工程學群 

二、 【職涯講座 (線上講座同步直播) 】 

鼓勵同學踴躍參加！！繳交心得 500字以上，有機會獲得限量紀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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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程參與並繳交心得單者，可以獲得一小時公服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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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高三模擬面試報名方式】 

(一)  模擬面試將於 4/18(一)至 4/22(五)舉辦，場次表請見學校首頁最新消息。 

(二)  線上報名時間及網址： 

3/31(四)上午 9:00公告報名網址於學校首頁最新消息，報名至 4/8(五)下午 5:00截止

即關閉系統。每人最多報名 3場，同一時段限報名一場。 

四、 【高三甄選入學輔導活動】 

場次 日期 內容 主講人 地點 

1 4/1(五)11:10-13:00 
備審資料準備及 

面試技巧講座 

臺大工商管理系 

朱文儀教授 
禮堂 

2 4/6(三)12:10-13:00 小論文指導講座 黃琪老師 生涯資訊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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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新興菸品管理自治條例」宣導周知】 

(一)  未滿菸害防制法法定吸菸年齡者(目前為 18

歲)，不得使用新興菸品。違反者，應通知其限

期接受戒治新興菸品相關教育。無正當理由未

依通知，接受戒治新興菸品相關教育者，依第

12 條規定，處罰其父母或監護人新臺幣 2,000

元以上 1萬元以下罰鍰，並按次處罰。   

(二)  任何人不得販賣或供應新興菸品或其組合元件

予未滿 菸害防制法法定吸菸年齡者(目前為

18歲)。違反規定者，依第 11條規定，處新臺

幣 1萬元以上 5萬元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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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官室 

圖書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