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近期校外科學競賽活動：(詳情請參閱學校首頁「學生活動競賽」)

(三)日期：101.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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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截止

報名方式 or 地點

101 年度青少年科學人才培育計畫

3/13(一)

科學館 設備組

101 年度北市中等學校學生科學研究獎助計畫

3/12(一)

科學館 設備組

2012 國際地球科學奧林匹亞初賽

3/12(一)

科學館 設備組

二、『實研組報告』：
(一) 第二外語學藝競賽朗讀篇目與比賽序號已公告於學校首頁學生活動競
賽，請各班參賽同學務必上網詳閱，並於各組規定時間至指定地點報到參賽。
(二) 日語演講參賽同學，請於 3 月 2 日(五)前繳交演講稿至教務處實研組。
(三) 本週六高二預修大學第二外語專班仍照常上課，請上課同學準時到課。

100-2 第 2 週紀律競賽
第一名

競賽名稱

信

學務處

教務處

一、『活動組報告』：
(一) 高一高二班優良生選舉—2/24(五)班會課舉行，各班優良生代表資料表 2/24
放學前填妥，請導師簽名後，交學務處徐黎雯老師。
(二) 高一高二班優良生集合—2/29(三)中午 12:30 莊敬大樓閱覽室舉行校優良生
代表選舉說明，務必出席。

一、『設備組報告』：
(一) ★★100 下教科書繳費期限(2/17)已過，請還未繳費之同學攜帶繳費單及書
費至科學館設備組繳納。
(二) 100 下教科書訂購表影本 將於下週發給各班總務股長，屆時請總務股長通知
同學確認表中所列之教科書費是否正確；有任何問題，請同學攜帶該影本，
於 3/2(五)前至設備組進行更正。之後將不再更正，並依表列金額進行退費，
故請同學務必確認！
(三) 各班仍有書籍「缺漏」或「多書」的情況，請同學儘速與設備組聯繫或送回。
(四) ★★100 校內科展注意事項：
1. 參賽組別請最慢於 3/2(五)放學前，將展版布置於科學館 1F 多媒體教室指
定框架內。
2. 展版評審時間暫訂如下，請各組同學依下列時間至科學館地下室等候老師
評審。

(三) 校園優待票—2/21(二)、2/24(五)中午 12:00-13:30 勵志長廊販售「Disney 美夢
成真經典藝術展每張 150 元」、「鬼太郎妖怪樂園展每張 180 元」。
(四) 富邦「夢想起飛青少年圓夢計劃」—「個人」及「團體」組，申請成功者將
獲補助，截止日 5/31，詳情參閱 www.youngvoice.tw
(五) 2012 總統教育獎—請同仁推薦資格符合之學生參加市內遴選，3/2 前備妥相
關資料送活動組長，請參閱學校網頁最新消息。
(六) 轉社名單公告時間為 2/29(三)放學前，並於 3/1(四)起至新社團報到。
二、『體育組報告』：
(一) 樂動少年 3：快樂中山人—健康 快樂 公益 。你只要有 5 分鐘的慢跑、健

數學科

3/7（三）13：00

走、籃球活動【維大力基金會】為妳捐 1 元給【董氏基金會】，作為防治青

生物科

3/6（二）午休

少年憂鬱症經費、本校預計捐贈 15 萬元（150 萬分鐘），2 月 13 日—6 月 15

化學科

3/6（二）午休

生活應用科

3/6（二）午休

地球科學科

3/6（二）午休

日止。 期盼全校師生、家長大家共襄盛舉一齊來完成我們的心願。
(二) 雙數週週五 10：10-10：20 為晨間活動時間，請同學放下手邊工作，一起和
著音樂舞動身體，跳跳有氧操，活動筋骨讓學習更有效率。

物理科

3/6（二）午休

輔導室

3. 評審時間若佔用上課時間，設備組將給予公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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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現夢想非要腳踏實地不可，否則夢想的快樂永遠是空的～
趨勢科技創辦人 陳怡蓁

一、指定項目甄試輔導--小論文撰寫講座
對象：高三同學
時間：101 年 3 月 7 日（星期三）上午 12：20-13：10
地點：生涯資訊室
講座：國文科黃琪老師
二、 清華紫荊季科系博覽會－附中山一日營
清華大學附中山校友會於 101/4/15(日)在舉辦「附中山一日營」活動，活動包含
科系介紹及參觀實驗室，費用 200 元，當天早上 7:30 在台北車站有專車接送。

圖書館
一、『服務推廣組報告
(一)【詩沙龍】
時間 : 週三中午 12:20
主題 : (一)詩。悅讀(二)青春的年輪~詩書寫 (三)逆風混聲合唱~詩之聲 (四)
電影與詩的相遇
有興趣的同學，請詢問各班國文老師，或至圖書館服推組詢問。
報名截止: 2/24(五)
(二)【閱讀沙龍】
時間:3 月 1 日(四)中午 12:25
地點:圖書館 中庭
主題:如何抉擇---從電影"蒙娜麗莎的微笑"談起
參考書目:<The right question> Debbie Ford
主講人:林彩雲老師

有興趣的同學請3/9(四)前至本校首頁下載報名表，自行報名參加。
三、 中山家長職涯分享座談(場次一)
講題：輸贏就在一念之間
主講：魏吉漳先生(中山家長，精算師)
簡介：想知道魏爸爸如何從台中一中→數學系→美國數學碩士→臺大 EMBA→
精算師、認證理財規劃師、大學風險管理系講師等歷程嗎？魏爸爸會分
享他的求學經歷、人生態度及生涯抉擇過程，錯過可惜喔！
時間：101 年 2 月 29 日（三）中午 12：20-13：10
地點：莊敬大樓二樓生涯資訊室
四、 性別平等活動：「生涯發展心 多元性別情」攝影比賽
活動目的：破除性別迷思與刻板印象，擴展多元性別職涯視野。
參加方式：同學可自行運用任何型式之照相機〈含手機〉呈現與主題相關的相
片參賽。作品規格 5×7，黑白或彩色皆可，每人參賽作品件數至多 3
件。作品名稱自訂，需具體呈現突破性別限制的生涯發展內涵。
截止日期：於 3 月 28 日前將作品繳至輔導室。屆時將聘請相關領域老師進行評
審，遴選出優秀作品參加市賽。
獎狀獎金：市賽錄取獎項計有 3 名特優、6 名優等、18 名佳作，每名除獲頒
獎狀乙紙，亦分別有 1,500、1,000 及 500 元等值獎品一份，歡迎老師
多鼓勵或指導同學踴躍參加。

教官室
\

一、 樂旗隊即將於 3/3(星期六)參加全國音樂比賽，故擬增加室外練習時間：2/22（三）
18:30-21:00、2/24（五）18:30-21:00、2/25(六)13:00-16:00、2/28（二）13:00-16:00，
2/29(三)18:30-21:00、3/1(四) 18:30-21:00，若影響同學自習，敬請見諒。
二、 為因應全國音樂比賽，樂旗隊將於 2/29 早自習時間進行預演，若影響同學自習，
敬請見諒。
三、 機動車輛停車怠速管理辦法於 101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怠速逾三分鐘請熄火，
違反者處新臺幣一千五百元至六萬元罰緩。
四、 高三欲報考 101 學年「軍事學校正期班」同學請注意：
(一) 學校推薦且個人申請者：請務必於 3 月 9 日(五)1700 前將報名文件及書面
審查資料乙份送教官室鄧玫英教官。
(二) 個人申請者：請於 3 月 16 日(五)1800 前將報名文件自行郵寄至軍事學校正
期班招生委員會。
(三) 因體檢結果需 10 個工作天，請欲報考者掌握時效。

五、 校外性別平等活動訊息：同志父母、親人座談會
社 團 法人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為提供同志父母更多關懷與服務，將舉辦
一系列的同志父母座談會，活動詳細場次與地點請參閱網
址：http://www.hotline.org.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O1010207001&Rcg=43603
六、 《生涯卡不卡》活動開跑！
生涯卡不卡活動開始囉！歡迎想瞭解自己的興趣或者對於選組選系有困惑的
同學來輔導室登記預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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