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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學組報告』 

(一) 本校於 111 年 09 月 17 日（六）上午辦理本學年度第 1 學期學校日，已發放紙本邀請函，請同

學於指定時間繳交回條。 

(二) 學校日採「實體」進行。入校時，請家長攜帶三劑疫苗施打證明或二日內 PCR、陰性快篩證明。

若中央或地方主管機關來文指示取消或調整活動辦理形式，本校將於校網公告最新規定。 

(三) 若有防疫需求使用遠距教學，請各班務必使用校網置頂區「111-1 Google Meet 課程代碼」上課。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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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學年度大考中心各項考試時間與注意事項，以及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百川學

士學位學程、教育部願景計畫的相關資訊，皆已公告在 註冊組高三升學專區 

(請掃右方 QR Code)，請同學前往查看。另之後高三相關升學資訊 (考試、特

殊選才、繁星推薦方式、…等) 亦會公告在此，請同學多加利用。 

三、『設備組報告』 

(一)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化學系辦理「2022 日本櫻花科技計畫」甄選高中學生代表赴日交流活動】 

日本科學技術振興機構(Jap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gency，JST)為促進亞洲青年科技人才之

交流，特推動櫻花科技計畫(SAKURA Science High School Program, SSHP) 結合產業、學界以及

政府官方，邀請亞洲青年赴日交流，本年度臺灣在受邀之列，並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委

託師大化學系甄選具科學性向之高中生赴日參加櫻花科技計畫，藉以擴大並提升高中生對科學

的視野。 

1. 報名方式：一律採線上報名，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111 年 9 月 26 日(星期一) 

24:00 截止。報名網址：https://reurl.cc/D3qeee。(請掃右方 QR Code) 

2. 活動時間：111 年 12 月 11 日(星期日)至 12 月 17 日(星期六)。 

3. 本活動甄選人數為高中學生代表 5 人。本活動時程在我國學期期間，所有 

甄選為代表之學生，將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出具公文，以公假處理。 

4. 若有任何報名疑問，請洽(02)7749-6196 聯絡人：洪嘉敏小姐。 

 

 

 

一、『訓育組報告』 

(一) 學校將於 9/17(六)舉行學校日暨班級家長座談會，請各班班長於 9/15(四)中午 12:10至莊敬

大樓二樓校史室內第一會議室參加幹部訓練。 

(二) 本校高三畢業班級團照調整至 9月 30日(五)第三、四節拍攝。 

二、『生輔組報告』 

(一) 【反詐騙】近來海外求職詐騙頻傳，為有效預防詐騙案件發生，避免民眾被

害，臺北市政府警察局針對是類詐欺案件製作宣導圖文，藉以提升市民防詐

意識。鼓勵同學掃描右方 QR Code 瞭解詐騙手段，增強自保意識。 

(二) 【友善校園無界限－陪你勇敢，不再旁觀】 

鼓勵學生當發現校園霸凌事件時，若無危害自身安全，可委婉出面制止、緩頰，或勇敢喝止霸

凌者；若學生有安全上的考量，害怕出面協助被霸凌者就會被視為選邊站而遭報復，那麼，也

請學生私下告訴師長或告訴同儕，由師長後續處理 

三、『衛生組報告』 

(一) 依據本校外食訂購要點，進行班級活動欲訂購外食時，最遲請於前一天 16:10 前提出申請。班上

若有衛生組愛校尚未完成者，務必督促先完成後再申請。 

(二) 為預防新冠肺炎，請注意勤洗手、戴口罩、用餐時勿交談、勿共飲共食。若有症狀請快篩，快篩

陽性或確診請通報學校，身體不適在家休息不到校。 

(三) 上午進校請依循路線，經過熱像儀自主監控體溫，若溫度過高，請折返至警衛室複測。中午於班

上進行體溫測量與登記，請副康樂將體溫單交回健康中心或教官室，若有發燒情形，請同學立即

到健康中心進行複測。 

(四) 110 學年度第二學期愛校尚未完成的同學，請盡速完成。 

(五) 110學年度暑假返校打掃未完成的同學，請盡速完成，建議可利用 9/17(六)學校日進行補打掃，

假日補掃比照暑期時數(即不用加倍)，有意願請到衛生組登記。 

(六) 本學期小田園活動招募成員中，歡迎對種植、園藝治療、手作活動有興趣，或是想紓壓的同學踴

躍報名參加，詳情請見宣傳單，第一次課程於 9/21(三)12:10 於莊敬三樓選修一教室進行。 

(七) 9/14(三)高一、二資收籃隔板競賽，請於 10:10 前將資收籃放置於勵志走廊以供評分，12:00~13:10

派員領回，未在時間內領回之班級，取消該班名次。高三雖不比賽，仍須將資收籃進行區隔，方

便分類與回收，也不會影響整潔成績。 

(八) 請各班同學進行內外掃工作時，檢視是否有積水容器，落實「巡、倒、清、刷」，預防病媒蚊孳

生；週一請環保股長填寫登革熱巡檢表。 

(九)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辦理「Go Health 友善臺北打卡趣」活動，自即日起至 111 年 9 月 30 日（五）

截止，鼓勵民眾和家人、代間一起走出戶外，至活動網站打卡點拍攝以健康、友善或代間共伴為

主軸的照片，並撰寫 100-200 字內照片內容或故事，即可參加抽獎。 

活動網址：https://event.udn.com /healthycity/gohealth。 

四、『體育組報告』 

(一) 高一有氧舞蹈種子研習： 

1. 各班由康樂股長帶領 6-8 名同學於 9/12 日（一）至 9/23 日（五）每日 12：20 請穿著夏季運動

服裝並準時至敏求廣場集合練習。 

2. 康樂股長及種子務必學會有氧舞蹈，利用體育課及課間練習，參加班際比賽及校慶大會舞表演。 

(二) 9/16日(五)班級活動課將舉辦高一班排教練講習，高二同學請於9/8日前至以下

連結表單完成報名https://forms.gle/dTMaESBvxgfJNnUK9。(請掃右方QR Code) 

 

 

 

一、 『讀服組報告』 

(一) 【自主學習】 

1. 高一、高二前兩週的前導課程均實施完畢，感謝各處室行政同仁、師長們及實習老師們的

協助，也謝謝同學們用心地參與及聆聽。請同學們於下週三(9/14)課堂上繳交自主學習計畫

表給各班負責教師進行審核。 

2. 各項申請時程提醒： 

（第二週）日期：111.09.08 

 

 教務處 

學務處 

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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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表格均可上校網圖書館自主學習頁面下載> 

類別 申請對象 截止時間 

實驗室 高一、高二 9/12 (一) 9:00 前將申請表送至圖書館讀服組。 

圖書館閱覽室 高一、高二 
每週五放學前可至校網圖書館自主學習專區填寫

表單申請隔週自主學習時段。 

校外自主學習 高二 9/8 (四) 17:00 前將申請表送至圖書館讀服組。 

(二) 【中學生網站註冊事宜】 

1. 因應中學生網站改版，請需要投稿全國小論文、閱讀心得比賽的同學們記得註冊帳號，以

便上傳作業進行。相關操作方式可參照校網圖書館閱讀推廣頁面。 

2. 近期許多高一同學在註冊時容易將自己的學號或 m2 帳號位址輸入錯誤，導致註冊失敗或

甚至影響其他同學註冊進行，請在送交註冊資料前再三檢查！ 

(三) 【圖書館使用規範提醒】 

1. 圖書館開放時間為週一至週五 8:00~17:00，請同學們勿在閉館時間後仍逗留於館內。 

2. 圖書館館內禁止飲食（飲水除外），請勿將餐點攜至館內。 

(四) 【國際交流】 

1. 因應疫情，各式交流活動均暫停實施或改由線上通訊辦理，若有任何最新消息，請參見校

網公告。 

2. 本學年度學校有接待一位德籍扶輪社交換生(Fee)，安置於一年慧班，若師長們及同學們在

校園或課堂上有遇到她，都可以好好展現中山人的熱情喔！ 

二、『資訊組報告』 

(一) 請上外堂課的班級上課前，記得先檢查教室內的資訊設備如：電腦、投影機、大屏及其他設備

如：電燈、風扇、冷氣是否已關閉。 

(二) 班級設備若有異常請圖資股長至校務行政系統填報維修單，麥克風和音響屬於一般設備；電腦、

投影機、鍵盤和滑鼠屬於資訊設備。 

(三) 請各班放學後應儘速確實關閉資訊設備，避免資源浪費。 

 

 

 

一、青春快樂點—牌卡體驗活動 

實習心理師透過牌卡或談話引導讓妳更瞭解自己！ 

有興趣預約者請洽輔導室實習心理師：張博凱、王嬿茹老師，詳情請掃 QR code。 

時間：111年 09月～111年 06月。 

二、天下學習 X徐有庠基金會公益講座 【探索興趣，想像未來】 

(一) 時間為 9/27(二) 12:15-13:00、地點為生涯資訊室，歡迎同學踴躍報名參加！請準時到場。 

(二) 全程参與並完成心得單繳回輔導室，可獲得公服時數一小時，以及 Cheers 獨家百大科系學習

歷程，歡迎同學踴躍參與！！！(報名請洽右側 QR code) 

本次講座邀請到台大藥理所特聘教授 陳青周教授，與同學們分享當年興趣的

探索與養成、研究之路的心路歷程等親身經歷，藉由優秀學者的宏觀視野、創

新思維，提供青少年更多未來發展的想法。而演講的後半段，則會開放問答時

間，同學們可以把握難得的機會，與陳教授盡情交流。 

三、國外大學介紹講座【英國雪菲爾大學介紹】 

(一) 時間為 9/29(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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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英國雪菲爾大學與本校簽有合作備忘錄，有保留學校推薦名額(詳細內容以公告

為主) 

四、資訊類學系 APCS 指導講座 

(一) 時間：9月23日(五)中午12:10-13:00。 

(二) 地點：莊敬大樓二樓生涯資訊室。 

(三) 講師：資訊老師 陳思靜老師。 

(四) 對象：高一至高三，對資訊類學系及APCS檢定有興趣者。報名請掃QR code。 

五、「你的美麗，自己定義」輔導室心衛講座 

(一) 時間為9/22(四) 12:10-13:00、地點在生涯資訊室，歡迎同學踴躍報名參加！請準

時到場。 

(二) 全程參與並完成心得單繳回輔導室，可獲得公服時數一小時，欲報名者請掃QR 

code。 

 

 

 

 

 

一、『熱食部報告』 

(一) 請同學盡量利用訂餐系統，以節省現場選購消費的時間。訂餐系統於上午6點45分即開放訂餐，

為避免網路壅塞，請一早到校後使用班級電腦或學校wifi訂餐。欲線上訂餐者務必於上午10點15

分前至系統訂餐(系統於10點15分後關閉)。網路塞車時請勿重複點選，否則將重複訂餐。 

(二) 熱食部現場提供簡易自助餐及快速取餐，同學亦可多加利用。 

(三) 餐碗回收：請務必將碗內「廚餘倒乾淨」(無須清洗但須全空，無飯、菜、湯汁)、「碗、蓋分開」

疊放在班級便當箱內，箱內也不可有廚餘或湯汁，於「當日15:00~15:20」送至「勵志長廊」找環

保志工登記。非上述時段或小義工已撤，請逕送熱食部，務必歸還及登記，以減少餐碗遺失的責

任，次日也才有餐箱可用。 

 

 

 

一、 【反毒】「111年度菸檳酒防制校園繪畫寫作及市 民口罩圖樣徵選比賽」： 

為促進民眾自我健康管理及定期篩檢，提升社區民眾及學生族群「菸檳酒」及

「口腔癌」防治知能，本巿衛生局以「戒菸、戒檳、節酒」為主軸辦理活動。 

二、 「金獅舞動、反毒反詐騙、 勇敢說不、青春熱舞、關懷社會總動員聯合公益社

會服務活動比賽」： 

✩如同學有興趣請至教官室，統一由許菲恩學創老師協助報名 ✩ 

(一) 活動日期：111年10月29日（星期六）下午2時至5時。 

(二) 活動地點：西門町誠品武昌店前（武昌街二段行人徒步 區）。  

(三) 參加人員：本市公私立高中職學生。  

(四) 報名期間：自即日起至111年10月7日（星期五）止，參加學校請將報名表填妥

後傳真或寄送至國際獅子會300A1區（地址：104臺北市長安東路2段52號5樓；

傳真：02- 25115667）或以電子郵件E-mail至300a1.tiffany@gmail. com，餘報名相關問題請洽單位

承辦人吳先生02- 2511566 

熱食部 

販賣部 

教官室 
輔導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