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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 第 14 週 整潔競賽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高一 義、智   仁 

高二 平 和 博、愛 

高三 樂、誠   愛、平  

 

110-1 第 14 週 整潔競賽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高一 智 義、忠  

高二 簡 誠 和、公 

高三 樂 慧 義、業 

 

 

一、『註冊組報告』 

(一) 【高三特殊選才：以下簡章與報名方式請至高三升學專區查詢】 

1. 四技二專特殊選才 (個別報名，12/20-12/24)。 

2. 原住民與離島生師資培育聯合保送 (至註冊組報名，至 12/15)。 

3. 國立暨南大學原住民文化產業與社會工作學士學位學程原住民族專班 (個別報名，111/3/9)。 

4.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學士原住民族專班 (個別報名，12/13-111/1/13)。 

(二) 【高三升學考試】 

1. 12/11 第二次英聽，注意事項請同學至校網最新消息查看。 

2. 111 學年度繁星推薦校內實施計畫已公告，請至校網最新消息，或高三生學專區查看。 

(三) 【高二轉班群】 

1. 截止日期為 12/16 16:30，請同學注意時間 (需給家長、導師、輔導老師、課諮教師簽名)。 

2. 申請表請至註冊組領取。 

二、『設備組報告』 

(一) 【110 年高中女生科學教育巡迴計畫講座中山女高場次】 

3. 活動時間：110 年 12 月 12 日(星期日) 7:30-17:00 

4. 報到時間及地點：7:30~7:50，莊敬大樓 3 樓演藝廳 

5. 請參加同學準時報到，生物及化學組請攜帶實驗衣，高 1 的同學可於活動當日至實驗室借用。 

6. 其他注意事項，請留意學校首頁最新公告。 

(二) 【第 4 屆化學競賽探索營報名簡章】 

1. 活動時間：111 年 1 月 25 日(星期二)至 111 年 1 月 28 日(星期五)。 

2. 活動地點：臺北市立弘道國民中學(臺北市中正區公園路 21 號)。 

3. 活動對象及人數：110 學年度就讀全國高中職以下之同學，預計人數共 48 位。 

4. 報名截止日：110 年 12 月 26 日（星期日） 

5. 活動報名網址：https://forms.gle/Cvtzt87UbVY3hKWc6 

6. 活動費用：每位 4,500 元整，不住宿者 3,600 元整。 

7. 其餘相關資訊請參考粉絲頁資訊：https://www.facebook.com/2022ichoc/ 

(三) 【生物奧林匹亞推廣說明會】 

1. 活動時間：110 年 12 月 17 日(星期五) 13:20~15:30 

2. 報名時間及方式：110 年 12 月 15 日(星期三)16:30 前，至科學館 1 樓設備組報名 

3. 活動地點：科學館 2 樓生物實驗室(二) 

三、『教學組報告』 

(一) 高三於 12 月 14、15 日(二、三)進行北市第二次學測模擬考，請高三老師隨班監考並協助

管理自習秩序。 

(二) 由於模考考科較多，教學組將發放考試座位安排，請同學特別留意。另，【數 B】考試時

間為 12/14(二)14:50~16:30，未考【數 B】者，請於 16:10 安靜離校，勿影響其他同學考試。 

(三) 點燈教室延長實施，預約表已置於點燈教室門板，歡迎同學多加利用。 

四、『特教組報告』 

請同學轉知有興趣的國中學妹報名參加。 

本校將辦理國中女性數理資優科學營-「科學角度看楓景」 

(一) 活動時間、地點及內容 

1. 時間：110 年 1 月 24 日（一）-110 年 1 月 25 日（二）上午 8 時 30 分至下午 5 時 00 分。 

2. 活動地點：中山女高科學館（臺北市中山區長安東路二段 141 號）。 

3. 活動內容：詳見中山女高首頁「特教組」訊息 

(二) 活動對象：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可報名 

1. 目前就讀數理資優班國中女性學生 

2. 目前為數理校本資優教育方案國中女性學生 

3. 對數理科學有濃厚興趣國中女性學生 

(三) 報名方式、甄選方式及錄取標準 

1. 於 110 年 1 月 5 日（三）前上學校網頁報名系統報名 

2. 錄取 60 名，國九學生優先錄取。 
 

 

 

 

一、 『訓育組報告』 

(一)  【班代大會】 

十二月份班代大會訂於 12/16(四)中午 12:10 於莊敬大樓 3F 閱覽室舉行，請各班班代準時

出席。其他注意事項說明如下： 

1.  班代大會發言條：請於 12/10（五）16:20 前放置位於學務處外的班代大會會櫃的第二格。 

2.  新設置的班代大會會櫃共有三格，第一格放置所有資料（如提案單、委託單、質詢單等）， 

若有需要請自行拿取。除了委託單以外的資料，請於 12/10（五）16:20 前交回班代大會 

會櫃，委託單請在 12/13（一）16:20 前交回。 

(二)  【社團相關】 

1.  12/11(六)學校作為大考中心英聽測驗考場，當日暫停校內社團活動，請同學配合！ 

(三)  【畢聯會相關】 

1.  畢冊交稿：尚未繳交畢冊班級頁的高三班級，請最晚於 12/15(三)上傳 FTP（原始檔、PDF 

   都要）。如班級有個別問題，請洽詢訓育組李品賢組長。 

 

（第十五週）日期：110.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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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衛生組報告』 

(一)  因應 12 月 11 日本校進行英語聽力測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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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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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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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地面與走廊乾淨；5.垃圾倒掉或

綁起來，資收物回收；6.酒精裝滿放在講桌上。請衛生及副衛生留下，待愛糾檢查合格再

行離開，感謝大家的協助。 

(二)  訂購外食請於訂購日前一週至膳食委員會 Google 日曆預定日期

(https://reurl.cc/EZ04WA) ，最遲於訂購日前一日放學前攜帶申請單至衛生組辦理登記，當

日出示申請表出校門領取外食。 

(三)  本期「學校午餐通訊」主題為「鈣健康」及「鈣好友-維生素 D」，請於 12 月 15 日前上網

觀看影片(eatingright.tp.edu.tw)，填答問題並留言可參加抽獎(可參考網站公告)。 

三、 『生輔組報告』 

(一)  【高三期末考後請假提醒】 

高三於 12 月 29、30 日期末考後仍應正常到校上課，惟考量同學有特殊需求，援例自 1

月 3 日至 1 月 19 日共計 13 天，學生可依需求由家長提出，並確實自理請假時間作息狀

況，以專案辦理連續事假申請，本申請表請於 12 月 24 日（五）前副班長收整後將統計

表及個人申請表統一交給輔導教官。 

(二)  【校慶旗桿】 

請於 12/14 (二)7:45-8:00 將旗桿(各班)、校旗(高三)及旗桿球前交回莊敬大樓。 

(三)  下學期【110-2 選班級幹部表、110-1 班級幹部確認表、110-1 服務學習時數登記表】，由

班長統一領回，請同學提早準備。 

年級 發放時間 繳件時間 

高一二 12/24(五) 111/1/7(五) 

為維護班級權益，以上請班長於導師簽章後，於期限內交回生輔組彙整。 
 

(四)  【反詐騙宣導-假交友詐騙!!臉書突然收到外國帥哥、美女傳來的陌生訊息... 】 

    
 

 

 
 

一、 【本學期「課程學習成果」認證延長至 2/8(二)下午 17:00】 

依據 110 年 11 月 29 日北市教中字第 1103109228 號來文，為使學生具足夠時間完成資料上傳且

避免流量集中於深夜，調整 110-1 課程學習成果認證截止時間如下： 

學生「課程學習成果」送認證：110 年 10 月 14 日(四)00:00 至 111 年 2 月 8 日(二)下午 17:00。 

教師認證課程學習成果時間 ：110 年 10 月 14 日(四)00:00 至 111 年 2 月 11 日(五)下午 17:00。 

 

 

 
 

一、 『讀服組報告』 

(一)  臺北市 111學年度國際交換學生學習實施計畫 : 請有意申請的同學於 12/27前備齊資料送

至圖書館。(相關資訊已於日前公告校網，請自行搜尋參閱) 

 

 

 
 

一、 12/11(六)上午,本校為大考中心英文聽力測驗考場 

二、 12/11(六)15:00-17:00 全校停電 2 小時 

三、 12/13(一)莊敬大樓體育組前將進行磁磚修補工作,請同學繞道通行,注意安全 

 

 

 

 
 

一、 【友善校園宣導】 

高三同學適逢升學抉擇的關鍵時期，高一、二同學應秉持互敬互重，共同發揮同理心，於平(假)

日任何時段行經逸仙樓周圍、內部或於戶外實施活動時，請務必相互提醒放輕音量，提供高三

同學最優質的學習環境。 

二、 【交通安全宣導】 

(一)  本月 19 日 6 時至 9 時北市承辦「2021 臺北馬拉松」，校園週邊交通流量預期較例假日同

時段高，請同學返校自習或活動時，多加注意行路安全。 

(二)  行人穿越道路，有交通指揮人員指揮者，應依交通指揮人員之指揮前進。無交通指揮人員指

揮又無號誌指示者，應小心迅速通行。節錄自「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134 條第四款。 

(三)  過路口請注意綠燈秒數是否足夠；上放學請配合交通隊及教官、學創引導。 

 
三、 【防制藥物濫用資訊】 

(一)  「守住立場 絕不越界」反毒宣導影片(如右圖)                  

(二)  「喵喵」EDM 反毒海報宣傳 

教育部電子檔請逕至教育部「防制學生藥物濫用資源網」（文宣專區 http://erp.moe.gov.tw/  

Poster）下載運用。   

四、 【111 學年度國軍正期班招生宣導】 

(一)  111 年軍事學校正期班招生簡章已公告於本校首頁及國防部人才招募中心。 

(二)  12 月 16 日 12 時 10 分舉辦 111 學年度正期班報名輔導課程在電腦教室五，國防部人才招募

中心派員蒞校協助將智測及國防測驗個人資料建檔，準備大頭電子檔，要參加的同學請至教

官室報名提供午餐~ 

(三)  111 年軍事學校正期班招生簡章規定體檢期間為：110 年 10 月 15 日～111 年 3 月 10 日 

 (請考生網路預約後於 110 年 10 月 15 日起，赴指定醫院實施體檢。 

 

教官室 

圖書館 

輔導室 

總務處 

更多詳情請參閱國軍人才招募中心網站。教官室提供公假前往。 

 

http://erp.mo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