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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學組報告』 

(一) 【點燈計畫】 
1. 為提升本校同學晚間留校自習效果，並為同學提供學科諮詢的管道，舉辦晚自習課業諮詢之點燈計畫。因高三

適逢大考，以高三學姐諮詢需求優先。 

2. 點燈預約單、教師輪值表均公告於逸仙樓二樓點燈教室，歡迎同學登記。 

(二) 【高三模擬考】 
1. 111年11月1日(二)、2日(三)為模考，考程已公告校網，請同學留意。 

二、『註冊組報告』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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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海洋大學」、「長榮大學」、「中華大學」學士班特殊選才相關資訊，請至 

註冊組高三升學專區查詢。。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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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赴日國際科學論壇暨發表會學生甄選計畫】 
1. 活動時間：2023年2月2 ~ 4日 (含現場海報展示 & 口頭發表) 

2. 活動地點：大阪市立大學 & 日本大阪府立住吉高校 (SSH指定學校) 

3. 活動對象：111學年度本校高一、高二在學學生，2名同學組隊參與 

4. 活動內容：日本住吉高校主辦「住吉高校國際科學發表會」，邀請大阪府內SSH指定學校，以及臺灣、韓國及

中國、泰國等地高中，舉辦國際學術交流活動。與會學生除參與海報展示，尚須以英文進行7~10分鐘簡報發

表，並於發表後進行5分鐘英文即席答詢。 

5. 有興趣報名同學，請於111年11月7日 (星期一) 至111年11月11日 (星期五)至科學館1樓設備組辦公室

報名，繳交報名表及作品說明書。 

6. 詳細甄選計畫，請見學校首頁公告。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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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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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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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2023 寒期物理研習營】 
1. 活動日期：2023年2月7日(星期二)至2月10日(星期五)，為期四天三夜 

2. 活動地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公館校區 

3. 招收對象：全國高中(職)在學學生 

4. 住宿地點：寓見青旅 MeetingMates (一人一床且不會和本營隊以外的人同房共宿) 

5. 報名費用：$5500/人 

6. 報名方式及時間：採網路報名，詳細營隊資訊，請上官方網站：https://ntnuphy.wordpress.com/ 查詢，或

聯絡營隊負責人方舜頤 0933-752-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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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政府辦理「讀新聞、防詐騙、

一起讚」徵文比賽 

 

 

(三) 預防假冒公職人員詐騙手法 

 

二、『衛生組報告』 

(一) 因應10月22日(六)本校進行大考中心英語聽力測驗，高一、二教室若有當考場、備用考場、防疫考場的班級，

請同學們於10月21日(五)放學時協助清空與清潔： 

1. 桌面及抽屜、椅子及椅子下方全部物品清空，桌椅整齊排列成6*6(中山樓防疫考場不用)； 

2. 黑板(含板面、板溝、板擦)乾淨，小黑/白板板溝乾淨； 

3. 資訊講桌桌面整齊清潔； 

 111-1第7週紀律競賽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高一 和、平 從缺 敬 

 高二 誠 禮、和、平、簡、慧 從缺 

 高三 信 誠、敬 從缺 

111年10月朝會預定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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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週）日期：111.10.21 

 

 

 

秘書室 

教務處 

學務處 

榮譽榜 

教務處 

mailto:acad3@m2.csghs.tp.edu.tw
https://twsf.ntsec.gov.tw/Article.aspx?a=276&lang=1
https://www.accupass.com/event/2209280925169446776020
https://ntnuphy.wordpres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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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食部 

 

4. 地面與走廊乾淨； 

5. 置物櫃上方乾淨、整齊； 

6. 垃圾倒掉或綁起來，資收物回收； 

7. 酒精裝滿放在外面窗台(前門)。 

全班請留下，待愛糾檢查合格再行離開，感謝大家的協助。 

(二) 逸仙樓古蹟因管線問題易阻塞，請將衛生紙丟入垃圾桶，以評估是否能減少堵塞情形。 

(三) 請同學注意飲食均衡，若吃熱食部午餐，建議多選購自助餐，避免只吃冰棒或零食、飲料等。 

 

 

 

一、『庶務組報告』 

(一) 本週六（10/22）為大考中心112學年度第一次英聽時間，請高一各班教室及高二的二孝及二博教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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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當日校園進出人員管控，暫停開放校園自習及社團活動。 

(二) 氣溫已驟降，請同學使用冷氣時，務請考量實際需求，節能省電，10 月下旬將收冷氣費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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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讀服組報告』 

(一) 【自主學習】 

1. 高二校外自主學習第二階段申請開跑囉！請有意申請的同學可至校網「檔案下載-圖書館檔案下載」頁面列印填

妥報名表件，並給該班自主學習老師核可簽章後，在11/4 (五)前送交圖書館讀服組，逾期不候！ 

2. 段考後請同學們檢視自己的自主學習計畫是否執行得當，並做滾動式修正。 

(二) 【國際交流相關】 

1. 台日線上論壇已於本週完成面試，並錄取20位高一及高二同學參與線上交流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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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學年高二、高三「續借」平板的同學請於期限內完成續借程序(線上表單，含上傳所需資料)， 

逾期者列入歸還名單(請掃右邊QR-code；https://bit.ly/111csghspad ) 

1. 高二續借期限為10月21日起至10月31日止，若期限內未完成續借程序，將列入歸還名單。 

2. 高三續借期限為10月21日起至11月04日止，若期限內未完成續借程序，將列入歸還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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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6(三)*荷蘭阿姆斯特丹大學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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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R cod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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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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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初生日記」守門人進階講座 *歡迎同學踴躍報名參加！請準時到場。 

時間：10/27(四) 12:10-13:00 

地點：生涯資訊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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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高三學習歷程檔案講座【給高三生的學習歷程檔案秘笈】 

講師：王潔主任(國立清華大學招策中心) 

時間：10/28(五)第三節 

地點：禮堂，請高三全體同學於第三節10:10上課前準時於禮堂集合完畢。 

六、輔導室已於10/18(二)發放「學習歷程個人上傳及勾選件數通知單」，請高二高三同學帶回檢閱並完成家長簽名，於

10/25(二)前全班收齊繳回輔導室。 

 

 

 

 

一、午休時間請勿使用販賣機。 

二、近日食材缺貨狀況多，菜單常臨時變更，請大家包涵。 

 

 

 

一、「交通安全」校園巡迴宣教，將於下週10/26(三)下午1410-1500時於莊敬樓三樓閱覽室舉行，主題 

為「路權基本認識」，歡迎高一二同學踴躍報名出席。 

(全體高一二交通隊員務必準時參加，參加微課程者需提前告知請假) 

(一) 報名方式：掃描右方QR CODE完成線上報名 

(二) 報名截止日 : 10/24(一) 12:00 

(三) 請注意：現場不開放非線上報名的同學旁聽 

二、「國防醫學院參訪活動」 

活動時間訂於111年11月11日(五)下午，歡迎同學於111年11月4日 17:00前完成線上報名 

，報名請掃右邊QR-code，並同時繳交回家長同意書(需至教官室領取) 

【人數超過參訪上限時將以國培班同學→高三同學→高一二同學報名時間先後為錄取順序。】 

三、「女子防身術體驗課程」 

11/30 (三)將邀請校外特戰部隊搏擊教官來學校進行女子防身術的體驗課程(詳情請見報名表單內文 

介紹)，將開放下午5.6.7三節課讓同學自由選擇時段參加(一節20人次，勿重複報名)， 只有60位 

名額!歡迎同學踴躍報名喔! 

四、111學年度校園菸檳危害防制教育「網紅就是你」實施計畫，有興趣學生請踴躍報名參加 

(一) 活動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委託國立陽明交通大學辦理，希望藉由活潑之短片推廣菸檳

防制理念，將反菸、拒檳態度融入日常生活，推廣至校園，故辦理「網紅就是你」短片競賽

活動，收件日期至112年4月20日截止。 

(二) 活動相關事宜請逕洽國立陽明交大校園菸檳危害防制教育介入輔導計畫，電子信箱 

nosmoking.edu@gmail.com 或加入 LINE 官方帳號 

教官室 

輔導室 

圖書館 

 

總務處

館 

販賣部 

https://bit.ly/111csghspa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