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日期：103.03.07

前，填妥收款單收齊費用，送至活動組，逾時不候。
（五） 《TC 北市青年》－本學期將續訂北市青年提供高一各班同學閱讀，歡迎同學踴躍參加刊物
內相關徵文，另每期皆有讀者意見調查表，填寫後回覆後，有機會獲得各項藝文展覽之入場卷。
二、 『生輔組報告』：
榮譽榜
住宅用火警警報器宣導
依「消防法」及「住宅用火災警報器設置辦法」之規定，依法免設火警自動警報設備之住宅場所，
應於 106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設置住宅用火災警報器。
102-2 第 3 週紀律競賽
102-2 第 3 週整潔競賽
消防局統計火災死亡有 50%是因為延遲發現火災及避難逃生所致，安裝住宅用火災警報器，於夜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間睡覺時若意外發生火災，可及早發出警報聲響叫醒住戶逃生，以免火災造成人命傷亡。
高一
智
公
愛
臺北市政府消防局自 103 年 3 月 3 日起受理民眾申請補助購置安裝住宅用火災警報器（至補助戶
高一 樂
信
誠
數申請完畢為止，最晚至 103 年 12 月 15 日止）
，每戶補助上限 500 元，相關申請文件請至消防局
高二
捷
慧
誠、敏
高二 敏
群
禮、簡、慧
網站/新聞稿專區下載或就近洽詢各消防分隊。市民於自行購置並安裝完成後，填妥申請文件逕送
高三
慧
群
忠
高三 禮
群
孝
各消防分隊申辦及約定時間前往勘查（或安裝完成後逕以電話聯繫約定時間前往收件及勘察安裝
情形）。
教務處
另補助條件限制如下：
(一)補助對象為本市依法免設火警自動警報設備之住宅場所住戶（住宅用火災警報器裝設地點以本
市為限）。
一、 『設備組報告』
：
(二)每戶以申請 1 次為限（以前從未向各政府機關申請住宅用火災警報器補助）。
（一） 102 下教科書書籍費還未繳費之同學，請自行攜帶繳費單 及 書費 至 科學館設備組 繳納。
(三)申請補助之發票或收據，開立日期應在 103 年 3 月 3 日以後，始得申請補助。
（二） 102 校內科展已完成評審，最慢將於 3/10(一)公布成績：公布成績後，請獲選代表本校參加
請購置貼有「內政部消防署個別認可合格標示」之住宅用火災警報器，並確實依說明書安裝，以保障
第 47 屆北市科展的同學儘速與指導老師討論後續細節，並至設備組領取資料填寫，並於 3/17(一)
住戶安全。
前繳交至設備組。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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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政府消防局 關心您
競賽名稱
報名截止
報名方式 or 地點
(更多詳細補助內容可至臺北市政府消防局網站或就近消防分隊洽詢)
科學館設備組受理推薦報名
103 年度青少年科學人才培育計畫
3/17(一)
逾期不受理推薦

(一)

103 年度北市中等學校學生科學研究獎助計畫

3/10(一)

科學館設備組受理推薦報名

一

逾期不受理推薦

一、

輔導室

二、
『註冊組報告』：
一、【文理科學習座談】
請高二尚未完成「後期中等教育整合資料庫」網路問卷的同學，請盡速至以下網址填寫問卷：
日期
時間
https://ques.cher.ntnu.edu.tw/ques/101grade11/ ，以提升本校問卷填答的正確性和作答率，相關說明可
3/12 (三)
12:20-13:10
搜尋本校網頁「最新消息」
。

學務處

學科

講師

公民科的學習與準備

蕭瑞芝 老師

3/20 (四)
12:20-13:10
生物科的學習與準備
鄭榮輝 老師
各學科老師將與同學分享學習策略，以及文理組選擇的評估，歡迎出席！
二、【大學科系介紹】

一、 『活動組報告』
：
日期
時間
大學
科系
（一） 高二教育旅行繳費—各班繳費單已於 2/26(三)發放，2/27(四)至 3/5(三)可進行繳費，請各班於
3/13(四)
12:20-13:10
政治大學
企管系
3/6(四)收齊繳費單後繳至總務處出納組。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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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項目甄試輔導活動--小論文寫作講座
1、 主題：針對甄選入學第二階段小論文寫作方向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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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講者：黃琪老師
記。
（三） 【2014 品格青年國際高峰會系列活動-閱讀動人心‧精選好書展】－各班訂書款項，請班代
3、 日期：3 月 12 日中午 12：30-13：10
協助於 3/12(三)前完成收費，送至活動組。
4、 地點：第一會議室
（四） 伊甸義賣—相關文宣品已於 3/10(一)放置各班班櫃，請高一二各班班代協助於 3/19(三)放學

地點
生涯資訊室

地點
生涯資訊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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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指定項目甄試輔導活動--作品集排版講座

4.圓一場留學夢：對於大學時期出國留學，同學們有何看法？出國留學又有何利弊得失？若要

1、 講者：美術科陳怡茹老師

讓自己有與外國學生競爭的籌碼，現在可以累積的實力是什麼？請同學分享自己的留學夢

2、 日期：3 月 14 日(五)12：20-13：10

吧！（文長 200-300 字之間）

3、 地點：生涯資訊室
五、
「尋找心地圖」自我探索成長團體，開始招募成員囉！
1、 團體內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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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徵圖：請想想以上主題可以配上什麼插畫，歡迎投稿！
6.截稿日期：103 年 4 月 11 日（五）
7.稿件請用打字或手寫皆可，記得註明班級、座號、姓名，交到輔導室楊淑涵老師處，或是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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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 至：pabeyang@yahoo.com.tw。來稿若經刊出，將會給予稿費（文章、圖片都有），快來投稿吧！
一起探討，所以趕快來報名吧！
2、 參加對象：全校同學皆可報名，預計招收 6-12 人（額滿為止）
3、 團體時間：4/1、4/8、4/15、4/22、4/29、5/6、5/20、5/27，每週二 17:50~19:50。
4、 活動地點：莊敬大樓 2F 生涯資訊室
5、 領導者：張淑婷、陳家瑜（實習諮商心理師）
6、 報名方式：即日起繳交回條至輔導室親自報名，截止日期為 3/24(一)
7、 全程參與本活動者授予結業證書與嘉獎一支。歡迎對心理、社工相關科系有興趣的同學報
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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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進擊的追夢人」生涯探索團體，持續招募成員中！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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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官室
官輔導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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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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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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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高三欲報考 103 學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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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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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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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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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團體時間：每週三 18:00~20:30 共八次，預計 4/2 開始。團體預定日期:4/2、4/9、4/16、4/23、
4/30、5/7、5/21、5/28（5/14 暫停一次）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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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報名方式：即日起繳交回條至輔導室親自報名，截止日期為 3/26(三)放學前
6、活動地點：莊敬大樓 2 樓生涯資訊室
7、能全程參與者優先錄取，並請填寫家長同意書(如附件)
8、全程參與本活動者授予結業證書與嘉獎一支
七、楓聆第 24 期開始徵稿了！
(一)本期徵稿主題：
（主題詳細徵文內容請洽輔導股長，或歡迎你到輔導室詢問。）
1.戀愛 APP 世代：手機通訊軟體 APP 的發達，改變了年輕 E 世代的戀愛互動方式。對於此種
全新的網路戀愛方式，你的看法是什麼呢？（文長 200-300 字之間）
2.女神的 PK 戰—自然美人 v.s.人工美女：何謂美的定義？美女就是上天給予的？還是可以後天
雕琢的？同學對於為了追求完美容貌而整形又有何看法呢？（文長 200-300 字之間）
3.時間「加倍奉還」術：面對有限的時間，同學們是否有一套能有效管理時間的方法呢？此方
法可以將有限的時間發揮最大的成效，讓讀書與做事的效率能夠加倍奉還！歡迎妳與大家分
享！（文長 200-300 字之間）

在貧困中，要有忠心志氣；在危難中，要有信心勇氣；
在富貴中，要有善心義氣；在修持中，要有正心道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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