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日期：103.02.21

科學館設備組受理推
103 年度青少年科學人才培育計畫

3/17(一)

(一)

102-2 第 1 週紀律競賽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高一

忠

廉

孝

高二

勤

和

孝

高三

仁

簡

孝

薦報名，逾期不受理推
薦
科學館設備組受理推

103 年度北市中等學校學生科學研究獎助計畫

3/10(一)

薦報名，逾期不受理推
薦

學務處

3 月朝會預定日
高一朝會

全校朝會

高二朝會

週一

週三

週五

一、 『活動組報告』：
（一） 高一合唱比賽報名－請高一各班負責人於 3/7 五)10:20 前繳交至學務處徐黎雯老師，並進

3/3

O 全校操場(優良生介紹) 3/5 X

3/7

O

3/10

O

高一禮堂

3/12 X

3/14

X

3/17

O

高一禮堂

3/19 X

3/21

O 高二禮堂

莊敬大樓 2 樓閱覽室進行，時報系列叢書 7 折，其他系列叢書 75 折，歡迎師生踴躍前往

3/24

X

3/26 X

3/28

X

觀展。各班書展訂購單將於 2/21(五)發放，請班代協助於 3/5(三)放學前繳回訂書單，並於

3/31

O

高二禮堂

高一禮堂

行出場序號抽籤。
（二） 【2014 品格青年國際高峰會系列活動-閱讀動人心‧精選好書展】－2/24(一)~2/27(四)將於

3/12(三)前完成收費。
（三） 校優良生代表競選—2/26(三)及 3/3(一)朝會時段舉行各班優良生代表自我推薦，請各班代

教務處

表及助選員準時前往司令台旁集合，各班請準時到操場集合。
（四） 校優良生選舉說明—高一二各班班長請於 3/7(五)中午 12:30，莊敬大樓 3 樓閱覽室集合、

一、 『設備組報告』
：
（一） 102 下教科書繳費期限(2/25)，請還未繳費之同學攜帶 繳費單 盡快繳費。
（二）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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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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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三班長請於 3/7(五)放學 17:10 於簡報室集合，班長不克出席需轉告副班長代理。
（五） 校優良生代表選舉—3/10(一)班會課舉行，高一二各班班長 10:00-12:30 至學務處領選票、
高三班長於早自習後即可至學務處領取選票；該日 13:20 前將所有選票及統計表送回，逾
期以廢票記。
（六） 班代大會—2/26(三)於莊敬 3 樓閱覽室辦理，請各班班代務必準時出席。
（七） 春鬥 2014 雲門 2 十五週年訂票優惠－相關場次請參閱公告海報，團體優惠 20 張以上 85

折，50 張以上 8 折，有興趣前往欣賞的同學，可至活動組洽詢。
1. 參賽組別請於 2/24(一)～2/27(四)期間，將展版布置於科學館 1F 多媒體教室指定框架內。 二、 『體育組報告』：
(一)健康、快樂是很棒的一件事、本學期為配合國民體育法第 6 條:『高中生除體育課程時數外，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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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參與體育活動之時間，每週應達 150 分鐘以上』規定，本校首推慢跑活動！高 3 列為課程項目，
數學科
3/5（三）13：00
高 1、2 採加分方式，鼓勵同學多運動〈詳請找任課老師〉
，慢跑後記得要隨手將慢跑圈數登記到紀
生物科
3/4（二）13：00
錄卡上，紀錄卡隨楓城紀事發放，請康樂轉發班上同學妥善保存、結束後繳回任課老師處。
化學科
3/4（二）13：00
(二)慢跑活動—『我愛中山 110』師生 22000 公尺慢跑活動，即日起至 5/20〈5/10 高 3〉止，建議同
生活應用科
3/4（二）13：00
學每次跑 5 圈，養成持續運動的習慣。
物理科
3/4（二）13：00
(三)高 1 班際排球賽 03/07 前要完成報名 03/10 朝會賽程抽籤。
3. 評審時間若佔用上課時間，設備組將給予公假。
(四)102 學年度體適能檢測資料：總檢測人數 2820 人、金質 195 人銀質 213 人銅質 726 人，中等 747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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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待加強 657 人、全校共有 255 人未完成，2 月底前同學可找任課老師完成補檢測。
競賽名稱
報名截止
報名方式 or 地點
(五)同學可上中山網頁榮譽榜或體育組佈告欄、也可上教育部體適能網站—健康體育護照—帳號請
102 校內科展注意事項：

1

輸入身分證字號，密碼請輸入學號，核對體適能檢測資料、如有誤植請至體育組更正。
(六)高三同學如需要體適能檢測資料證明，請至體育組下載用印。

一、香港城市大學說明會(校內)
(一) 日期：2014 年 2 月 24 日(一)12：30-13：10
(二) 地點：生涯資訊室

圖書館
一、

圖書館擬於 3/3(一)列印高三同學的閱讀證書，請高三同學把握機會進行校內系統?喜閱書坊
--線上閱讀認證?。3 年內通過認證書籍 5 本以上，才發予證書。

二、

本學期讀書心得比賽投稿時間: 2/1~3/15，小論文比賽投稿時間: 2/1~3/31。詳情請參閱中學生
網站 http://www.shs.edu.tw/，記得繳交未抄襲切結書至服務推廣組，注意網頁中投稿人姓名年
級是否有誤，並提早於時限結束前上傳，以免發生網路塞車上傳失敗。

三、 3/10 進行班級網頁評選，將選出 6 個班級參加臺北市班級網頁競賽。請各班把握時間充實班
網內容。

教官室
一、 高三欲報考 103
官輔導
一、學年度「軍事學校正期班」同學請注意

室

（一） 學校推薦且個人申請者：請務必於 3 月 7 日(五)1700 前將報名文件及書面審查資料
乙份送教官室孫萓教官。(無體檢表及報名表者，先繳交其它資料)
（二） 個人申請者：請於 3 月 14 日(五)前將報名文件"自行"郵寄至軍事學校正期班招生委
員會。
（三） 體檢報名日期至 2 月 27 日止，體檢結果需 10 個工作天，請欲報考同學掌握時效。
二、

高三欲報考 103 學年度「中央警察大學」或「臺灣警察專科學校」同學請注意

本校「中央警察大學」校友訂於 3 月 14 日(五)、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校友訂於 3 月 21 日(五)返校
招生宣導，請於 12 點 10 分至科學館一樓多媒體教室參加說明會。(攜帶午餐者請保持會場整潔並
將垃圾自行攜出)
三、
「反毒健康小學堂」相關事宜
(一)依據：教育部 102 年 12 月 24 日臺教學（五）字第 1020189418 號函辦理
(二)目的：鑑於毒品對青年學子危害甚大，教育部以「紫錐花運動」健康、反毒
及愛人愛己之意涵，營造拒毒反毒純淨校園，讓學生健康安全成長，
特辦理此活動。
(三)本校作法：
1.近期將公佈題庫，請同學利用課餘時間先行參閱。
2. 5 月將擇一早自習時間，各班在教室統一進行考試。
3.滿分同學由教育局進行抽獎，抽中者可獲得 200 元圖書禮券。

輔導室

二、香港大學 2014 招生面試
(一) 日期：2 月 22 至 23 日 09:00-17:00
(二) 地點：國立臺灣大學共同教學館
(三) 詳細資料及報名請上網：
http://www.als.hku.hk/admission/intl/Admissions-Talks-And-Interviews#
三、香港科技大學招生面試
(一) 在台舉辦入學面試，期待招收更多台灣學生。延長申請時間至 3/31，有意報讀的同學可透過
網上申請系統遞交入學申請(網頁：http://join.ust.hk/international)，同學亦可帶學測成績單及其他補充
文件，至大學博覽會現場報名。
(二) 日期：2014 年 2 月 22-23 日
(三) 地點：台灣大學綜合體育館
四、香港教育學院招生面試
本校將參加 2 月 22-23 日在台大綜合體育館舉辦的 2014 大學覽會, 歡迎家長同學親臨
諮詢。有興趣報讀本校的高三同學, 亦可擕帶學測成績單及副本到本校展位報名。


10：00-18：00 教育展 15：15-15：30 招生說明會。http://www.ied.edu.hk/gca

五、【大學科系介紹】
日期

時間

2/25

12:20-

(二)

13:10

大學/校系
國立清華大學 簡介

講師

地點

清大附中山

生涯資訊室

校友

(莊敬大樓 2F)

2/24(一)至 2/26(三) 每日 12:10~15:20 清大附中山的學長姐將在勵志長廊擺攤，提供校系諮詢及
清大一日營報名事宜，歡迎有興趣的同學前往。
六、輔導室生涯探索團體開始招募成員！
(一) 團體方式：本團體將透過表達性藝術媒材、圖卡、繪本、心理演劇等方式，幫助同學
從體驗與團體互動的過程，釐清自我的生涯方向，建構清楚的生涯目標！
(二) 招募對象：高一、高二、高三同學均可，預計招收 12-15 人(額滿為止)
(三) 團體時間：每週三 18:00~20:30 共八次，預計 3/5 開始。團體預定日期:3/5、3/12、3/26、
4/2、4/9、4/16、4/23、4/30
(四) 領導者 ：楊淑涵心理師(本校輔導老師)、張秀娟心理師、洪意晴心理師、吳逸微輔
導老師(信義國中輔導老師)
(五) 報名方式：即日起繳交回條至輔導室親自報名，截止日期為 2/25(二)放學前。
(六) 活動地點：莊敬大樓 2 樓生涯資訊室
(七) 能全程參與者優先錄取，並請填寫家長同意書，全程參與本活動者授予結業證書與嘉
獎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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