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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學組報告』 

(一) 【期中考與補考事宜】 
1. 依據本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補充規定第十三條、十四條，定期評量及補考說明如下，詳細規

定請參閱家長—學生手冊第 22-23頁。 

2. 依據規定第十三條：學生於定期學業評量時，因故不能參加全部科目或部分科目之評量，依

本校學生請假規定，報經學校核准給假者，准予補行考試或採其他方式評量，其成績依不同

假別登錄之： 

(1) 請公假、病假、喪假、產前假、娩假、育嬰假及流產假，經學校准假者，按實得分數登錄。 

(2) 請事假、婚假，經學校准假者，成績超過及格基準，以及格成績登錄，若該項考試成績滿

分非百分者，依及格比例計算；未超過及格基準者，按實得分數登錄。 

(3) 無故不參加各項考試者，其各缺考科目成績均以零分登錄。 

3. 定期學業評量之補行考試辦理方式如下： 

(1) 定期學業評量之補行考試日定為該日考程結束後第五個上班日。確定之補行考試日以教學

組公告為主。 

(2) 學生因故未能參加全部或部分科目之定期學業評量者，除依學生請假規定辦理相關銷假手

續外，應於公告之補行考試日至公告地點參加補行考試。無故不參加補行考試者，缺考科

目以零分計算，且不得要求再次補行考試或以其他方式評量。 

(3) 學生因故未能於規定之補行考試日到校完成補行考試者，依本校學生請假規定辦理相關銷

假手續，且經學校准假，其缺考科目該次定期學業評量予以免試。其學期成績依據臺北市

高中校務行政系統預設之計算方式處理。惟期中、期末均缺考致無成績者，由相關處室與

任課教師召開會議決定之。 

二、『註冊組報告』 

(一) 【政府、民間團體獎助學金】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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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臺大希望入學」、「臺大特殊人才甄選」校內報名開始了，詳細請見學校公告

(請掃右方 QR-Code)，校內報名截止日期為 11/4中午 12:30。 

2. 新增南華大學特殊選才，相關資訊請至 註冊組高三升學專區 查詢。 

(三) 【註冊相關】 

1. 高一本學期學雜費 4聯單與代收代辦費 3聯單將於 10/7(五)起開始繳交，至 10/21(五)截

止，請使用家長的親子綁定帳號或學生的單一身分認證帳號登入《臺北市政府校園繳費系

統》進行繳費。 

2. 各年級學生證貼註冊章時間如下，請各班班長協助收齊帶至指定地點。 

高一：10/27 中午 12:00 莊敬大樓三樓閱覽室。 

高二：10/13 中午 12:00 莊敬大樓三樓閱覽室。 

高三：10/17 中午 12:00 逸仙樓二樓簡報室。 

三、『設備組報告』 

(一) 【2023年第 23 屆亞洲物理奧林匹亞競賽及第 53 屆國際物理奧林匹亞競賽初選】 
1. 報名方式：採網路報名，請以本校 m2帳號登入填寫資料。(請掃右方 QR-Code) 

2. 報名期限：請有意願參加第 23屆亞洲物理奧林匹亞競賽及第 53屆國際物理奧

林匹亞競賽初選的同學，請於 111年 10月 12日(星期三)17:00前完成網路報

名，逾期不候。 

3. 初賽日期：111 年 11 月 5 日(星期六)下午 13：30至 16：30  

4. 考試地點： 建國中學、武陵高中。 

5. 請考生於 111年 10月 25日起至官網（https://tpmso.org/ipho/）查詢考生參賽編號及考

生注意事項。 

(二) 【第十七屆榕數盃數學競賽】 
1. 比賽日期時間：111年 11月 4日(星期五)下午 1:30-2:10報到，2:30-4:10比賽。 

2. 參加對象：本校學生皆可報名，以三人為一小隊報名，以團體解題方式進行，每校至多 3

隊參賽。 

3. 有意願報名的同學請至科學館 1樓設備組填寫報名表，報名至 10月 17日 (星期一) 17:00

截止，本校至多 3隊參賽，依報名順序為準，額滿則停止報名。 

4. 比賽地點：大同高中 3樓活動中心、圖書館。 

5. 報名參賽同學由設備組統一辦理公假事宜。 

實施計畫請見首頁校園公告-1111004 公告。 

 
 
 

 

一、『生輔組報告』 

(一) 【持續重要宣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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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下列相關證明辦理請假手續： 

1.事假：事由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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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限三親等內之親屬。 

4.公假：須檢附經核准之公文或簽呈。 

111-1 第 5 週整潔競賽  111-1 第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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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 孝 樂  高一 誠 仁、平、群 從缺 

高二 禮 忠、博 從缺  高二 業 禮 誠 

高三 群 誠 禮  高三 平 愛 業 

111年 10月朝會預定日 

週一 週五 

10/14 

(五) 

高二禮堂  

(德國不思議) 

10/17 

(一) 

高一禮堂 

(德國不思議) 

10/28 

(五) 

高二禮堂  

(大不列顛狂想曲) 

10/31 

(一) 

高一禮堂 

(大不列顛狂想曲) 

（第六週）日期：111.10.07 

 

 

 

秘書室 

教務處 

學務處 

榮譽榜 

教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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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其餘假別請參考學生手冊 P5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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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警察局自製反詐宣導 

影片 4部(請掃 QR-Code) 

 

 

(三) 勞動部為提升我國高

中及大專院校學生之

勞動觀念， 製作勞動

教育教材 

(請掃 QR-Code) 

二、『衛生組報告』 

(一) 10/12(三) 段考結束各班進行內外掃大掃除，除逸仙樓外其餘教室請清空桌椅刷地，逸仙樓請

勿大量沖水(可局部刷洗)，大掃除須知已發給衛生股長，請同學務必同心協力完成大掃除；高一、

二結束後須等愛糾檢查，檢查合格始可離開。大掃除未進行打掃工作者，施以愛校服務。 

(二) 段考時，協助回收餐碗的小義工不值勤，同學請於 16:30前將餐箱、餐碗拿到熱食部回收並登記。  

(三) 湯匙、叉子請勿回收，直接丟一般垃圾；塑膠袋僅回收乾淨的提袋，其餘像 PP 板、防震海綿、

餅乾包裝袋等請丟一般垃圾。 

(四) 拖地時請使用水桶、擠水器，拖把勿沿路滴水或沿路拖，以免造成別班困擾，而且拖把也會髒

汙。清洗拖把請在拖把槽進行，勿在洗手槽洗，避免造成髒汙、堵塞與衛生問題。 

(五) 同學如果食物或飲料掉(倒)了、冰棒融化滴在地板，請務必盡速處理乾淨，避免別人踩到滑倒

或造成髒亂，這也是負責的態度。 

三、『體育組報告』 

(一) 「樂活中山人・健康做公益」慢跑活動，全校師生個人跑步累計如下表，持續推廣鼓勵老師及

同學慢跑或健走，有助身心健康又做公益。 

第二週 第三週 第四週 第五週 

328元 1330元 712元 782元 

(二) 高一班排開始練習，因操場整建，本學期不排場地表，請各班尋覓場地練習。 

 

 

 

一、『讀服組報告』 

(一) 【中學生閱讀心得比賽】校內初選 

1. 10/3 已完成校內初選作品上傳工作，依據參賽同學年級及教師推薦序，本梯次全校共可推薦 128

篇作品參賽，未能在本梯次入選之教師推薦篇目，將優先於下學期梯次薦派參賽。 

2. 特別說明：未能於本梯次的同學作品仍是非常優秀的作品，請同學別感到氣餒，僅是將投稿梯

次移至下學期。 

(二) 【中學生小論文比賽】提醒 

1. 請參賽同學於 10/12 (三) 前將作品上傳至中學生網站，並於 10/14 (三) 前填妥切結書繳交至圖

書館。 

2. 上傳作品前請務必再次檢查格式及作品資料引用是否符合規範，以免被系統判讀為抄襲。 

(三) 自主學習提醒：本學期已過 1/3 了，請同學們檢核自己執行計畫的效率，並做好調整及記錄 

1.  

 

 

一、【高二高三請注意】學習歷程檔案收訖明細檢核─確認 110-2提交資料 

(一) 檢核說明：學校已完成 110學年度第 2學期學習歷程檔案系統提交，請於時限內登入「台北市

學習歷程檔案系統」進行提交資料的檢查，並於系統中按「資料正確」或「錯誤回報」按鈕。

資料若有相關疑義，請於系統上輸入錯誤回報後，主動告知學校提交單位進行疑義處理。逾公

告期間未確認，視為提交資料正確，後續不得再修正。 

(二) 系統開放確認時間：10/7(五)凌晨 00:00至 10/14(五)下午 5:00截止。 

(三) 本次確認項目： 

年級 確認內容及學年期 系統介面 

高二 
高三 

【幹部經歷】檢查 110-2擔任班級幹部、校級幹部資料 
【修課紀錄】檢查 110-2修習學分及學期成績資料 
【課程學習成果】檢查 110學年度已勾選之課程學習成果資料 
【多元表現】檢查 110學年度已勾選之多元表現資料 

總共按 4個 
確認按鈕 

(四) 若資料有誤請直接於系統輸入錯誤原因，並主動回報提交處室。 
     「幹部經歷」：學務處生輔組 
     「修課紀錄」：教務處註冊組 
     「課程學習成果」：教務處教學組 
     「多元表現」：學務處訓育組 

(五) 詳細收訖明細系統操作方法可至學校首頁→學生與家長園地→「學習歷程檔案專區」查看。 

二、國內大學介紹講座： 

時間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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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10/18 (二) 國立臺北大學】法律學系  ***日期異動*** 

(二) 【11/8 (二)長庚大學】中醫學系 

(三) 【11/9 (三)國立臺灣科技大學】設計系工設組&資設組 /兩位教授及工設組學姐 

(四) 【11/14 (一)國立政治大學】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三、國外大學介紹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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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10/13(四)日本京都大學介紹】 

(二) 【10/17(一)*日本早稻田大學介紹】 

(三) 【10/26(三)*荷蘭阿姆斯特丹大學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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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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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室邀請職場工作者進行專題演

講，歡迎有興趣的同學們踴躍報名參加！ 

【10/19(三)翻轉科技女性－科技女性職涯經驗分享】 

邀請 hp、Google、Microsoft、Qualcomm等四家優秀跨國企業之工作者，以女性角 

度與同學們分享在科技業工作之工作內容及職涯準備。 

時間為 14:10-16:10、地點為莊敬四樓演藝廳，歡迎同學踴躍報名參加，並請準時到 

場，且務必簽到。(報名請洽右側 QR code。)  

全程參與並完成心得單者，可以獲得一小時公共服務時數。 

五、家庭教育心衛講座： 

與家人溝通就像烤肉，想好好控制火侯，卻總是不小心烤焦？ 

BBQＸFamily燒烤家家酒，藉由情境題和溝通理論，帶妳一起了解如何與家人互動！ 

【10/14(五) 12:10-13:00 BBQ X Famoly燒烤家家酒】 

時間：中午 12:10-13:00、地點：生涯資訊室歡迎同學踴躍報名參加，報名請掃右側 

QR code！全程參與並完成心得單者，可獲得一小時公共服務時數。 

輔導室 

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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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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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 06月。 

 

 

 

 

 

一、『熱食部報告』 

(一) 同學預購熱食部餐點後，請務必記住號碼，避免拿錯別人餐點。  

(二) 莊敬大樓一樓中央梯廳新設立一台販賣機，僅販售飲料、食物，同學可多加利用。 

 

 

 

 

一、國防培育班軍校說明會即將舉辦，歡迎高三及高二、高一同學踴躍參加。(可自備午餐) 

(一) 時間: 111 年 10 月 14 日(五) 中午 12:00-13:00 

(二) 地點: 逸仙樓二樓簡報室 

二、111 年下半年「交通安全」校園巡迴宣教，將邀請南湖高中生輔組長劉建豪教官，以「路權基本認

識」為主題重點宣導，請高一、二全體交通隊隊員準時出席。 

(一) 時間：10/26(三) 14:10-15:00 

(二) 地點：莊敬樓二樓第一會議室 

三、青少年街舞反毒園遊會 

(一)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11年 10月 7日（星期五）止。 

(二) 報名方式：電子郵件或紙本擇一寄送。 

(三) 報名資格：由全國各國、高中（職）每隊 3至 12位學生組隊報名。 

(四) 報名組別：國中組、高中組 

(五) 活動時間：111年 10月 16日（星期日） 

(六) 活動地點：臺灣科技大學體育館旁排球場（臺北市大安區基隆路四段 43號） 

(七) 主辦單位：國際扶輪 3522地區、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隊、新

北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隊(詳情請掃右方 QR-Code) 

熱食部 

販賣部 

教官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