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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組
一、高三同學報名參加大學「個人申請」入學之考生，均需
至全國大學個人申請官網 https://www.cac.edu.tw/依下列
說明自行設定一組個人專屬之密碼
(一)登錄網址：，請選擇網頁內 「個人申請」，進入後選
擇「個人密碼設定」。
(二)系統開放時間：109 年 3 月 5 日至 109 年 5 月 25 日，每
日上午 9 時起至下午 9 時止。
※完成設定後應下載「109 學年度大學個人申請招生個人密
碼設定確認表」，本組密碼僅限考生個人使用，請考生
妥善保管確認表，勿告知他人，以保障個人資料安全及
甄試權益。
考生個人之密碼係為「個別報名考生網路報名(含報名狀態
查詢)」、「集體報名考生報名狀態查詢」、「應屆畢業生
查詢高中(職)在校成績證明」、「第一階段篩選結果查詢(含
複查申請及查詢)」、「第二階段審查資料上傳」、「網路
登記就讀志願序」、「統一分發結果查詢(含複查申 請及查
詢)」等系統，所需輸入之證號。
二、學生證尚未蓋註冊章的同學務必於本週至註冊組補蓋章。
三、獎學金公告只公告於各班學校首頁。請同學自行上網注
意各項獎助學金之申請期限與注意事項。
四、高一同學必答問卷：臺灣後期中等教育整合資料庫問卷
調查，網址 https://ques.cher.ntnu.edu.tw/108grade10 或學
校首頁右方點選連結，請務必協助調查！
訓育組
一、本校已於3/27(五)採線上投票方式進行優良學生選舉，
選舉結果如下:
**高一：一和蔣佳芸、一平徐鈺雯**
**高二：二義蔡幸芸、二誠陳畇安**
以上4位同學將代表學校接受台北市表揚。
二、由於防疫期間，學校停止大型集會活動，所以會透過學
校網頁公告、班級通報與 line 群組等發布學生應該要知
道的訊息，請大家務必配合。
四、有關防疫期間社團活動參與準則(109.3.30 版本，視疫
情動態修正)
1.團體活動時間：
六周團體活動時間排定的社團活動課照常進行，也請教
師與同學做好自主管理，室內場地須保持通風狀態。
2.課後社團活動
(1)所有社團課後活動在校內進行者，僅限制外校人士參
與，各場地之小型集會與練習仍得正常進行。
(2)小型集會與練習應做好健康自主管理，並保持場地通
風狀態。
(3)假日借用學校場地辦理活動，須於門房進行體溫之量
測，量測結果正常方能進入校園。
3.校外社團活動
(1)依規定申請，並使用新式加註警語之同意書，仍得照
常辦理。
(2)建議改為戶外活動。
(3)所有活動皆為自由意願參加，不得以任何方式強迫社
員。
4.大型社團成果發表
(1)依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09 年 3 月 20 日臺北市政府

北市教中字第 1093026122 號，社團成果發表一律取
消。
(2)以上規定並無限期，私自辦理大型成果發表活動，
將會依學校獎懲補充規定第 10 條第 29 款、第 11 條
第 19 款處以至少小過以上；社團也將依相關規定解
散。
(3)若有改變原來社團成果發表的形式與規模等，變更為
一般社團活動，請重新填寫活動申請與檢附家長同意
書，並遵守相關防疫規定。
生輔組
一、本校 3 月 30 日(一)第 5 次防疫會議決議，配合教育局來
文辦理，暫不開放班級外訂。
二、上學刷卡：請同學與住宿生記得攜帶數位學生證於上學
時間刷卡，彼此互相提醒，養成習慣；學生證遺失同學
請儘速至教務處註冊組辦理。
若未依規定刷卡(含未帶學生證者)，每 1 人次扣 1 分，
將影響該班守時成績；凡因當日請假或申請補辦無法刷
卡者，請風紀股長在未刷卡名單上註記，將不扣分。
三、電話禮節：接獲班級網路電話請先告知來電者「*年*班
你好，請問找哪位？」，注意電話禮貌，以維班級形象；
另再重申班級網路電話電源插座請勿任意拔除，一經查
獲將依校規予以警告處分。
四、防詐騙小叮嚀:
1、網路購物已成為國人常見之消費模式，詐騙集團亦經常
鎖定安全性不佳之網站，盜取客戶資料進行詐騙。歹徒
來電號碼大都有顯示「+」之境外來電，均係先假冒網站
客服人員，告知操作錯誤，之後假冒銀行或郵局人員來
電，要求民眾至 ATM 前解除分期付款，俟民眾遭騙後，
又再以須購買遊戲點數方能將所匯款項退回，造成民眾
二次被騙，財損金額提高。
警方呼籲「解除分期付款詐騙」、「購買遊戲點數」案件
向來為常見詐騙手法之榜首，再次提醒自動櫃員機絕無
解除分期付款設定功能，遊戲點數無法作為帳戶擔保，
「解除分期付款設定」、「回沖帳戶金額」、「購買遊戲點
數」等均為詐騙歹徒說詞，請勿輕易上當。另來電號碼
第一碼有「+」的符號，係境外撥打至台灣之電話，民眾
應清楚辨識，以防受騙上當。
2、LINE 帳號遭盜用進行小額付費詐騙頻傳，切勿代收簡訊。
警方呼籲，歹徒常利用小額付費機制進行詐騙，甚至先開
通被害人小額付費服務後再行騙代收認證簡訊，因此建議
民眾如無使用小額付費功能之需求，可向電信公司要求關
閉，並且切勿代收簡訊，如收到可疑訊息應以室內電話向
本人聯繫確認，亦歡迎撥打 165 反詐騙諮詢專線查證。
3.詐騙分子及駭客常以 LINE、臉書等軟體假冒親友傳送訊
息，要求同學代收簡訊、回傳認證碼或誘騙同學點選釣魚
網站連結，再利用手機小額付款機詐騙得利，請同學小心
謹慎防範。
五、有關防疫期間請假補充規定
1.同學如有發燒或呼吸道症狀，可申請防疫假，不列入
缺曠，
2.防疫假須檢附醫療院所診斷書(非醫療收據) ，自應診
日起算，可核予最多 3 日防疫假，例如診斷書應診日為

3/18，則 3/18、3/19、3/20 可請防疫假。
3.不需畫假卡，請至學務處拿防疫假假單，填寫後附上診
斷書，給導師簽名後交生輔組。
六、有關服儀規定
1.請遵守並尊重服儀相關規定，請勿穿著便服到校。
2.偶有學生到校，全身沒有任一制服可供辨識，請同學自
重！未來有類此情況，除登記違紀之外，將另外電話通
知家長協助督促改善。
七、依社會秩序維護法與傳染病防治法相關規定，請同學不
要任意散布未經官方公開宣布之疫情訊息，尤其涉及到
個人隱私問題，例如近期臺北市某所高中因為新冠病毒
肺炎確診達兩例以上，依規定全校停課，相信在資訊流
通的現代，同學們都很容易得知是哪所學校，但不代表
可以在公開的社群網路媒體直接寫出校名或個人姓名，
本案已有人提告，提醒各位同學注意。
衛生組
一、鈞局為加強午餐衛生管理措施，請午餐人員配戴一般口
罩，有關午餐人員，係指公辦公營自設廚房之直接與食
品接觸之廚師/工，及班級每天實際協助打菜的學生或老
師請戴口罩，以免口沫污染食物造成傳染病群聚感染。
二、一般健康的民眾無須隨時配戴口罩，餐飲業從業人員係
指所擔任的工作與食品接觸且有影響產品之衛生安全的
工作人員，配戴口罩之目的係為防止口沫污染食物，可
配戴一般口罩，包括布口罩、紙質口罩、活性碳口罩
等，以達衛生安全自律管理，不須使用醫用口罩。」
三、本校為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發布109年3月14日起
從歐洲27國返臺者均需居家檢疫14天，以及3月15日公布
北部高中校園首例境外移入確診病例，有關教育部通
報，境外返臺之教職員工生健康管理配合事項重點如
下：
(一)主動聯繫返臺教職員工生：
1.即日起從境外返臺之教職員工生（包括境外生），學校均
須主動聯繫，確認是否須居家檢疫或自主健康管理。
2.請向校內教職員工生宣導，如因個人行程出遊返國者，請
務必將旅遊史主動告知學校，以利學校安排健康管理相關
措施，如因隱匿而造成校園防疫破口，將依校內獎懲規定
追究其責任。
3.另請提醒校內教職員工生於出國期間，倘與確診病例有所
接觸者，返臺入境時應主動誠實申報，並通報1922及學校。
(二)學校經聯繫，確認須居家檢疫者後，請配合如下：
1.為境外師生者，除本部每日仍會依移民署通知，主動通報
學校外，也請學校依本部109年2月10日「港澳學生管理及
防疫措施」通函，與地方窗口做好每日居家檢疫名單交
接，並安排隔離宿舍。
2.為本國教職員工生者，須在自家進行居家檢疫，惟仍請學
校掌握、關懷渠等教職員工生，並提醒擅離居家檢疫住所
將被開罰，同時妥慎安排學生相關教學、行政、學習等銜
接措施，以避免教職員工生返回學校。
(三)學校經聯繫，確認須自主健康管理者後，請配合如下：
1.提醒渠等教職員工生，依指揮中心「具感染風險民眾追蹤
管理機制」規定，應儘量避免出入公共場所，爰請積極安
排其在家或宿舍休息，不要到校。
2.配合在家或宿舍休息之學生，無須核給假別且不應將其列
入缺課紀錄，並應同時提供安心就學方案及安排學習銜接
措施；另有關教職員工部分應請病假，但不列入學年度病
假日數(惟自109年3月13日起非因公奉派出國，且返國後
經衛生主管機關列為自主健康管理對象者，列入學年度病
假日數，或改依其他假別辦理)，並請同時安排相關教學
及行政工作銜接事宜，以維護權益。
(四)指揮中心建議事項：
自109年3月16日起，從境外返臺學生（含過去14日曾有

國外旅遊史）
，如非前述居家隔離/檢疫/自主健康管理等
對象，但自返臺日起外出及上學期間，仍應每日全程配
戴口罩、勤洗手、早晚量測體溫直到14天期滿為止。
四、高一各班本學期健康促進文宣比賽作品請於明日中午前
繳至學務處衛生組，逾時未交的班級扣班級成績5分，請
高一各班準時繳交。
教官室
一、109 年全民國防教育「暑期戰鬥營」活動期間自 7 月 20
日至 8 月 21 日止，採網路報名「限額制－先報名錄取」
方式辦理，活動報名自 5 月 9 日 12 時起至 5 月 15 日 17
時止，於「全民國防教育暑期戰鬥營報名網站」
(https://camp.gpwb.gov.tw)開放網路報名選擇營隊及
梯次 。
二、教育部 109 年第三屆「我的未來我作主」反毒微電影競
賽徵件期限延長至 109 年 4 月 22 日（星期三）下午 3 時，
請進入【我的未來作主】網站： www.antidrug.tw 完成
網路系統報名。
三、國防部 109 年「國防知性之旅－營區開放」活動期程公
布於國防部「政戰資訊服務網」
(http://gpwd.mnd.gov.tw)、「全民國防教育網」
(http://aode.mnd.gov.tw)及「全民國防臉書專頁」。
四、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隊拍攝反詐欺車手宣導影片「歧 路」，網址
https://www.facebook.com/259200907545593/posts/1
921645051301162/
五、用藥安全、毒品防制標語
（一）不明藥物勿相信，正確用藥才安心。
（二）訊息可以已讀不回，吸毒卻是一去不回。
（三）拒毒保平安，幸福無極限。
（四）莫要好奇吸毒品，成癮未知毀終生。
（五）毒品的快樂，不是真正的快樂。
（六）若要生活有藍天，拒絕毒品最優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