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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2第 9週整潔競賽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高一 義 智 敬 

高二 業 智、敬  

高三 業 敬 簡 

 

 

 

ㄧ、『註冊組報告』 

（一） 高三申請入學： 

「大學申請入學」於 4/14~4/20進行第二階段審查資料上傳(勾選學習歷程檔案)【測試】； 

「科技院校申請入學」於 4/11~4/21進行校系(組)學程上傳檔案勾選清單預擬練習版， 

請同學記得前往練習。並請同學於系統內檢視並核對高中學習歷程資料庫第一至第四學期 

之檔案資料，如發現資料有疑義，請於 4月 20日 12:30 前「主動」向各提交組長確認。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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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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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照最新防疫指引，晚自習開放時間如下：高三照舊，高一、二 4/30 前暫緩，原則上 5  

月才開放原班晚自習。 

（二） 英國倫敦政經學院-LSE獎項甄選辦法已公告校網，4/20中午 12點截止，請同學把握申 

請機會。 

（三） 高三第二次分科測驗模擬考範圍及日程已公告於校網，請參閱。 

三、『設備組報告』 
（一） 【第 24屆吳健雄科學營】 

1. 活動時間：2022年 8月 1日(星期一)至 2022年 8月 6日(星期六)。 

2. 申請資格(須 3項皆符合)： 

   (1) 110-2 高二、高三學生，或為數理資優班學生 

   (2) 自然科學成績優秀 

   (3) 通過全民英檢中級或更高級別 

3. 報名方式及時間：網路報名 https://www.camp.wcs.org.tw/index.php，於 2022年 5 

   月 25日(星期三)前完成報名。 

4. 營隊費用：新臺幣 7,000元整 (於報名錄取後收取)。 

5. 詳細活動內容，請參考 http://www.facebook.com/wuchienshiung/ 

（二） 【2022台積電盃青年尬科學】 

1. 本年度競賽分為兩項「科學創意表達競賽」與「科普書籍導讀文競賽」。 

2. 「科學創意表達競賽」：採 2~3人組隊報名，海選徵件時間自 111年 6月 1日(星期三) 

   至 111年 7月 3日 (星期日) 中午 12：00為止。 

3. 「科普書籍導讀文競賽」：採單人報名，報名投徵稿件時間至 111年 9月 1日(星期四)  

   至 111年 9月 30日 (星期五) 中午 12：00為止 

4. 競賽活動資訊與線上報名，請參閱以下網址：https://case.ntu.edu.tw/scinarrator/ 

5. 北區說明會：110年 4月 30日(星期六)14:00-15:30，線上直播頻道 
   https://www.youtube.com/c/scinarrator 

四、『實研組報告』 

因應疫情，高一第二梯次(4/20、4/27、5/18、5/25、6/1、6/8)五校跨校微課程調整為視訊上  

課，請自備載具(手機、平板、筆電鈞可)及耳機。請選上第二梯次課程同學準時到達上課地點

(點名)採固定座位，點名未到視同曠課，不得留原班自主學習。 

五校 

聯盟 

1 翻轉思維•醫學不思議 8 國文專科教室(自備載具耳機) 

2 醫事首重•工其不備 8 國文專科教室(自備載具耳機) 

3 長庚醫學院初步見識課程 8 英文專科教室(自備載具耳機) 

4 
政治大學商學微課程－開啟商業視

野：商學的認識與思辨 
10 選修教室一(自備載具耳機) 

5 個體經濟學原理 4：所得分配 16 電腦五教室(自備耳機) 

6 電資通領域微課程-車聯網 8 電腦二教室 

7 AI人工智慧導論 6 電腦二教室 

8 大數據分析與視覺化 6 電腦二教室 

9 媒體素養：過去、現在與未來 8 電腦五教室(自備耳機)  

10 非常好「攝」 8 電腦二教室 

11 奈米光電的世界 4 電腦二教室 

12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醫學暨工程學院

彈性學習微課程 
12 英文專科教室(自備載具耳機) 

13 天文學概論 6 電腦五教室(自備耳機) 

跨校 
1 網路世界，數位公民 7 電腦二教室 

2 愛無線•偏鄉情(和建中合開) 10 歷史專科教室(自備載具耳機) 

取消 

課程 

1 創新與發明的奧祕 6 留原班自主學習 

2 
量子世紀：科技、太極、Fuzzy & 

Quantum Logic 
6 留原班自主學習 

3 科學&傳統－Z世代遇到《黃帝內經》 6 留原班自主學習 

4 
一眼千年—從故宮文物看文化與歷

史 
8 留原班自主學習 

5 音樂與影像跨域實驗 6 留原班自主學習 

 

 

 
 

一、 『生輔組報告』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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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一、

二於 4/15(五)班會課統一填寫 google表單(同學請登入 M2帳號，每人限填答一次，問卷

網址：https://forms.gle/hLYd2M7izvhPvRww5)。請見右上方 QR code 

（第九週）日期：111.04.15 

 

 

 

 

學務處 

教務處 
榮譽榜 

學務處 

教務處 

https://www.youtube.com/c/scinarrator
https://forms.gle/hLYd2M7izvhPvRww5)。請見右上方Q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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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 

圖書館 

（二） 【安全提醒】 

如遇不明人士藉故搭訕時，不要理會，儘速往人群方向離開，以維護自身的安全，有

任何需要協助或幫忙事項，請立即撥打 110報案或校安專線 02-25090833。 

不私拍不雅照片，更不應 PO上網；同時應注意網路使用之禮節與規範，並尊重個人隱

私權益，避免觸法。 

（三） 【跟騷法宣導】 

  
  
 

 

 

 

 

 

 

 

 

 

 

 

 

 

 

 

 

（四） 【反詐騙宣導】-請注意近期詐騙集團假冒博客來書局客服解除分期付款詐騙 

 
二、 『衛生組報告』 

（一） 新冠肺炎疫情嚴峻，請大家務必做好防疫措施：1.除用餐及飲水外，應全程配戴口罩，

脫口罩時請勿交談、勿併桌；2.勤用肥皂洗手；3.教室內及公共區域加強消毒；4.減少

去人多的地方；5.勿共飲、共食；6.有呼吸道症狀(喉嚨痛、打噴嚏、流鼻水、咳嗽、

發燒等)請就醫，亦可用抗原快篩試劑檢測。 

（二） 若被匡列為接觸者，請務必通知導師、健康中心或衛生組，若屬於接觸者的密切接觸者，

則務必做好自主健康管理，有問題可洽健康中心(分機 421)或衛生組(分機 233)。 

三、 『訓育組報告』 

（一） 【春季晚會】本年度春季晚會取消辦理，相約明年春天見！ 

原訂於 111年 4月 9日辦理之春季晚會，因當時防疫規範暫緩辦理跨校大型活動，故公

告延期至 4月 30日辦理。然後續依循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來函，4月 30日前以暫緩辦理

跨校性實體活動，故取消本年度春季晚會。我們相約明年春天見！ 

（二） 【社團活動】4月 30日前暫緩課後社團實體活動，敬請配合！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11年 4月 7日下午來文（北市教中字第 1113042267號），各校自

111年 4月 8日起至 4月 30日前仍以暫緩或線上辦理跨班活動為原則，惟校內跨班實

體課程或活動經評估確有辦理之必要，則在落實防疫措施下、提送校內行政會報（或相

關會議）決議後得辦理。經 111年 4月 8日本校防疫會議逐一審議已申請之社團活動，

決議 4月 30日前本校課後社團活動規範如下： 

1. 正式社團活動課程（週四第七節）正常進行，除經防疫會議核定之社團活動，其餘 

   課外時間社團實體活動暫緩辦理。 

2. 開放學生社團於「本校校內」辦理成果發表會及其事前準備練習。 

   (1)以於 4月 7日前經學務處訓育組核准之社團為限（合唱社、棒球研究社、旗槍社、 

      手語表演社、合唱團、點心社）。 

   (2)上述社團可於成果發表會前申請課後時段練習。平日最晚不超過 18:00，假日最 

      晚不超過 17:00。 

   (3)成果發表會參與人員僅限本校師生與該團體指導教師，不開放家長與其他校外人 

      士入校。主辦之社團須準備簽到表供所有參與人員現場簽到（載名班級/處室、 

      姓名，以落實實名制），現場亦須量測體溫、全程配戴口罩。 

3. 開放本校參加縣市級(含)以上之競賽或受邀表演、確有練習需求之學生團體於課後 

   留校練習。 

(1)上述學生團體限：合唱團(全國師生鄉土歌謠比賽)、戲劇社(全國學生創意戲劇 

   比賽)、樂旗隊(桃園管樂節)、英語辯論社(全國高中英語辯論賽)、國樂社(國父 

   紀念館 50週年館慶)。 

(2)以上學生團體於競賽/表演前得申請課後時段練習，參與人員僅限本校師生與該 

   團體指導教師。平日最晚不超過 18:00，假日最晚不超過 17:00。 

(3)各項練習須依據本校社團活動申請規定事先提出申請，並詳附參與人員名單。 

（三） 【畢業生獎項】 

請高三符合資格、有意願申請本校 110學年度應屆畢業生「第二類市長獎(表現傑出市

長獎)」的同學，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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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週六 4/16為台北市高中正式教師聯合甄試筆試，請高一各班於週五放學前將教室抽屜清空。 

 

 

 
 

 
 

一、 【國內大學介紹講座】 

因應疫情升溫，４月份講座辦理形式改為線上辦理，google meet網址同步公告於校網，有報

名者另會收到 mail通知，請同學自備耳機及載具，務必使用 M2帳號登入觀看！！ 

* 講座時間為 12:20-13:00，歡迎同學踴躍報名參加！請準時進入 google meet會議室。 

4/26(二)國立中興大學 獸醫學系  

5/17(二)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資訊、工程學群 
 

二、 高三模擬面試將於下週 4/18(一)至 4/22(五)舉辦，部份場次日期及地點有變動，最新場次表

請見學校首頁最新消息。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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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輔導室 

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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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 

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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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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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演講，歡迎有興趣的同學們踴躍報名參加！ 

*因應疫情升溫，講座形式改為線上辦理， google meet 網址同步公告於校網，有報名者另會

收到 mail通知，請同學自備耳機及載具，務必使用 M2 帳號登入觀看！！請準時進入 google 

meet會議室。＊報名請掃右側 QR code。 

(一)  111/4/20(三)13:10-15:00 產業趨勢與大學科系  

講師：臧聲遠老師  (Career職場情報誌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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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111/5/18(三)12:15-13:00 工程師職涯分享 

邀請精誠資訊公司校友蒞校進行工程師職涯分享。 

 

 

 

一、 『讀服組報告』 

(一)  【自主學習】:考量疫情升溫，依台北市教育局來文，4/30前暫緩跨校活動，故第二梯次 

校外自主學習調整從 5/18起實施。請有意願申請 110-2第二梯次校外自主學習的同學，

填寫申請書，並取得學習單位核章後，於 5月 11日 13:00前將申請表單交至圖書館。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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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機車安全駕防衛訓練營學術科】 

鼓勵高三同學參加機車安駕訓練營學術科，詳情請洽教官室或學務處陳瑞昕學創，名額有

限，盡速報名。 

        

二、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辦理「為你寫詩．為你反毒」現代 詩徵文比賽活動辦】 

(一)  此活動為推廣「毒品危害及藥物濫用防制」正確觀念，藉由參賽者巧妙運用現代詩字句，

宣傳拒絕毒品危害暨藥物濫用防制教育，以增進大眾正確防制觀念，詳情請參考學校網

站公告。 

(二)  競賽自 111年 4月 11日起至 5月 8日止，採線上報名方式，競賽獎金為等值商品禮券，

分為國中、高中職、大專組。 

 

教官室 

圖書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