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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學組報告』 

(一) 本學期夜自習實施辦法已公告校網，摘要如下： 
1. 實施場地： 

(1) 集中式自習：莊敬大樓三樓閱覽室或專科教室(依自習人數，以閱覽室國文專科教室英

文專科教室數學專科教室歷史專科教室等之順序逐間開放場地) 

(2) 原班自習：各班教室。 

2. 實施方式： 

(1) 高一二：定期評量前三週採集中式夜自習。 

(2) 高二：定期評量前一週，開放高二原班自習。 

(3) 高三：全學期採原班自習。 

(4) 採原班自習時，為維護同學自習之秩序，不可至非原班之教室自習。如違反規定，經勸導

提醒仍不改善者，除登記處以愛校服務外，亦取消留校夜自習資格。 

3. 實施時間：定期評量前三週至段考第一天 18:00-21:00，期間之週末假日高一二採集中自習、

高三在原教室。 

(1) 第一節自習 18：00-19：30、休息時間或遠道提早離校 19：30-19：45。 

(2) 第二節自習 19：45-21：00、夜自習離校 21：00-21：10。 

(3) 國定及例假日: 8:0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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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三升學相關資訊請至 註冊組高三升學專區 (請掃右方 QR-Code) 查詢。 

 

  

三、『設備組報告』 

(一) 【「科學少女」電影交換券領取事宜】 

1. 科學少女為台灣首部以 AI人工智慧教育為主題的電影。相關詳細介紹請參閱各影城及影評

資訊。 

2. 國教署鼓勵師生前往觀影，提供電影交換卷，可持交換卷至上映影城，劃位換票觀影。 

3. 請有意願領取電影交換卷的老師與同學，至科學館 1樓設備組領取。 

(二) 【2023年第 55屆國際化學奧林匹亞競賽參賽計畫」初選考試】 

1. 報名方式：採網路報名，請以本校 m2帳號登入填寫資料 

2. 報名期限：請有意願參加化學奧林匹亞選拔的同學，請於 111年 9月 28日(星期三)13:00

前完成網路報名,逾期不候。(請掃右方 QR-Code) 

3. 初選報名資格： 

(1) 92年 7月 1日(含)以後出生(20歲以下)。 

(2) 具有中華民國身分證。 

(3) 為我國高級中等學校在學學生。 

(4) 錄取國中科奧選訓營並完成選訓之國中生(需於報名時出具證明)。 

4. 全國初選筆試：111年 10月 30日(星期日) 下午 2時至 4時，考試時間 2小時。試題範圍

以指考化學科內容為基礎。 

5. 考區請選擇：臺北考區：建國中學；桃竹苗考區：武陵高中 

6. 報名簡章：請見學校首頁公告。 

 
 
 

 

一、『訓育組報告』 

(一) 【125 週年校慶】 

本校 125 週年校慶紀念歌曲創作徵選辦法已公告校網，徵稿時間為 9/19～10/21 下午 16:30

截止，鼓勵同學踴躍投稿。 

(二) 【社團活動】 

開學後學校陸續辦理年級性或全校性活動（如：有氧舞蹈種子培訓、各年級校慶運動競賽與

相關活動等），各班導師與任課老師也會因班級經營或教學需求而規劃課後活動，提醒同學

從事課後社團活動前，務必以學校活動與各班活動為優先。 

(三) 【高三畢聯會相關】 

下週五(9/30)將拍攝高三班級大團照，請各班邀請師長一同拍照。各班集合時間、拍照時間

會再次透過畢代提醒。 

二、『生輔組報告』 

(一) 轉知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製作消保教育影片「新成年人消費 

－抉擇/負責篇」以及勞動局「求職防騙宣導圖片資料」。 

    (請掃右方 QR-Code) 

(二) 【安全】 

非經許可，請勿擅自進入他人班級，也請各班留意，不在教室時，務必關閉電源、門窗，

隨身保管個人財物。 

(三) 【重要宣導-請班長宣讀】 

考試期間(10/11、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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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 第 3 週整潔競賽  111-1 第 3 週紀律競賽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高一 樂 忠、慧   高一 業 群 仁 

高二 博、和、平、簡    高二 誠 和 孝 

高三 禮、忠、樂、群    高三 愛 群 孝、業、捷 

111年 9月朝會預定日 

週一 週五 

9/26 
高一禮堂 

(吾愛吾師) 
9/30 

高二禮堂 

(吾愛吾師) 

（第四週）日期：111.0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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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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日前一上課日(10/7)：病假(含生理假)須檢附前一日或當天之家長證明及醫院或診所證明。 

三、『衛生組報告』 

(一) 預防 COVID-19，請同學注意勤用肥皂洗手，不用手碰觸眼口鼻，用餐時不交談，切勿共飲共

食。生病除了自己不舒服、也會傳染給同學、家人、朋友，請大家要注意落實防疫工作。 

(二) 確診同學，解隔離後仍需進行 7 天自主健康管理，期間請全程戴口罩、用餐使用隔板。 

(三) 若有購買隔板需求，請至家長會，一片 70 元，所得將捐贈學校獎助學金專戶。 

(四) 為預防 COVID-19，開冷氣時請維持通風，對角窗戶打開 15 公分。並請加強消毒，常碰觸之公

共物品(門把、鍵盤、滑鼠、蒸飯箱把手、電燈電扇開關、遙控器、麥克風等)建議上下午各消毒

一次，高一、二分配之公共區域亦請務必確實消毒及登記。 

(五) 打掃時間務必進行內外掃打掃工作，徹底清掃乾淨。 

(六) 熱食部餐點若有異常(頭髮、異物、味道異常等)，或購買販賣機物品無法順利掉下，請向衛生

組反應。 

 

 

 

一、『讀服組報告』 

(一) 自主學習 

1. 本週五已陸續完成自主學習計畫審核及資料留存，建議同學可以多利用 Microsoft Lens 等掃描

App 進行資料備份，以免紙本資料遺失。 

2. 申請時程提醒： 

 

 

 

 

3. 自主學習時間請同學依照計畫執行，請勿安排各科小考。 

(二) 中學生小論文及閱讀心得比賽 

1. 本週四已辦理完中學生網站投稿說明會，若同學有任何疑問，可至校網-圖書館-閱讀推廣頁面

查看說明。 

2. 【提醒】帳號登入若有任何疑問請盡早至圖書館讀服組處理。 

3. 相關投稿時程及辦法提醒可參見校網-圖書館-閱讀推廣頁面。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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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熱食部報告』 

(一) 餐碗回收(含個人借碗及班級訂餐)：請務必將碗內「廚餘倒乾淨」(須全空，無飯、菜、湯汁)、

「碗、蓋分開」疊放在班級便當箱內。 

(二) 結帳時請先刷自己的學生卡，不要扣到前一位同學的帳戶。 

(三) 同學可事先到熱食部預購餐點，以減少等候時間。 

 

 

 

 

一、2022 減災數據溝通競賽「災不足懼-發掘臺灣韌性力」~資料視覺化，為數據說美麗 

的故事~本競賽由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辦理，包含三項核心：「數據分析」、「數據 

敘事」，以及「數據視覺化」。 

(一) 報名日期：111/9/1～111/10/14。 

(二) 獎項：本競賽選出前 3 名與佳作 10 名，第一名獎金新臺幣 8 萬元、第二名 

           5 萬元、第三名 3 萬元、佳作每組 5 千元。 

(三) 報名網頁：請掃右方 QR-Code 

二、教育局製作之防制藥物濫用文宣，宣導周知 

 

 

三、騎自行車上、放學的同學，請於本月(9 月)底前至教官室找蘇詠涵學創申請校內停車證；另外，

機車駕訓補助計畫已公告於校網，有報考駕訓需求的同學(需已滿 18 足歲)，歡迎至校網查詢相

關資訊，或於 9/30 前來教官室洽詢蘇詠涵學創。 

類別 申請對象 截止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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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熱食部 

販賣部 

教官室 

輔導室 

圖書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