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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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O   

3/5 O 

全校 (優

良生競

選) 

3/7 O 

全校 (優

良生競

選) 

3/9 X   

3/12 X 考前 12/14 X 考前 3/16 X 段考 

3/19 O 

性侵害防

治宣導(婦

幼警隊) 

3/21 O 高三 3/23 O   

3/26 X   3/28 O 全校      3/30 X   

 
 
 
 
 

 
 
 
 
 
 
 
 

 
 
 
 
 
一、『設備組報告』： 
    (一)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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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100 下教科書訂購表影本已發給各班總務股長，請同學務必確認表中所列之教 
       科書費(含退費金額)是否正確；有任何問題，請同學攜帶該影本，於 3/2(五) 
       前至設備組進行更正。 
   (三) 各班仍有書籍「缺漏」或「多書」的情況，請同學儘速與設備組聯繫或送回。 
   (四) 100 校內科展注意事項： 

     1. 參賽組別請最慢於 3/2(五)放學前將展版布置於科學館地下室指定框架內。 
     2. 展版評審時間如下，請各組依下列時間提早 5 分鐘至科學館地下室等候老 
        師評審。 

生物科－B01、B02、B03、B04 
地球科學科－E01 

化學科－C01、C02、C03、C04 、C05 

3/6（二）12：30 

生物科－B05、B06、B07、B08、B09 、B10、B11 

生活應用科－L02 
3/6（二）13：10 

生活應用科－L01、L06 3/7（三）11：20 
物理科－P01、P02、P03、P04 
生活應用科－L03、L04、L05 

3/ 9（五）11：20 

    3.評審時間若佔用上課時間，設備組將給予公假。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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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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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國際地球科學奧林匹亞初賽 3/12(一) 科學館 設備組 

 
 

 

 
一、『活動組報告』： 
    (一) 校優良生代表選舉—3/9(五)班會課舉行，全校各班班長 10:00-12:30 至學務 
         處領選票；該日 13:20 前將所有選票及統計表送回，逾期以廢票記。 

(二)  校優良生代表競選—3/5(一)及 3/7(三)朝會時段舉行各班優良生代表自我推  

     薦，請同學仔細聆聽，以自身判斷力看破譁眾取寵的選舉花招。 

(三)  高三週會—3/6(二)第八節禮堂辦理，邀請盲歌手鍾興叡先生主講，歡迎同仁 

    前往聆聽。 

(四) 班代大會—3/7(三)於莊敬 3 樓閱覽室辦理，各班班代務必準時出席。 

100-2 第 3 週整潔競賽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高一 禮 勤 博 

高二 義 智 樂 

高三 智 公 慧 

100-2 第 3 週紀律競賽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高一 平 正 公 

高二 義 捷 簡、公 

高三 慧 廉 智 

(四)日期：101.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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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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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2012 總統教育獎—請同仁推薦資格符合之學生參加市內遴選，3/2 前備妥相 

     關資料送活動組長，請參閱學校網頁最新消息。 

(七)  社會局主辦少年諮詢代表遴選—請同仁推薦對兒童/少年福利相關議題有興 

    趣之學生參加遴選，亦歡迎同學自我推薦〈需設籍臺北市或實際居住本市〉， 
    實施辦法與報名表速洽活動組長。 

 
二、『生輔組報告』： 
    (一) 3/2(五)第四節於閱覽室舉行賃居生座談會，提醒賃居生同學按時參加。  
    (二) 防火宣導：同學請自行檢查住家是否有裝置住宅用火警警報器，以達預警功 

        效。民族掃墓節期間，上山掃墓、祭祖，應提高警覺，避免引燃意外災害。 

 
三、『衛生組報告』： 
   (一) 請同學看到校園內垃圾，務必順手撿起以維護校園環境清潔。 
   (二) 請班衛生股長確實督促同學 7:30 以前至外掃區進行打掃工作。 
   (三) 有意願在學校完成公服的同學，請洽衛生組長，名額不多敬請把握。 
 
  
 
 

 

（一） 臺灣大學杜鵑花節（學系及學生社團博覽會） 
1. 日期：3/10(六)、3/11(日) )9：00 至 17：00 

2. 地點：臺灣大學綜合體育館 
（二） 成功大學「成大參觀營」附中山校友會返校介紹 
       1.攤位：3/6(二) 上午 9:00 至 16:00。地點：本校勵志走廊 

2.科系講座：3/6(二) 中午 12:15 至 13:10。地點：禮堂 
3.成大參觀營：4/21~22(六、日)。地點：台南成功大學。欲報名營隊者請參考

http://www.myregie.tw/registration!page.htm?id=2923 
（三） 成功大學建築系校系介紹—成大建築系張珩教授 

 1.時間：3/8（四）中午 12：20 至 13：10  
2.地點：生涯資訊室 

（四） 清華大學「參觀清大一日營」附中山校友會返校宣傳 
       1.時間：3/2(五)、3/9(五)中午 12：20 至 14：20 之下課時間 

2.地點：勵志走廊 
 

（五） 清華紫荊季科系博覽會－附中山一日營 

        清華大學附中山校友會於 101/4/15(日)在舉辦「附中山一日營」活動，活動

包含科系介紹及參觀實驗室，費用 200 元，當天早上 7:30 在台北車站有專

車接送。有興趣的同學請3/9(四)前至本校首頁下載報名表，自行報名參加。 
（六） 指定項目甄試輔導--小論文撰寫講座 

1.對象：高三同學。 

2.時間：101 年 3 月 7 日（星期三）上午 12：20-13：10 

3.地點：生涯資訊室 

4.講座：國文科黃琪老師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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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2012 暑假營隊 

各大學校系的暑假營隊資訊已陸續放上學校網頁，之後會陸續更新，歡迎有興

趣的同學上網查詢：學校首頁（左手邊連結）大學營隊與活動專區輔導室

(大學科系、營隊)2012 暑假營隊消息 
～心上一把刀，體會忍耐的真義，忍人所不能忍，才是能成功的人～ 

《總裁魅力學》作者 曾仕強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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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於 3 月 16 日(五)1800 前將報名文件自行郵寄至軍事學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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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youngvoice.tw/
http://www.myregie.tw/registration!page.htm?id=29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