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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特教組報告』： 
   (一) 東華大學須文蔚教授蒞校演講，請至特教組報名。 

       時間：4/13(五)14:20-17:10 / 地點：莊敬大樓第一會議室 

二、『設備組報告』： 
    (一) 入選「臺北市 101 年度中等學校學生科學研究獎助計畫」之組別，請於   
        4/21(六) 至 建國中學 進行複審，各組之面談時間及注意事項近期將公布於 
        本校網頁，請各組注意。 
    (二) 入選第 45 屆北市科展展版評審之組別如下，請下列各組於 4/23(一)～ 
        4/27(五)放學前 完成展版海報之製作，並至本校設備組多媒體教室佈置展 
        版，切勿逾期。 

科別 作品編號 作品名稱 參賽同學 指導老師 

物理 ⅡC1007 
末日的噪反- 探討反相減噪

效果最佳的範圍 

1.林芊妤 
2.陳良榕 

李今寧 

化學 ⅡC2004  
胺基酸怎麼了-探討胺基酸與

鮮味的關係及其應用 

1.陳佳妤 
2.陳孟筠 

曹雅萍 

化學 ⅡC2005  
三聚氰胺鍛燒產物－g-C3N4
降解能力之探討 

1.徐瑞均 
2.林瑋萱 

曹雅萍 

化學  ⅡC2006 
果然不錯－單寧酸與重金屬

離子的錯合 

1 黃意真 
2 羅詩婷 

曹雅萍 

生物  ⅡC3003 蚯蚓分泌黏液之行為探討 
1.鄭伊淇 
2.關毓安 

陳美蘭 

生物 ⅡC3005  

蟑螂心世界—利用心電圖與

影像分析方法探討姿勢對蟑

螂心臟的調節作用 

1 高家敏 
2 曾鈺婷 

蔡任圃 

生物 ⅡC3007  

螂纖和肚—利用血糖機探討

美洲蟑螂消化道分解纖維素

的生理性質 

1.徐慧心 
2.林孟萱 

蔡任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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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競賽名稱 報名截止 報名方式 or 地點 

第 11 屆 旺宏科學獎競賽 5/31(四) 網路報名 

 
   
 
 
一、『活動組報告』： 
    (一) 高一合唱比賽—出場序及禮堂練習時間表已公告於學校首頁學生活動競賽 
        欄，請參閱。 

(二) 高三週記抽查—4/16（一）開始，請高三各班導師及學藝股長依說明辦理。 

(三) 四月份班代大會—延至 4/17（二）中午 12:30 分於莊敬大樓閱覽室舉行，請

各班班代及各處室主管準時出席。 

(四) 高二畢代集合—4/18（三）中午 12:30 分於莊敬大樓歷史專科室舉行畢冊規

格說明，務必出席。 

(五) 高一合唱比賽領隊說明會—4/23（一）中午 12:30 於禮堂舉行，各班合唱領

隊或負責同學及禮班、廉班班長務必出席，不克出席者需找代理人。 

(六) 富邦「夢想起飛青少年圓夢計劃」—「個人」及「團體」組，申請成功者將

獲補助，截止日 5/31，詳情參閱 www.youngvoice.tw。 

(七) 各社團請盡速至學務處領取歷年社團評鑑資料(99 學年度除外)，未領回的社

團資料將於 4/20 後銷毀。 

二、『衛生組報告』： 
    (一) 全校各班窗台請勿放置私人物品，例如課本等…。 
    (二) 完成外掃打掃工作後，請確實將掃具帶回教室或放置在各掃具點。 
三、『健康中心報告』： 
     (一)【認識腸病毒】腸病毒已近入流行期，請大家勤洗手，養成良好的個人衛生  

         習慣，均衡飲食、適度運動及充足睡眠，以提昇免疫力。 

1. 傳染方式 

人類是腸病毒唯一的傳染來源，主要經由腸胃道（糞-口、水或食物污

100-2 第 9 週整潔競賽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高一 業 簡 正、勤 

高二 慧 正 簡 

高三 簡 慧、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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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高一 慧 敏 正 

高二 簡 捷 孝、敬 

高三 廉 捷 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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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或呼吸道（飛沫、咳嗽或打噴嚏）傳染，亦可經由接觸病人皮膚水

泡的液體而受到感染。通常以發病後一週內傳染力最強。 

    2. 潛伏期：腸病毒潛伏期為 2 到 10 天，平均約 3 到 5 天。腸病毒可以引起多種 

      疾病，其中多數感染者沒有症狀，有些則只有發燒或類似一般感冒的症狀，少 

      數會出現一些特殊的症狀，包括手足口病、疱疹性咽峽炎、急性出血性結膜炎、 

      心肌炎等。 

    3. 預防保健  

   (1) 腸病毒傳染力極強，但可透過簡單的衛生保健動作，有效降低感染的機會。  

   (2) 腸病毒的預防方法： 

         a. 勤洗手，養成良好的個人衛生習慣。 

      b. 均衡飲食、適度運動及充足睡眠，以提昇免疫力。 

         c.  生病時應儘速就醫，並請假在家多休息，落實「生病不上課」原則，避 

         免校園群聚感染。 

         d. 注意居家環境的衛生清潔及通風。 

         e. 流行期間，避免出入人潮擁擠，空氣不流通的公共場所。 

         f.  儘量不要與疑似病患接觸，尤其是孕婦、新生兒及幼童。 

         g. 新生兒可多餵食母乳，以提高抵抗力。 

         h. 兒童玩具（尤其是帶毛玩具）經常清洗、消毒。  

         i. 幼童之照顧者或接觸者應特別注意個人衛生。  

（二）防 疫 宣 導 
      1. 入冬以來流感疫情未減，氣溫變化大請同學特別留意保暖工作，清晨出門戴 
        口罩；如感染 A 型或 B 型流感經醫生確診，務必告知健康中心、教官和導 
        師，請假時一定要說清楚，請在家休息最少 5 天，以避免發生校園流行。 
      2. 流感防疫： 
        (1) 勤洗手，注意手部衛生。 
        (2) 養成良好的呼吸道衛生及咳嗽禮節。 
        (3) 若有類流感症狀請戴口罩儘速就醫，並在家休息、多喝水、維持正常作 
           息，以有效預防流感並降低傳播。 
        (4) 若同學出現疑似類流感症狀，請主動告訴醫師，以利快速診斷及判斷。 
 
  
 
 
（一） 楓聆徵稿 

1. 主題：生涯發展心，多元性別情(第 20 期) 

2. 截稿日期：101 年 5 月 2 日(三) 

3. 稿費從優，同學們快快來投稿喔！(詳細內容請見各班徵稿傳單) 

4. 徵稿內容： 

（1） 「愛」呀！是什麼東西？ 

（2） 兩性電力公司—XX 與 XY 有差嗎？ 

（3） 「鐵」娘子—我欣賞的女性生涯典範 

（4） 十字路口—生涯抉擇停看聽 

（5） 配合上述主題設計的相關插圖或四格漫畫 

（二）高一選組文理科座談 
（三）讓天賦自由--CAPS 適性診斷測驗（富邦文教校園巡迴講座） 

1.時間： 

（1）測驗實施：4 月 17 日（二）12：30-13：10（於電腦教室二）。 

（2）讓天賦自由講座：4 月 27 日（五）11：20-13：10（校史室內第一會議室）。 

2.說明：目前活動報名已額滿，若想再報名將依順序排遞候補（請輔導股長於

報名表上標明順序）。請已報名的同學兩次活動時間務必出席！若臨時無法

出席者務必至輔導室找佩蒨老師取消報名，好讓其他同學可以遞補，因免費

測驗及講座機會難得，請務必珍惜。 

（四）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升學說明會 

1.對象：自由報名參加 

2.時間：101 年 4 月 24 日（星期二）中午 12：30-13：10 

3.地點：生涯資訊室 

（五）性別平等教育活動開跑！參加性別平等教育系列活動還可以集點換獎品喔！歡

迎同學踴躍參加！本週相關活動如下（其他活動可上輔導室最新消息查詢）： 
      1.主題書展：即日起至四月底，地點：圖書館。 
      2. 《張老師講座》：新女孩：非常男女心關係 

（1）時間：101/4/13(五) 中午 12:20-13:10  /（2）地點: 生涯資訊室 
      3. 性平講座：文學與藝術的相遇(陳瑩嬑老師) 

（1）101/4/17(二) 中午 12:20-13:10 /（2）地點：生涯資訊室 

      項目 時間 講座 地點 

【文科】歷史科的學習與準備 4/16(一)12：20-13：10 劉佳玲老師 

生涯資訊室 

【理科】化學科的學習與準備 4/18(三)12：20-13：10 吳淑芳老師 

【理科】生物科的學習與準備 4/19(四)12：20-13：10 鄭榮輝老師 

【文科】地理科的學習與準備 4/23(一)12：20-13：10 林姿吟老師 

【文科】公民科的學習與準備 4/30(一)12：20-13：10 吳毓琳老師 

輔導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