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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份朝會時間如下: 

說明:○代表要集合 X 代表不集合 

 高一朝會 全校朝會 高二朝會 

週一     週三     週五   

      2/8 O 高一高二 2/10 O 

2/13 O 高三集合 2/15 O 高一集合 2/17 O 

2/20 O   2/22 O 全校 2/24 X 

2/27 X 補假 2/29 X       

 

 
 
 
(一)『設備組報告』： 
1.★★100 學年下學期教科書已發放至各班，仍有書籍「缺漏」或「多書」的情況，

請「總務股長」儘速與設備組聯繫及送回，以確保同學權益；退書時間最慢至 2/17(五)為止。 
2.100 校內科展進入複審之組別請最慢於 2/17(五)前繳交作品說明書(電子檔及書面資

料 3 份)至設備組，並於 3/1(四)完成展版之製作及布置(地點：科學館多媒體教室)。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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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年度青少年科學人才培育計畫 3/13(一) 科學館 設備組 

101 年度北市中等學校學生科學研究獎助計畫 3/12(一) 科學館 設備組 

(二)『實研組報告』： 
1.高二預修大學第二外語專班第一次上課日期為 2 月 18 日(六)上午 8 點。 
教室與上學期相同。下學期專班上課日期已公告於學校首頁「學生活動與競賽」，請

同學下載參閱。 
2.本校第二外語學藝競賽(日語演講、日語朗讀、法語朗讀、德語朗讀、西語朗讀)比
賽辦法與報名表，已放置於高一、高二各班班櫃，請班長領取並務必向全班同學公告。 
(三)『特教組報告』： 
一、英文免修受理申請日期:2/10-2/29 
本學期申請資格修正為:上學期英文學期成績須達同年級 PR93 以上(請至特教組查詢) 
請有意願及符合資格之同學至特教組申請 

英文免修辦法及表格請至本校網站最新消息處下載 
二、第 12 屆高中生人文及社會科學營 
 報名時間:2/1-2/22 17:00 前 
 報名方式:請至 http://sociology.ntu.edu.tw/~hsc/網站自行報名 
 受理單位：在網站報名完成後,列印下列表件,並交至教務處特教組，逾時請自行寄件 
   1. 報名表及參加同意書─報名表上貼妥本人一年內 2 吋正面半身脫帽光面照片 1  
      張，報名編號欄學生請勿自行填寫 
   2.成績單或導師推薦信─高一上第一學期成績達全班前 20%者，請附成績單；成 
     績未達全班前 20%者，請出具導師推薦信 
   3.參加同意書─閱讀相關規定並同意遵守後，於參加同意書簽名，以示負責。報名 
    資料經查證如有不實或違反規定者，取消報名資格。 
   4.學校與家長同意書─與報名表一同印出，於所示位置簽章。 
   5.自傳及短文二篇─自傳及二篇短文（需抄題）請用電腦打字（新細明體，12 號 
     字）後，以 A4 紙張列印，字數上限各 1000 字，請自行於文章末標明字數，違 
     反字數規定者扣分。 
註：參加同意書、學校與家長同意書請在報名表寫後一並列印出 
 

 

 
(一)『活動組報告』： 
1. 高二教育旅行籌備會議—2/10(五)中午 12:20 起於莊敬大樓 3 樓閱覽室舉行，請

高二各班導師及班代/教旅代表準時出席，提供餐盒。 
2. 2/23 班級家長會回條—班長請於 2/10(五)中午以前交予各年級幹事；繳交時並

回報出席家長之性別比率。 
3. 畢業紀念冊繳費—畢代 2/13 - 2/17 收齊後連同繳費單交至總務處出納組。 
4. Disney 美夢成真經典動畫藝術展--歷史博物館一樓展出 03/14 截止，校園優待票

150 元，2/21(二)2/24(五)中午 12:00-13:30 於莊敬大樓勵志長廊販售。 
5. 畢冊教職員工補拍生活照－－2/14(二)2/15(三)10:00-15:00 於逸仙樓外圓環 
      攝影師在教官室等待,請尚未拍攝的同仁屆時前往補拍 

(二)『生輔組報告』： 
1. 友善校園週(100.2/8~2/14)配合教育局來文規劃活動 

  101/2/08 開學典禮-友善校園週宣導 

  101/2/08 導師會議-反霸凌及防制幫派、防制藥物濫用宣導及觀看宣導影片  

  101/2/10 朝會-觀看防制校園霸凌宣導影片"我的同學是老大"及有獎徵答 

  101/2/18 班會-防制校園霸凌宣導影片"我的同學是老大"學習單討論填寫 

行事曆 

(一) 日期：101.02.10 

  
 

教務處 
學務處 



 
2 

2.提醒返校日未到校同學應於期限內完成銷假。 

3.安全提醒：同學上外堂課時應將貴重物品收好且隨身攜帶，確實檢查門窗是否已上

鎖完成，以避免財物被竊。手機及錢包勿隨意放至於桌面上或抽屜內。隨時保管好

物品，遺失機率就會降低。另外請同學配合不要讓別班同學隨意進入該班教室，以

避免嫌疑及干擾同學。 

4. 重申週朝會集合暨避難疏散下樓路線：請班長提醒同學並按路線下樓： 
   (特別提醒：若發生地震或火災時，不可搭乘電梯以免受困。) 
  ◎逸仙樓教務處旁樓梯：三仁~三智(3 樓)、三廉、三敬~三樂(2 樓) 

  ◎逸仙樓教官室旁樓梯：三忠~三愛(3 樓)、三群~三敏(2 樓) 

  ◎逸仙樓禮堂旁樓梯：三和~三信(3 樓)、三慧~三勤(2 樓) 

  ◎中山樓北側樓梯(近莊敬大樓)：二誠、二信、二敬、二孝、二博、二愛 

  ◎中山樓南側樓梯(近禮堂)：二敬、二樂、二和、二平 

  ◎中山樓一樓中央樓梯：二仁~二忠 

  ◎自強樓中間樓梯：二群、二簡、二捷、二敏、二慧、二公 

  ◎自強樓南側樓梯(近禮堂)：二正、二勤、二廉 

  ◎莊敬大樓中間樓梯：一智、一忠、一孝、一博(5 樓)、一業、一'樂、一群、  

    一簡(4 樓)、一廉(3 樓) 

  ◎莊敬大樓西側(近游泳池)樓梯：一仁、一義、一禮(5 樓)、一誠、一信、一敬 

    (4 樓)、一公、一正、一勤(3 樓) 

  ◎莊敬大樓東側(近自強樓)樓梯：一愛、一和、一平(5 樓)、一捷、一敏、一慧(4 樓) 

  
 
 
 

（一）歡迎欲準備申請大學校系的高三同學至至輔導室參閱歷屆學姐申請入學備審資

料，並注意事下列事項 

1. 利用上課時間來看備審資料，需要經過任課老師同意。 

2. 利用上課時間來看備審資料，輔導室無法開公假證明。 

3. 由於資料有限，為了維護每位同學的參閱權益，備審資料一律不外借。 

4. 備審資料內含學姐的個人資料，故不能影印、不能拍照以避免學姐的個人資

料外流，請同學尊重學姐愛護、疼惜學妹的心意，共同維護學姐的資料。若

有需要，同學可自備紙筆做筆記。 

5. 請同學看完資料將資料放回原資料盒，並將資料盒放回原位。 

（二）學測成績公佈後，辦理兩場講座： 

      1. 2/14（二）高三週會：學測後甄選入學說明會 

 2. 2/15（三）晚上 7：00-8：30 學測後甄選入學家長說明會，地點：演藝廳，請各班

   於 2/10 前將家長報名表送回輔導室。 

（三）性別平等活動：「生涯發展心 多元性別情」攝影比賽 

1. 活動目的：破除性別迷思與刻板印象，擴展多元性別職涯視野。 

2. 參加方式：同學可自行運用任何型式之照相機〈含手機〉呈現與主題相關的

相片參賽。作品規格 5×7，黑白或彩色皆可，每人參賽作品件數至多 3 件。

作品名稱自訂，需具體呈現突破性別限制的生涯發展內涵。 

3. 截止日期：於 3 月 28 日前將作品繳至輔導室。屆時將聘請相關領域老師進

行評審，遴選出優秀作品參加市賽。 

4. 獎狀獎金：市賽錄取獎項計有 3 名特優、6 名優等、18 名佳作，每名除獲頒 

獎狀乙紙，亦分別有 1,500、1,000 及 500 元等值獎品一份，歡迎老師多鼓勵

或指導同學踴躍參加。 

（四）《生涯卡不卡》活動開跑！ 

生涯卡不卡活動開始囉！歡迎想瞭解自己的興趣或者對於選組選系有困惑的

同學來輔導室登記預約時間！ 

（五）《公主向前走》生涯探索團體 

關於未來，同學們正在思考想走的方向、想選的類組與校系嗎？ 

透過輔導室舉辦的「生涯探索團體」，藉由活動、分享與思考， 

讓你看見自己的優勢力量，自信地走向適合自己的康莊大道！ 

1. 報名資格：高一、高二學生 / 地點：輔導室 

2. 活動時間：101 年 2/18(六)及 2/25(六) 早上 9:00 至下午 4:00 (兩天) 

3. 活動費用：完全免費，並提供午餐 

4. 報名方式：請於 2/13(一)前至輔導室報名，團體預計 8-10 人，欲報從速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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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午休時間請同學在班上休息，嚴禁藉故至圖書館討論事情或製作社團物品，影響同學看

書權益，違規者將依所見事實扣該社團評鑑分數，並要求立即回班。 
二、再次宣導：未參加夜自習或未申請核准留校社團活動之同學，應於每日晚間 6 點 30 分前

離校,，違規者予以愛校乙次。 
三、高三欲報考 101 學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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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日(五)1700 前將報名文件及書面審查

資料乙份送教官室鄧玫英教官。 
（二）個人申請者：3/16(五)18:00 前將報名文件郵寄至軍事學校正期班招生委員會。 
（三）因體檢結果需 10 個工作天，請欲報考者掌握時效。 

輔導室 

教官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