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日期：105.03.04

（2）
（3）
（4）

教務處

榮譽榜
一、『註冊組報告』
（1） 教育部為瞭解高中階段學校辦學、學生學習情況與意見及學生生涯規劃，委託師大教研中心針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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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名

高二學生設計『後期中等教育高二學生普查網路問卷』
，高中各校需協助完成。因此尚未填寫問卷

第三名

的高二生，請至：『後期中等教育整合資料庫』(https://use-database.cher.ntnu.edu.tw/) 進行填寫。
(或見學校首頁公告)

廉
敏

二、『設備組報告』
（1） 教科書：

誠

1. 請總務股長提醒同學，拿到繳款單後，檢查是否有誤；繳費時間至 3/4(五)止。
2. 請總務股長於 3/11(五)中午前，按照座號收齊全班「學校存查聯」後，與教科書書款繳費一覽

日期:105.3.2

表一起繳回設備組。

學務處

3. 各班若仍有書籍「缺漏」或「多書」的情況，請同學儘速與設備組聯繫或送回。本周設備組將
餘書退還給書商。
（2） 校內科展：

一、『活動組報告』
（1） 班級家長座談會—3/5(六)上午將舉行班級家長座談會，當天活動流程如下：
時

間

3/1(二)進行物理、應科、地科複審地點在科學館 4 樓物理實驗室 1，
生物、化學複審複審地點在科學館 1 樓多媒體教室。

活動名稱

活動地點

主 持 人

活 動 內 容
家長會報告
各處室報告

08：40-09：20

校務報告

本校禮堂

吳麗卿校長

09：30-11：00

親師班級座談

各班教室

各班導師

親師座談

預計最慢於 3/11(五)前公告校內科展複審結果，

家長會
臨時代表大會

演藝廳

饒月琴會長

家長會
臨時代表大會

3/11(五)請各組組長將作品說明書或海報撤除。

11：00-12：00

3/2(三)進行數學複審
3/3(四)統計各科評審結果。

3/14(一)～3/16(三)報名北市科展並送件。

（1） 校優良生選舉說明—各班班長請於 3/10(四)中午 12:30，莊敬大樓 3 樓閱覽室集合，班長不克出席

請代表學校參賽同學準時交件，逾時不候，以免耽誤全校整體送件時程。

請轉告副班長代理。

設備組 3/17(四)需進行校內核章，3/18(五)一大早送件至承辦學校大安國小。

（2） 校優良生代表選舉—3/11(五)班會課舉行，各班班長請於 10:00 至學務處領選票；該日 14:20 前將

請代表學校參賽師生到時注意相關時程。

所有選票及統計表送回，逾期以廢票記。

（3） 北市中等獎助計畫即日起～3/16(三)報名截止，設備組 3/17(四)需進行校內核章，

（3） 3 月份班代大會—3/9(三)12:30 於莊敬 3 樓閱覽室辦理，請各班班代務必準時出席。

3/18(五)送件至承辦學校內湖高中。相關辦法陸續公布在本校網頁，請欲參賽師生瀏覽相關時程。

（4） 高一合唱比賽：比賽報名表已發放，請各班負責人務必於 3 月 04 日(五)上午 10:00 至學務處繳交 （4） 科教館青少年培育計畫 3/11(五)～3/16(三)報名截止，請於 3/10(四)至設備組布告欄索取帳號，再
報名表及進行上台序號抽籤，未到班級視同放棄，將由活動組統一抽出。
自行線上報名，設備組 3/17(四)需進行校內核章，3/17(四)下午寄掛號至科教館。相關辦法陸續公
（5） 高二教育旅行表演節目資料及器材需求表—高二教育旅行晚會音樂及器材需求表，請班代務必於
布在本校網頁，請欲參賽師生瀏覽相關時程。
03/11(五)中午前連同音樂繳交至活動組。

（5） 台北科學日活動請有參加師生準備。
第二次工作坊時間：2016 年 3 月 26 日(星期六)

二、『衛生組報告』
（1） 如有出現流感徵兆，請盡速通報健康中心。

5/28(六)台北科學日歡迎本校師生參加，地點在師大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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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圖書館

志長廊有提供同學校系相關資訊諮詢，歡迎有興趣的同學踴躍參加。
七、

一、

本學期第一次書展【閱讀力覺醒】將於 3/8～3/17 舉行，內容涵蓋旅行世界、心理哲學、社會人文、
小說藝術的範疇，期間借書並提供福袋獎勵，鼓勵同學多多來館閱讀。

二、

3/10(四)中午 12:20~13:10 於生涯資訊室有北醫附中山校友會的學長姐會來進行校系介紹，且於勵
3/11(五)中午 12:20~13:10 於演藝廳有成大附中山校友會的學長姐會來進行校系介紹，且於勵志長
廊有全日的擺攤，宣傳參觀營活動與提供校系諮詢，歡迎有興趣的同學踴躍參加。

八、

圖書館 3/9（三）第八節課於選修教室三將舉行【聲韻之美--古文朗讀技巧說明】講座，請高一各

3/14(一)中午 12:20~13:10 於生涯資訊室有中山醫附中山校友會的學長姐會來進行校系介紹，且於
勵志長廊有全日的擺攤，宣傳參觀營活動與提供校系諮詢，歡迎有興趣的同學踴躍參加。

班參加國語朗讀的同學務必上潛在課程平臺報名，準時前往參加，其餘有興趣的同學亦歡迎上網
報名，前來聆聽。
三、

合作社

參加全國讀書心得比賽的同學請務必盡快上傳作品並繳交切結書至圖書館，上傳過程有任何問
題，請直接到圖書館服務推廣組詢問。

一、

影印機自 104/12/08，無法連線扣款，關閉圖書館兩台機器。104/12/28，因列印品質不良及無法扣
款，關閉合作社中間兩台機器。至 105/02/26，當天早上影印皆未扣款，再關閉兩台機器。目前合

輔導室

作社影印機已全數停擺。已通知廠商處理、維修，但不知何時會派員修復。同學如有影印需求，
請務必自行在校外處理。

一、

【輔導室轉知】臺北市立圖書館辦理留學講座，相關資訊如下，請網路報名：
講 座 名 稱／內 容

叉路人生－我的日本留學生活

講 師

二、

時 間／地 點

為配合本市 105 年 8 月 1 日起實施「禁用一次性餐具及美耐皿餐具」因應說明：
1. 因無法使用免洗餐具(紙碗、紙盒)，直接關閉熱食部。

黃俊儒 (日本國立富山大學經濟

3/13（日）下午 14:00-16:00

研究科 企業經營專攻)

總館 11 樓研習教室

購項目分裝，所以取消線上訂餐。同時，配合政策，熱食部現場販售項目，除早餐區的「紙袋」

簡孟瑤 (德國柏林工業大學)

3/19（六）下午 14:00-16:00

可以使用外，同學購買其他任何品項(包含豆漿、紅茶等)，請務必自行攜帶「非一次性」餐具

(大學文學科系轉入商科研究所)

總館 9 樓多功能教室

盛裝。

王振吉(國立大學法人綜合研究

3/20（日）上午 10:00-12:00

大學院助理教授)

總館 10 樓會議室

英國留學－雅思考試與課業生活

朱容萱 (英國愛丁堡大學應用語

3/20（日）下午 14:00-16:00

小提醒

言學博士)

總館 10 樓會議室

留學德國:轉科生的研究所經歷
知己知彼－留學生 V.S.日本教授

2. 因線上訂餐部分，無法讓訂餐同學每天先將不銹鋼食品容器送到合作社，並且依同學姓名、訂

請同學思考，是否有其他可行的因應方式？並請利用班代大會提出供合作社師長們參考。

一、

教官室
一、

二、

【輔導室轉知】
「真人職涯圖書館」將於 3/26(六) 9:00~17:00 在成功高中辦理專家分享職涯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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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學生經驗談與科系直接解析，報名日期為 3/5 中午～3/15 晚上 12:00 截止，報名連結：

繳費(含前 20 分鐘之停車費)，進入停車場務必抽卡，離場時過卡，才有免費優惠；使用悠遊卡無

http://bit.ly/batonbook。欲報名之同學報名請至輔導室領取家長同意書，

此優惠，請轉達家長多加利用。

歡迎同學上網詳看活動介紹：http://thebatonproject.org/human-career-library。
三、

上學家長開車接送同學請注意：自 105 年 1 月 1 日起，建國北路高架橋下停車場(長安至朱崙段)

二、

高三欲報考 105 學年度「軍事學校正期班」同學請注意

台北市教育局「性別微電影比賽」
，歡迎喜愛電影、劇本創作、想嘗試拍攝短片的同學踴躍參賽！

1. 學校推薦且個人申請者：請務必於 3 月 4 日(五) 1700 前將報名文件及書面審查資料乙份送教官

1. 比賽主題：結合性別平等相關議題皆可，消除性別歧視、尊重多元性別特質。

室張孟勤教官。(無體檢表及報名表者，先繳交其它資料)

2. 作品規格：影片長度 3-10 分鐘，須附上中文字幕。

2. 僅個人申請者：請於 3 月 11 日(五)將報名文件自行郵寄至軍事學校正期班招生委員會。

3. 獎勵方式：獎狀及禮券。

三、

轉知教育局「深化推動紫錐花運動」公仔設計比賽，請踴躍報名。詳情請見學校網頁—學生專區。

4. 截止日期：參賽作品請於 105 年 5 月 6 日(五)前繳交至輔導室。詳細比賽規則已發至各班，

四、

轉知「105 年臺北市戒菸班服務」公告，詳情請至臺北市政府衛生局網站。

五、

用藥安全標語暨反毒標語宣導

或請洽輔導室詢問。
四、

輔導室於 3/11(五)舉辦「小論文講座」
，歡迎有需要的同學準時於 12:20 至生涯資訊室參加。

五、

3/9(三)中午 12:20~13:10 於演藝廳有政大企管系的學長姐來科系介紹，且會分享面試與備審資料的

1. 用藥安全標語宣導 「身體不適就醫講明白，用藥安全把關自己來。」
「濫用藥物病纏身，切莫一試毀終生。」

資訊，歡迎對商學院有興趣的高三同學踴躍參加(演藝廳禁止飲食，請同學事先或結束後再用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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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反毒標語宣導 「拒絕毒品，一生幸福。好奇吸毒，永無前途。勇敢做自己，別讓毒品帶走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