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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2第 7週整潔競賽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高一 智 義 慧 

高二 和 誠 博 

高三 仁、敬 
 

業 

 

 

 

110年 3-4月主題宣導日 

週一 週三 週五 

4/11 ○ 
高一禮堂 

(班群的選擇)    
4/15 ○ 

高二禮堂 
(環遊世界 ON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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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因申請大學或獎學金需成績單、在學證明或影本加蓋學校戳章時，請依下列規則至註

冊組辦理： 

1. 成績單：成績單「正本」無法補發，請妥善保存。有繳交成績單需求時，請先將成績 

   單正本影印 (要幾份就印幾份)，然後將成績單的正本與影本一起帶至註冊組加蓋「與 

   正本相符」之戳章，成績單影本即具有與正本相同之效力。 

2. 在學證明：同學只需將學生證 (背面需貼有 1102 註冊章) 正反面印在同一張紙後，將 

   此學生證與影本帶至註冊組蓋「與正本相符」之戳章，此即為同學這學期的「在學證 

   明」。 

3. 影本加蓋學校戳章：請務必攜帶正本，在註冊組比對過正本與影本相符後，才會在影 

   本上蓋「與正本相符」的戳章。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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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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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倫敦政經學院-lSE Excellent award甄選辦法」已公告於校網，欲報名者請於 4/20

中午 12點前繳交。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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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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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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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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全國水火箭比賽】 

1. 參賽資格：生日介於 2006年 11月 15日至 2011年 11月 15日的學生。 

2. 人數限制：參賽隊伍學生 3~6人，指導老師 1~2位，分北中南三區，各區報名人數上 

   限 320人，若有報名取消者，將依候補號碼順序遞補。 

3. 報名期間：111年 4月 1日(星期五)至 111年 4月 30日(星期六)。 

4. 初賽：111年 5月 111年 5月至 6月的週六，於北中南三區分別舉行。 

5. 初賽地點(暫訂)：北區淡江大學、中區逢甲大學、南區成功大學。 

6. 初賽選拔方式： 學科(40%)：以三分鐘英語短講，介紹你的團隊及水火箭作品；術科 

   (60%)：以主辦單位規定的材料製作水火箭，以距離指定地點最近者得最高分。 

7. 初賽獎勵：各區選拔成績前 5名者晉級決賽，每隊 5,000元，於決賽時頒發。 

8. 決賽內容及水火箭製作與發射規則，詳見活動簡章或至本院太空中心官網/近期活動/ 

   科普活動報名查詢https://www.nspo.narl.org.tw/activity_view.php?c=22030301 

 

 

 
 

一、 『衛生組報告』 

（一） 連續假日將屆，請於放學時，務必將廚餘倒乾淨、刷洗廚餘桶、餐碗回收，垃圾與資收盡 

     量傾倒乾淨，廚餘及垃圾不要丟在廁所或水槽，避免造成環境衛生問題。 

項目 比賽日期 比賽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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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週）日期：111.04.01 

 

 

 

 

學務處 

教務處 

行事曆 

榮譽榜 

學務處 

教務處 

https://energy.nstm.gov.tw/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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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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宣導-請班長宣讀】依教育局來文，每年 4月辦理友善校園記名生活問卷調查，高

三將以紙本施測，於 4/11(一)放學前交回，高一、二於 4/15(五)班會課統一填寫 google

表單。 

（三） 網路留言的風險有常見幾點：一、網路留言難以控制閱讀人數；二、有心人士以釣魚方

式引導網友發言攻擊觸法。他們在網路上技巧性張貼具挑釁性文章，蓄意引起其他網友

以訐譙內容回應，再藉機提出誹謗及恐嚇等告訴，以索取和解金。青少年常誤以為匿名

以為可以為所欲為，加上社會閱歷較少，容易因為細故就在網路和他人爭執，這時就有

可能會觸犯刑法的公然侮辱及妨害自由罪，同學不得不慎。 

（四） 提醒同學上學勿單獨太早到校，放學勿太晚離開校園，務必儘量結伴同行或由家人陪同，

絕不行經漆黑小巷或人煙罕至的地方及進出危險場所。務必告知家人行蹤，以維護自身

安全。 

三、 『訓育組報告』 

（一） 【春季晚會】 

本校春季晚會訂於 111年 4月 9日晚上於本校操場辦理。配合防疫相關指引，請所有參

與者（包含本校師生）屆時需備妥以下任一防疫相關證明： 

1. 新冠肺炎第二劑疫苗接種滿 14日之證明(小黃卡、健保卡、健保行動快易通皆可) 

2. 活動前三天內快篩/PCR陰性證明 

未攜帶上述任一證明不得入場。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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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準時到場，報名請洽右側 QR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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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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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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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高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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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悅讀女力》─性別平等暨家庭教育書展】 

日期：111年 4月 1日至 4月 15日 

地點：中山女高圖書館 2F大廳 

抽獎活動： 

參觀書展並掃描 QR code填寫「閱讀筆記」，輔導室將於 4/21(四)中午公開進行抽獎。幸運得

主將獲贈「精美小禮物」唷！歡迎全校師生踴躍參加！ 

領獎方式： 

獲獎者於 4/22(五)開始，憑中獎通知單至輔導室領取小禮物。 

六、 【職涯講座】 

世界轉瞬即變，為了讓同學們了解更多元的職業及未來選擇，請輔導室將邀請各行各業進行專

學生自存 

交生輔組 

輔導室 

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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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演講，歡迎有興趣的同學們踴躍報名參加！ 

(一)  111/4/20(三)13:10-15:00 產業趨勢與大學科系 (報名參加者公假)  

講師：臧聲遠老師  (Career職場情報誌總編輯) 

地點：莊敬 4樓 演藝廳 

邀請 Career職場情報誌總編輯臧聲遠講師蒞校分享目前產業趨勢及未來大學校系如何

選擇! 

(二)  111/4/27(三)13:10-15:00 運用職涯心理學，打造以你為中心的未來藍圖  (報名參加

者公假) (限量 30位) 

講師：陳韋丞 職涯規劃、生涯諮詢師 

地點：莊敬大樓 2F 生涯資訊室。（輔導室旁） 

分享當前職場趨勢，性格優勢分析，並運用職涯牌卡探索。預計安排：講課分享、牌卡

互動以及小組討論。 

(三)  111/5/18(三)12:15-13:00 工程師職涯分享 

地點：莊敬大樓 2F 生涯資訊室。（輔導室旁） 

邀請精誠資訊公司校友蒞校進行工程師職涯分享。 

 

 

 

一、 【因逸仙樓結構補強改善工程，將於 4/2起進行打除作業，預計 4月中竣工：】 

(一)  逸仙樓 1樓教師辦公室前走廊，將部份封閉，留 90 公分走道供師生通行。 

(二)  逸仙樓西側樓梯(靠近家長會)封閉施工 2週，請師生繞道通行。 

二、 逸仙樓南側地坪預定於 4/10起進行整修作業 

三、 高三逸仙樓新購消防設備-移動式細水霧，每個樓層依消防法規設置 4部，供火災時使用。 

 

 

 

一、 『讀服組報告』 

(一)  博客來巡迴書展【一個人也不孤單量表】 

時間:即日起至 4/22 

地點:圖書館閱覽區 

書籍內容多元豐富，邀請師生一同前來閱覽! 

(二)  請高二有意願申請 110-2 第二梯次校外自主學習的同學，請填寫申請書，並取得學習

單位核章後，於 4月 13日 13:00前將申請表單交至圖書館。 

 

 
 

 

一、 【高一、高二防震防災疏散避難與集合演練“延期實施”】 

原定演練時間為高一 3/28(一)、高二 3/29(二)，因氣候不佳故延期實施，日期確定後再公

告於楓城紀事。 

二、 【本學期交通禮讓月活動，歡迎同學多加參與】 

 
三、 【勿信謠言!新興菸品還是會傷害你的肺，別讓新興菸品成為你的防疫漏洞】 

 戒菸就贏比賽歡迎報名參加!!!     

 

什麼樣形式的菸都會傷害肺，新興菸品也是 

在新冠肺炎肆虐全球的期間，大家更注意自己的身體健康，有些人也想要藉由戒菸護肺保健

康。但請千萬、千萬不要誤信電子煙、加熱菸等新興菸品能幫助戒菸的謠言，新興菸品不但

不能幫助戒菸，而且與傳統菸品一樣都會抑制免疫系統，都有危害，甚至加重新冠肺炎患者

的肺傷害。國民健康署呼籲，戒菸請至醫療院所及藥局，由專業的戒菸服務幫助你，遠離疾

病，找回健康！ 

新興菸品包含電子煙與加熱菸，世界衛生組織已發表聲明，認為所有形式的菸品，包含新興

菸品在內，均會對人體產生危害。電子煙大多含尼古丁，目前至少約有 7,000種調味物質可

供製造於電子煙油，歐盟檢驗發現電子煙含有超過 41 種有害物質，容易引起肺部發炎、過

敏與產生哮喘，與心肌梗塞的風險，在美國超過 2千多名因吸食電子煙而造成嚴重肺傷害甚

至死亡案例；而加熱菸是以菸草製成，與傳統紙菸一樣，除含尼古丁易讓人成癮外，也含有

焦油等有毒及致癌物質。美國疾病管制署及科學人雜誌研究指出，吸食電子煙與傳統菸品都

會加重新冠肺炎患者肺傷害。拒絕菸品及任何新興菸品，是提升免疫力、阻擋新型冠狀病毒

的不二法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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