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日期：102.12.06
(一)

榮譽榜

（五） 園遊會點券使用—12/07(六)14 時前請使用完畢，逾期作廢，不可退款。
（六） 園遊會點券黏貼憑證—12/07(六)14:30 前務必交至指定教室(高一及非班級攤位在莊
敬三樓預備教室、高二在莊敬一樓學務處對面資源教室)，所有點券需事前黏貼妥
當，14:30 後不再收取，且作廢。請各班攤位負責人務必依規定辦理，以免影響班
級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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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交通安全等四合一海報竸賽得獎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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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賀以上得獎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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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
第1名
第2名
第3名
佳作
佳作
佳作

教務處
一、 『註冊組』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高二轉組申請日期為 12/10~12/25，請於申請日期內至教務處
註冊組領取申請表並完成申請，逾時不受理

學務處
一、 『活動組報告』
（一） 校慶流程一覽表及各班攤位表—相關注意事項已發放通知至各班班櫃，請班長確實
宣達，另外個班攤位一覽表請上網查閱。
（二） 校慶各班班旗評分—12/06（五）12:40 前懸掛於指定地點，評分開始(未依規定時間
放置將斟酌扣分)；18:00 後收妥，以免淋濕或遭風吹毀。
（三） 園遊會最佳攤位評選—評選辦法已發放各班班櫃及上網公告，錄取前五名，頒發獎
品獎狀；評分時間為校慶當日，歡迎各班踴躍爭取榮譽。

（七） 12 月班代大會—12 月 16 日(一)12:30 於閱覽室舉行，請各班班代準時出席。
（八） 週記抽查時程—請各班學藝股長提醒同學，務必依指定期限繳交，另外請學藝股長
於 12 月 11 日(三)12:40 至閱覽室集合，將舉行週記抽查說明會。
年級

送交導師

時間

送交學務處

時間

領回時間

地點

高三(3 篇) 12 月 16 日（一）

12 月 18 日（三）
12 月 23 日（一）
10：00
10：00
高二(5 篇) 12 月 23 日（一） ～ 12 月 19 日（三） ～ 12 月 30 日（一） 學務處
10：20
10：20
高一(5 篇) 12 月 30 日（一）
12 月 26 日（三）
01 月 06 日（一）
二、 『體育組報告』
（一）12/12(四)高二班際排球比賽開始，請出賽同準時到場比賽。
三、 『衛生組報告』
（一）校慶當天請同學注意飲食衛生及環境清潔，烹飪時請小心安全。
（二）園遊會結束後，食物請同學務必帶走，勿將食物留在班上。

輔導室
一、 2014 年日本早稻田大學學校推薦報名
（一） 欲報名的高三同學請於 12/6(五)之前洽輔導室吳老師。
二、 作品集排版講座
（一） 內容：針對高三欲甄選藝術創意設計類科所需之作品集講解製作重點
（二） 講師：北科大多媒體科技研究所曹筱玥教授
（三） 日期：102 年 12 月 6 日(五)12：20-13：10
（四） 地點：生涯資訊室
三、 繁星推薦說明會
（一） 日期：102 年 12 月 20 日(五) 12：20-13：10
（二） 地點：演藝廳
四、 中山家長親職講座
（一） 主題：家有青少女~如何與寶貝女兒溝通
（二） 講師：鍾昭瑛臨床心理師（馬偕紀念醫院）
（三） 時間：102 年 12 月 13 日（五）晚上 19：00-21：00（18：30 開始報到）
（四） 地點：逸仙樓一樓簡報室(若人數太多將更換地點並上網公告)

（四） 園遊會各班攤位—12/07(六)15 時前需打掃乾淨，物品歸位，以利廠商收帳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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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香港各大學申請截止日提醒
條件
香港大學

香港
中文大學
香港
理工大學

香港科技
大學

申請截止日

網址

1.學測成績 65 級以上
2013.11.15 早期申請 http://www.als.hku.hk/ad
2.英語：TOEFL iBT 80 以上 2013.12.30 申請截止 mission/intl/admission/ad
或 IELTS 6.5 以上
missionHK2
1.學測或指考成績
2013.11.15 早期申請 http://www.cuhk.edu.hk/a
2.英語：TOEFL iBT 80 以上 2014.1.2 申請截止
dm
或 IELTS 6.0 以上
1.學測 65 以上，英文頂標
2.英未達頂標則則以
TOEFL iBT 80 以上或
IELTS 6.0 以上替代

2013.10.7 開始
2014.1.15 申請截止

http://www.polyu.edu.hk/
study 之 international
students

1.學測總級前 15%，各級分 2013.11.15 早期申請 http://join.ust.hk/internati
均標以上
2014.1.15 申請截止 onal/applyhere/requireme
2.英語: TOEFL iBT 80 以上
nts.html
或 IELTS 6.0 以上

六、 「魔鏡、魔鏡，我是誰？－自我探索工作坊」開始報名囉！
（一） 內容：你會想要更加了解自己能力和特質嗎？是否對於自己人生和感情的價值觀感
到困惑？ 有時候莫名其妙地陷入情緒當中不知道自己怎麼了？這些疑惑都會在團
體中探討，所以趕快來報名吧！
（二） 參加對象：全校同學皆可報名，預計招收 8-12 人（額滿為止）
（三） 工作坊時間：12/21（六）9:00-17:00 和 12/22（日）9:00-12:00，將以一個週末共一
天半進行。必須全程參與，報名確認後會再進行工作坊說明。
（四） 活動地點：莊敬大樓 2F 生涯資訊室
（五） 領導者：張淑婷、陳家瑜（實習諮商心理師）
（六） 報名方式：即日起繳交回條至輔導室親自報名，截止日期為 12/13(五)
（七） 全程參與本活動後授予結業證書和嘉獎一支。歡迎對心理、社工相關科系有興趣的
同學報名參加。
（八） 若有任何問題，請至輔導室找陳家瑜或張淑婷老師！快來參加吧！
七、 116 周年校慶，輔導室舉辦-舊愛新歡跳蚤市場，設攤位於勵志長廊，販賣師長同學們
樂捐的二手商品，請同學踴躍光臨購買做愛心喔！
八、 歲末祝福感恩活動－耶誕傳情
（一） 內容：在這溫馨的十二月，你是否在煩惱該送甚麼東西給朋友和師長、傳達今年對
他們的感謝呢？別擔心，輔導室小義工都幫你準備好了！
（二） 活動對象：全校老師、學生
（三） 活動方式：

1. 請於輔導股長拿回班上的傳單自由登記購買，在 12/19(四)前每日的中午時間交至
輔導室，繳交費用(以班級為單位繳交)並領取祝福小卡。拿到祝福小卡後，寫下你對
老師或同學們(請記得註明班級)的祝福和感謝，於 12/19(四)中午前將小卡交至輔導
室，以便製作「聖袋」。
2. 輔導室會派「耶誕小天使」於 12/24(二)、12/25(三)這兩天為你的祝福對象送上「聖
袋」傳達你對他們的感謝與祝福！
（四） 活動時間：
1. 登記購買時間：即日起至 12/19(四)中午為止
2. 交回祝福小卡時間：12/19(四)中午前務必交回
3. 聖袋發送時間：12/24(二)、12/25 (三)午餐時間
（五） 費用：一袋裝著可愛糖果和溫馨祝福小卡的「聖袋」
，加上耶誕小天使專人送達的驚
喜，每份 30 元。(可至輔導室看成品喔)

教官室
一、 高一報名交通隊同學請注意：
12/10 中午 12:30 於莊敬樓閱覽室辦理交通隊選哨作業。
二、 臺北市公共自行車中文名稱為「微笑單車」、英文名稱為「YouBike」，請勿使用
「Ubike」、「U-bike」及「Youbike」等稱呼。

合作社
一、 自 102/12/10(二)起調整滷味販售方式：
（一） 歡迎想節省時間的同學於快速取餐區與線上訂餐系統購買套餐式滷味，如快速取
餐區的滷味套餐已售完，亦可至滷味區購買套餐。
（二） 滷味區提供客製化與套餐式滷味。
二、 便當箱務必於當日中午 13:30 前送回網購取餐位置，以利工作人員清洗便當箱［高
一：自強樓一樓走廊鄰近哺乳室、高二：自強樓一樓走廊靠近教師會、高三：逸仙
樓一樓靠近禮堂〕。
三、 為防止扣款錯誤及衛生考量，禁止以輸入學號或現金方式結帳，未帶學生證者請向
同學或冷飲部阿姨借卡。

接受的人生是貧窮的，感恩的人生才富貴。一點頭、一微笑、
主動助人，都是無限恩典。因此，父母、師長、國家、親朋的
滴水之恩，都要湧泉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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