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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2第 9-10週紀律競賽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高一 忠 敬 和 

高二 業 簡 仁、愛 

高三 和 義 群 

 

 

 

ㄧ、『註冊組報告』 

（一） 有關「111學年度分科測驗考試」報名： 

1. 校內線上考科調查預計於 5/5(四)起開始進行，至 6/2(四)截止，於 6/6(一)畢業典禮 

結束後請導師協助發送報名確認表，6/7(二)~6/8(三)每日 9:00~16:00至註冊組進行 

報名資料校對與收費。 

2. 尚未確認錄取大學之學生強烈建議「先報考分科測驗」，之後再依放榜結果於 

6/15(三)~6/16(四)每日 9:00~16:00至註冊組辦理放棄考試與退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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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北市教中字第 1113046201號文，本校 4/25-4/29 辦理居家線上教學演練。高三模考 

    原訂於 4/28(四)、4/29(五)舉行，延至 5/9(一)、5/10(二)進行。 

（二） 高三期末考依照原訂日期，於 5/4(三)舉行。 

（三） 高一、二第二次期中考依照原訂日期，於 5/12(四)、5/13(五)舉行。 

三、『設備組報告』 
（一） 【111學年度數理及資訊學科能力競賽代表選手甄選-第 1階段初賽報名】 

1. 報名方式：本次採網路報名，請以 m2帳號登入，掃描 QR-code。 

2. 報名日期：111年 4月 15日(星期五)~111年 5 月 6日(星期五)，逾期不予受理。 

3. 考試科目與時間： 

 

 
 

 

 

4. 注意事項：考試科目可複選。每位同學，請先思考預報考科目，請勿重複填答本表單。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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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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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生輔組報告』 
 

（一） 110-2「高三期末考後連續事假」請假單(請假日期：5月 19日至 6月 2日共計 11天)有需

求同學至教官室領取，填寫完畢後繳交給副班長，副班長統計，5/13(五)前將「申請書」

及「班級名條」交至輔導教官。高三期末考後連續事假注意事項： 

1. 填寫後，無須填寫假卡，亦無須附電話單，將直接列入請假記錄。 

2. 期末考後出缺勤仍列入高中三年全勤紀錄考核。 

3. 畢業典禮 13：00於各班教室實施點名，未到校者須另填假卡請假。（1-7節）。 

4. 請假中如有返校者 

(1)須著整齊校服，無穿著校服者一律不得入校（請同學務必配合，若無法入校導致個

人事務無法完成，由同學自行負責）。 

(2)須留原班級教室，配合正常上、下課作息，不得藉故隨意走動或逗留校園內其它場

所(如操場、熱食部、圖書館等)，違者依校規議處。 

   (3)中途欲離校者，須至教官室辦理外出手續。  

    高三補考日為 5/18(三)，請同學留意學校公告，注意相關事項。 

（二） 【重要宣導】期末考 (5/4)及考試日前一上課日(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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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檢附訃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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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隔者：附居隔通知書。 

7. 疫苗假：附疫苗施打證明影本。 

期末考請假手續，須於考試日結束五個上班日內完成 

（三） 【反詐騙宣導】-請注意近期詐騙集團假冒衛生福利部人員來電 

初賽科目 考試時間 

物理科 

(第 1次) 
111年 5月 17日(星期二) 10:20~11:40 

數學科 111年 5月 17日(星期二) 13:20~14:40 

（第十一週）日期：111.04.29 

 

 

 

 

學務處 

教務處 
榮譽榜 

學務處 

教務處 

https://www.youtube.com/c/scinarr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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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師生注意📣： 

近日如有接獲詐騙集團假冒「衛生福利部」人員來電通知紓困專案 10萬元已核撥至您

帳戶 

請勿聽信，這一定是詐騙💢 

110年因應疫情擴大急難紓困實施計畫已於 110年 6月 30日截止，現無與疫情相關紓

困措施，且衛生福利部不會以電話主動通知民眾申請紓困金等核定結果，或向民眾詢

問有關銀行帳號、身分證字號等個人資訊要求匯款或保管帳戶等情形。 

如有接獲來電📞透露上述內容 

謹記 1聽、2掛、3查證 

請聯繫衛生福利部(02)8590-6666或撥打 165反詐騙諮詢專線查證 

二、 『衛生組報告』 

（一） 疫情急速升溫，請大家務必做好防疫措施：1.5月起除中央疫情指揮中心規範之除外狀

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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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去人多

的地方；4.勿共飲、共食；5.有呼吸道症狀(喉嚨痛、打噴嚏、流鼻水、咳嗽、發燒等)，

請先用抗原快篩試劑檢測，陰性可就醫，陽性則透過自行騎車、開車、步行等方式前

往社區採檢院所進行 PCR檢測，並將使用過之採檢器材用塑膠袋密封包好，一併攜帶

至社區採檢院所，交予院所人員。 

（二） 若快篩/PCR陽性或被匡列為接觸者，請務必通知導師、健康中心或衛生組。如屬於接

觸者的密切接觸者，則請做好自主健康管理，有問題可洽健康中心(分機 421)或衛生組

(分機 233)。 

（三） 熱食部滿意度調查於即日起至 5/8(日)進行，請大家踴躍上網填答，網址：

https://reurl.cc/d2G1vg。 

（四） 5月 4日(三)高三期末考結束，請進行大掃除，教室內及走廊須打掃乾淨，打掃時地板

完全清空，椅子抬到桌上進行徹底清潔，窗框、門板、電器盒等灰塵須擦拭乾淨，詳

細規範請見大掃除須知。 

三、 『訓育組報告』 

（一） 【社團活動】請各社團依規定申請與辦理各項社團活動 

依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11年 4月 14日來文（北市教體字第 1113043850

號），國高中自 111年 4月 16日恢復辦理跨校性社團活動、成果發表會

等。請各社團依據本校活動申請規定事前提出申請，並遵循防疫規範。有

關社團辦理校內外成果發表會，請仔細詳閱防疫宣導簡報（請掃描右方 QR Code）。 

（二） 【高一合唱比賽】經本校防疫會議決議，取消本學年度高一合唱比賽 

因近日線上教學演練影響許多班級實體彩排時段，並基於歌唱類活動防疫考量，取消

辦理本學年度高一合唱比賽。 

（三） 【畢業典禮致詞代表甄選】請高二、高三同學於 4/25～5/6期間線上報名 

本年度畢業典禮致詞代表（在校生致詞、畢業生致詞）甄選辦法已公告於

校網，請高二、高三有興趣參與甄選的同學於期限內完成線上報名。活動

訊息詳公告內容。 

 

 

 
 

 
 

一、 【國內大學介紹講座】 

因應疫情升溫，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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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程參與並完成心得繳回輔導室，可獲得公服時數一小時。 

* 請掃描右側 QR code  

5/17(二)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資訊、工程學群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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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5/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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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年臺北市政府機車駕訓補助計畫】 

鼓勵年滿 18的高三同學考駕照前先參加安全駕駛課程!詳情如圖，也可至教官室詢問陳瑞昕

學創老師。        

 

教官室 

圖書館 

輔導室 

圖書館 

https://reurl.cc/d2G1v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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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拉 K或吸 K真的都會對膀胱造成傷害嗎？】 

(一)  拉 K 或吸 K，其實均是指濫用愷他命(Ketamine)，愷他命列為第三級毒品與第三級管

制藥品，屬中樞神經抑制劑，俗稱 K 仔、K 粉、K 他命，具麻醉作用。外觀多以粉末

狀為主。使用途徑多以直接鼻吸(俗稱拉 K)或抽菸(吸 K菸)等方式。 

(二)  使用愷他命會引起心跳加速、血壓上升、焦慮、不安、幻覺、噁心、視力模糊、影像

扭曲、失去方向感、頭暈、暫時失憶、專注力及記憶力受損等。使用過量則失去意識、

呼吸減慢，亦可能導致死亡。另會造成人體膀胱壁纖維化，導致膀胱容積變小，出現

頻尿、尿量減少、血尿、下腹部疼痛，腎功能不全等症狀，嚴重者必須進行膀胱重建

手術或終身使用尿布。因每個人體質不同，加上愷他命使用劑量或頻率不一，故危害

症狀出現的速度快慢亦有所差異，症狀尚未出現並非表示愷他命不會造成危害，千萬

不可輕忽。 

(三)  濫用愷他命也會導致成癮，絕對不可嘗試。如發現親友有藥物濫用問題，可撥打各縣

市毒品危害防制中心 0800-770885 (請請您幫幫我)專線，或向衛生福利部指定之藥癮

戒治機構尋求專業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