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日期：104.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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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日（一）
12 月 16 日（三）
12 月 21 日（一）
10：00
10：00
高二(5 篇) 12 月 21 日（一） 〡 12 月 23 日（三） 〡 12 月 28 日（一）學務處
10：20
10：20
高一(5 篇) 12 月 28 日（一）
12 月 30 日（三）
01 月 04 日（一）

榮譽榜
104-1 第 14 週紀律競賽
第一名

第二名

高一

愛

廉

正

高二

廉

正

禮

高三

誠

廉

愛

二、『生輔組報告』
1. 【高一法律基本常識測驗】(高一班長請向導師報告及向全班宣讀)
施測時間 12/28 (一)7:45~8:00。教材資料電子檔可連結至：教育部學生事務及特殊教

第三名

教務處

2.

一、
『設備組報告』

1.

【科學館設備組徵公服】
：公服內容為整理實驗室、掃地、拖地、擦桌子、黑板(本組備
有吸塵器)，同學自找 2 人一組維持一間實驗室(自選)目前的狀況一整個月(12 月已滿,1

月尚缺)，本組將給予 8 小時的公服時數。
2. 【另徵小義工】:
下學期維持實驗室整潔一學期(可 3 人一組負責一間)，依照校規給予記功嘉獎。
1.
3. 【科展】：
(1) 校內科展報名名單已公布在本校網路，若有誤植或更正作品相關資料者請用
2.
E-mail：acad3@m2.csghs.tp.edu.tw 通知設備組辦理。
(2) 初審送件：報名作品需繳交作品摘要紙本三份(各科不一(各科不一,數 2 份, 物 3 份,化
3 份,生 6 份,地科 2 份,應科 3 份))，於 104 年 12 月 21 日 (一)至 12 月 24 日(四)內交

育司－刊物彙整專區－校園法治教育學生手冊，或至本校首頁學生專區下載，將參考抽
測。請同學利用時間上網站查看教材資料，缺考及低於 60 分者另行集合加強法律常識
宣導 。法律基本常識測驗時間全班到齊且平均成績前 3 名班級於朝會頒發獎狀。請高
一班長於 12/28(一)7:30 聽廣播至學務處領取試卷。
依本校學生服務學習課程實施計畫高一二學生每人每學期應至少服務滿 8 小時。(高三
無強制規定，若無服務學習時數則德行評量表之服務學習時數欄高三呈現空白，高一二
呈現為 0)。學生期末德行評量表之服務學習時數班級登錄表預定 12 月底發放。

輔導室
12/19(六)上午 9:00-11:30 輔導室於演藝廳舉辦甄選入學家長說明會，歡迎高三家長報
名參加!
台北市會計師公會為協助在學之高中學生了解會計師行業，以作為未來選系及職業生涯
規劃之參考， 擬於 1/25(一)寒假期間辦理「2016 會計教育向下紮根」活動，
本活動將邀請國內各知名大學會計系系主任擔任講師,敬請於 12/21(一)前

填妥報名表並至輔導室領取家長同意書。
3. 【輔導室轉知】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主辦之大學博覽會訂於 2/27(六)-2/28(日)於臺灣大
學綜合體育館 1 樓舉行， 2/28(日)另舉行自我介紹競賽。
學務處
4. 【輔導室轉知】東吳大學為加強高中生對大學資訊與經驗之了解，於 1/25(五)~1/26(六)
在外雙溪校區，分兩梯次辦理「第二屆認識東吳營 SCU CAMP」，此項活動免收報名費，並
一、『活動組報告』
將提供餐點、紀念品、保險等；全程參與活動學生，將另頒發活動證明。請有興趣的同學
1. 園遊會保證金退還/點券兌款—班聯會將於 12/16（三）中午班代大會，一併辦理，請各
至東吳大學招生組網頁線上報名，額滿為止。
班班代務必參加。
5. 【輔導室轉知】京都留學展於 12/12(六)在誠品信義店 6 樓展演廳舉辦，歡迎有興趣的
2. 12 月班代大會—12/16(三)12:30 於閱覽室舉行，請各班班代準時出席。
家長或同學報名參加，詳情請參閱：https://www.facebook.com/studykyototw
3. 飢餓 24 專題講座—12/17(四)第八節將進行飢餓 24 系列活動專題講座，請高一二各班
6. 輔導室將於 12/15(二)中午 12:30 辦理性平講座，主講人為洪元婷實習諮商心理師，請
於 16:20 準時至禮堂集合。
有興趣的同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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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開始報名！
到 科學館設備組，通過初審之名單於 105 年 1 月 6 日(三)前公佈於本校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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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聖情難卻，聖袋來囉！耶誕傳情活動】
(1) 請於宣傳單登記購買，在 12/14(一)前每日的中午時間交至輔導室，以班級為單位繳交

合作社

費用並領取祝福小卡。拿到祝福小卡後，寫下你對老師或同學們(請記得註明收件人班
級、姓名)的祝福和感謝，於 12/18(五)中午前將小卡交至輔導室，以便製作「聖袋」（內
1.
含豐富的糖果和小卡）。
(2) 輔導室會派「耶誕小天使」於 12/23(三)、12/24 (四)、 12/25(五)這三天為妳的祝福
對象送上「聖袋」傳達妳對他們的感謝與祝福！

圖書館
1.

【閱讀沙龍】12/15 (二)12：20～13：20，視聽教室（二），講座主題為「行萬里路勝

2.

讀萬卷書」。邀請校友陳安儀蒞校分享自身經驗，談自助旅行開拓眼界，歡迎同學報名
參加。
「『吉』光片羽，長『住』我心」住吉接待心得徵稿活動 12/21(一)截止，請各班務必繳
交一份書面檔至圖書館服務推廣組，並保留電子檔，獲獎後需繳交電子檔。詳細辦法請
見學校首頁【學生專區】置頂文。

3.

4.

5.

2.

合作社影印服務說明：因廠商無法維修，自 12/8 起，圖書館事務機不再提供連接電腦
列印及影印服務。請同學先行列印出資料後，再到合作社影印→影印前，請務必詳細閱
讀貼在機器旁邊或柱子上的「使用說明」→影印機旁邊的讀卡機會感應「悠遊卡學生證」
內碼，並利用內碼儲值；影印儲值與合作社內消費（含購買文具、飲料、熱食）的儲值
系統不同。所以，儲值影印時，請務必跟阿姨說明。
「臨時條碼卡」與「黏貼條碼」差異說明：
(1) 學生證遺失補辦的同學會由合作社製發「臨時條碼卡」以供補辦期間消費用，請於
取得補發學生證後，至合作社重新開卡。
(2) 學生證條碼模糊不易掃描的同學，則「製作條碼黏貼於學生證」。
(3) 請在收到「合作社通知單：更新條碼」時，在每天 07：40~08：00／10：05~10：15
／12：20~12：40，攜帶通知單或學生證至合作社領回「臨時條碼卡」或黏貼條碼。

參加赴日教育旅行同學，Ｂ組請於 12/14（一）中午，Ａ組請於 12/15（二）中午，至
莊敬大樓三樓選修教室三集合。另外，請記得收電子信件，若未收到信件，務必回報服
務推廣組長。
1.
【第二屆 SUPERGIRL 特訓營】12/19(六)11:00～16:30(含午餐)於松山文創園區-二樓創
意劇場舉辦。此活動由美國創新中心與英特爾再次合作，號召敢秀敢言、有熱情、有想
法、對世界滿懷夢想的熱血女青，結合科技、設計與創意，挖掘自己獨特的天賦，任務 2.
挑戰創意力，打造未來物聯網智慧創新生活，本次課程將透過英特爾女性領導人將帶來
專案管理、活動企劃、簡報溝通技巧和解密未來物聯網等密集潛能開發課程，並結合最

教官室
自 105 年 1 月 1 日起，建國北路高架橋下停車場(八德至朱崙段)週一至週五 07:00 時
-07:35 時，進出停車場之車輛免費停車 20 分鐘，停車超過 20 分鐘者即依規定繳費(含
前 20 分鐘之停車費)，請同學轉達家長，多加利用。
國防部預於 1/30(六)及 1/31(日)二天一夜舉辦『菁菁專案』三軍官校參訪活動，無任
何收費，詳細報名細節請見國軍人才招募中心首頁「招募訊息」，名額有限，如有相關
疑問，請洽國軍北區招募中心張培正少校 02-87320631。

夯的 Scratch 和 LEGO 程式趣味設計工具，打造超級創意企劃團隊，完全免費，趕緊報
名。報名網址(必填寫:學員姓名/學校/年級)：
http://www.accupass.com/event/register/1512041046171406912619
【巨量資料的時代】(Big Data Era: What, Why, and How?) 12/16（三）12：20～13：
20 於自強樓視聽教室二，由國立交通大學電機系特聘教授兼系主任王蒞君教授，主講巨
量資料時代來臨，各領域都會有所影響，而電機工程領域也不例外。在此演講中，除簡
介巨量資料的來龍去脈及應用案例，並以電機工程為例，討論巨量資料與電機工程如何
完美結合，掌握新一波工業革命「工業 4.0」的創新機會，歡迎同學參加。

Don’t worry about failure; you only have to be right o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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