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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學組報告』 

(一) 【學藝競賽時程】 
 

 

 

 

 

 

 

 

 

 

 

 

 

 

二、『註冊組報告』 

(一) 【事務宣導】 

1. 因本次段考有不少同學因隔離無法參加，需於 10/18、19參與補考，為了 

成績計算的正確性，本次段考校務行政系統成績查詢將於 10/24(一)開放。 

(二) 【高三升學資訊】 

1. 高三「大學學科能力測驗」與「大學術科測驗」校內報名已經開始，請掃 

右邊 QR-code登入表單填寫，時間到 10/27(四)12:30。 

2. 「臺大希望入學」、「臺大特殊人才甄選」校內報名截止日期為 11/4(五)中午 12:30，詳見學

校公告。 

3. 新增「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國立宜蘭大學」、「慈濟大學」、「亞洲大學」、「國立臺灣

藝術大學」、「東海大學」學士班特殊選才，相關資訊請至 註冊組高三升學專區 查詢。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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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設備組報告』 

(一) 【111學年度校內科學展覽實施計畫】 
1. 報名時間：111年 10月 24日 (一) 起，至 11月 04日 (五) 17：00為止，逾時不候。 

2. 報名方式：至科學館一樓設備組繳交附件一：【研究計畫書】(報名表)紙本一份，須有教師簽

名。若遇疫情停課，或暫時處於居家隔離階段，則請將報名表 E-mail至設備組信

箱 acad3@m2.csghs.tp.edu.tw 

3. 其他注意事項：若要更改參加成員，請於報名截止前至設備組更改，報名截止後即不得做任何

更動。如要更改題目，請於 111年 11月 11 日(五) 放學前提出，並提交新的研究計畫書。 

4. 詳細實施計畫，請見學校首頁公告。 

(二) 【2023年臺灣國際科學展覽會】 
1. 校內報名時間：111年 10月 17日(星期一)至 10月 25日(星期二)13:00為止，逾時不候。 

2. 報名方式：請至科學館一樓設備組，繳交相關文件資料。 

3. 詳細內容請見學校首頁公告或科教館-臺灣國際科學展覽會

https://twsf.ntsec.gov.tw/Article.aspx?a=276&lang=1 

(三) 【生物科技研習營-疫苗面面觀】 
1. 時間：111年 11月 13日(星期日)9:00-12:00 

2. 報名時間、人數與方式：即日起至 11月 4日(星期五)止，報名人數 1000人，採線上報名

https://www.accupass.com/event/2209280925169446776020 

3. 地點:台北市 110信義區信義路五段 1號(TICC國際會議中心大會堂) 

 

 
 

 

一、『生輔組報告』 

(一) 【少年專線服務】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少年專線服務提供 13歲至 18歲之青少年免付費電話

諮詢服務，服務時間為每週一至週五下午 4：30 至 7：30(11 月後將改為每週二至週六)。期待透過

此專線傾聽少年的需求，與少年討論其所面臨的問題，協助其抒發壓力，並引導、陪伴他們面對和

解決困難。 

(二) 學校舉行 125週年校慶活動，須由各班推派一位

班級旗手代表，經班上薦派擔任旗手的同學請於

10月 17日(一)中午前完成右方 QR Code資料填

報並加入群組俾方便旗手集合通知： 

(三) 預防一頁式廣告等詐騙手法，該如何防範? 

 

 

 

 

111-1 第 6 週整潔競賽  111-1 第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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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 孝  高一 平 禮 誠 

高二 誠 敬 群  高二 和 信 敬 

高三 敏 禮 樂  高三 業 愛 孝、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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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比賽日期 地點 

高一二字音字形比賽 10/31(一)12:30 莊敬大樓 3F 閱覽室 

高一二書法比賽 10/31(一)13:10 莊敬大樓 3F 閱覽室 

高一二國文作文比賽 10/31(一)13:10 
莊敬大樓 3F 國文專科教室(高一) 

莊敬大樓 3F 英文專科教室(高二) 

高一二母語朗讀比賽 10/27(四)13:10 

莊敬大樓 3F 英文專科教室(準備室) 

莊敬大樓 3F 國文專科教室(客語組) 

莊敬大樓 3F 數學專科教室(閩語組) 

高二國語演說比賽 11/10(四)13:10 
莊敬大樓 3F 英文專科教室(準備室) 

莊敬大樓 3F 數學專科教室 

高二國語朗讀比賽 11/10(四)13:10 
莊敬大樓 3F 英文專科教室(準備室) 

莊敬大樓 3F 國文專科教室 
 (請登入 M2帳填報) (125校慶旗手群組) 

（第七週）日期：111.10.14 

 

 

 

秘書室 

教務處 

學務處 

榮譽榜 

教務處 

學校網頁公告連結 

mailto:acad3@m2.csghs.tp.edu.tw
https://twsf.ntsec.gov.tw/Article.aspx?a=276&lang=1
https://www.accupass.com/event/2209280925169446776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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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衛生組報告』 

(一) 10 月 13 日起防疫措施調整自主防疫期間入校規定，若已施打三劑疫苗者，可選擇 0+7 或 3+4

的方案，唯須每 2 日提供 2 日內「自費」快篩陰性證明。若未施打三劑疫苗，僅可採行 3+4 方

案。自主防疫期間到校時，除用餐飲水外均應全程配戴口罩(用餐應用防疫隔板)，課程(含跨班課

程)應固定座位，並維持良好社交距離並加強環境清消。 

(二) 本學期熱食部販售冰品，部分同學一大早吃冰或是以冰品取代正餐，經膳食管理委員會提出後，

引起家長與師長高度關切，請同學務必重視營養與健康，勿將冰品當正餐。 

三、『體育組報告』 

(一) 【125 屆校慶運動會】 

1. 各項競賽規程與規則已放置於學務處-體育組網頁中，請各年級康樂於 10/14 日(五) 下午 13

點前完成報名，紙本務必請導師簽章後繳至體育組。 

2. 100、200、400 接力及 2000 公尺接力等預賽賽程採計時賽依成績取前 12 名參加複賽，複賽

共分 2 組每組取前 2 名另擇優 2 名，共 6 名參加決賽；800 公尺預賽賽程採計時賽依成績取

前 6 名直接進入決賽。 

3. 因應本校排球場整建圍籬搭設於操場跑道百公尺終點處，本屆 100公尺比賽調整為彎道跑(莊

敬大樓前為起點，司令台前為終點)。 

4. 原定 10/25(二)為全校 800 公尺預賽日，又因該日為全校流感疫苗施打日，疫苗施打後不適

合激烈運動，故將賽程調成至 10/27(四)中午 12:10 分進行。 

(二) 【運動場地開放】 

1. 本學期體適能教室及課間游泳開放時間自 10/17日(一)開始至 1/6日(五)，周一至周五 12：

00—13：00，逢段考時不開放。其中，體適能教室使用人次限制一日至多 30 人，歡迎同學

善加利用。 

(三) 【樂活中山人・健康做公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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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庶務組報告』 

(一) 依循往例，今年學校仍為大考中心英聽考場之一，112 學年第一次英聽時間是 10/22（六），會使

用到高一各班教室及高二的二孝及二博教室，請於 10/21（五）離校時協助教室環境清潔及桌椅

抽屜淨空，謝謝配合。 

(二) 排球場之刨除打石作業，因國慶連假三天仍沒完成，預計於本周六日(10/15-16)繼續完成，仍有

一定聲響，同學若到校活動請注意安全，禁入施工區域。 

(三) 天氣漸涼，請同學使用冷氣時，務請考量實際需求，節能省電，總務處預計 10 月下旬收冷氣費

用，屆時會另行通知各班總務股長。 

二、『出納組報告』 

(一) 111 學年度第一學期高一學雜費及教科書費繳納期間自 111 年 10 月 7 日至 10 月 21 日，請進入

北市校園繳費系統繳納，校園繳費系統進入流程：本校官網/常用連結/校園繳費系統/學生家長。 

(二) 家長若需紙本繳費，請同學向班級的總務股長登記，並請總務股長於下周二(10/18)中午前至出

納組統一登記(一班至多 10 人)，出納組會協助印出方便家長繳費。 

 

 

 

一、『讀服組報告』 

(一) 【中學生網站投稿】 

1. 本學期 1111010 梯次閱讀心得及 1111015 小論文比賽均已完成初選及薦賽作業，預祝投稿的同

學都有亮眼的成績。 

(二) 【國際交流相關】 

1. 台日線上論壇之紙本甄選相關公告已發放至高一、高二各班，請有意願報名的同學們務必留意

相關期程及注意事項。 

2. 臺北市 112 學年度國際交換學生學習實施計畫已公告至校網，請有意願報名的同學們務必留意

相關期程及注意事項。 

二、『資訊組報告』 

(一)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國際運算思維挑戰賽」已開跑，歡迎高二、高三同學至圖書館資訊組報

名參加！ 

【高一：由資訊科授課教師統一報名，於課堂中實施(上學期、下學期皆會有一場挑戰賽)，再次提醒

高一同學不須另外至圖書館報名】 

1. 報名時間與地點：即日起至 111 年 10 月 14 日（五）放學前至圖書館資訊組報名 

 測驗時間（自行擇一場）： 

(1) 111 年 11 月 14 日（一）12:15～13:00，共 45 分鐘 

(2) 111 年 11 月 17 日（四）12:15～13:00，共 45 分鐘 

2. 測驗地點：莊敬大樓三樓電腦教室二 

3. 測驗介紹與範例題請參考官方網站：http://bebras.csie.ntnu.edu.tw/ 

1.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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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二)長庚大學】中醫學系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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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11/14 (一)國立政治大學】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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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7(一)*日本早稻田大學介紹】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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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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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請洽右側 QR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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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週 第四週 第五週 第六週 

1330元 712元 782 元 778元 

輔導室 

圖書館 

 

總務處

館 

http://bebras.csie.ntn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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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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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高二高三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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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等待雨過天晴時」輔導室自殺防治守門人初階講座 

(一) 時間：10/20(四) 12:10-13:00 

(二) 地點：生涯資訊室 

*歡迎同學踴躍報名參加！請準時到場。 

*全程參與並完成心得單繳回輔導室，可獲公服時數一小時，欲報名者請掃 QR CODE 

 

 

 

一、國防醫學院參訪活動訂於 111年 11月 11日(五)下午 

歡迎同學於 111年 10月 26日前完成線上報名，並至教官室領取家長同意書。 

即刻報名即刻參加（請掃右邊 QR-code）。 

二、『反菸態度 由我定義』菸害防制創意梗圖徵選，歡迎有興趣同學踴躍報名參加! 

為呼籲年輕學子重視自身健康，勇於拒絕各類菸品（含新興菸品），核心整合行銷有限公司舉辦反

毒活動，活動內容如下： 

(一) 徵件日期：即日起至 111年 11月 18日（星期五）17時前。 

(二) 活動對象：就讀臺北市公私立國、高中（職）111學年度在學學生。 

(三) 徵件主題： 

1. 我的城市無菸環境（禁菸場所）。 

2. 分享拒菸好方法（含新興菸品）。 

3. 禁販菸給未成年之行為。 

(四) 報名方式：原則採線上報名，請至活動網站 kideyecare.com 進行線上報名；如無法自行轉為數位

檔，可以郵寄作品交件。 

(五) 獎項：組別分為國中組及高中（職）組共 2 組，每組各取特優 3 名，優等 4 名及佳作 6 名，

共計 26 名；頒發獎狀、獎金及獎勵品： 

1. 特優：每人獎金新臺幣 5,000 元及拍立得 1 台。 

2. 優等：每人獎金新臺幣 3,600 元及藍芽耳機 1 副。 

3. 佳作：每人獎金新臺幣 2,200 元及電子訓練跳繩 1 組。 

4. 早鳥獎：每人實用宣導品 1 份（前 100 名成功報名參加活動者）。 

 

 

 

教官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