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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實研組報告』： 
    歡迎高一各班踴躍報名參加《2012-IBM 科技教育活動--打造智慧建築》： 
    (一) 活動說明：本校與 IBM 公司合作，提供高一各班兩小時的《IBM 科技教育》 
        課程活動，本課程是針對台灣學生所設計的互動活動，希望透過演講+實驗 
        的兩個小時活動，激發學生對科技、理工學科的興趣，並透過 IBM 志工的 
        親身經驗分享，讓學生瞭解多元的科技職場。 
    (二) 活動日期：5 月 11 日（五） 
    (三) 活動時間：11：20～13：20（班會課與中午午休時間） 
    (四) 活動地點：高一各班教室 
    (五) 欲參加本活動之班級，需全班同學參加。 
    (六) 參加意願調查表已放置於高一各班班櫃，有興趣參加之班級，請於 3 月 12 
        日（一）放學前，將回條繳回教務處實驗研究組。 
二、『註冊組報告』： 
    (一) 100 校內科展已完成評審，最慢將於 3/12(一)公布成績：公布成績後，請獲 
        選代表本校參加第 45 屆北市科展的同學儘速與指導老師討論後續細節，並 
        至設備組領取資料填寫，並於 3/20(二)前繳交至設備組。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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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任教 
        師與行政同仁請至學務處活動組領/投票。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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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春季晚會預售票—請各班班代協助調查票數與收款，3/20 (二)、3/21 (三)中 
        午 12:20-13:00 將統計表及款項交至學務處給班聯會總務。 

    (四) 春季晚會小義工說明會—小義工於 3/21 (三)中午 12:20 至圖書館閱覽室合。 
    (五) 高二學藝股長集合—請高二各班學藝 3/21 (三)中午 12:20 分整至圖書館 3  
        樓國文專科教室找活動組長報到，學藝不克出席由副學藝代理。 

    (六) 3/8(四)起至 3/16(五)止為段考週，社團禁止活動(3/8 社團活動課除外)。 
    (七) 社團櫥窗佈置已於 3/7(三)截止，將於 3/12(一)起進行評分，還沒完成的社團 
        務必於期限前完成，已完成的社團請再次確定海報是否黏貼牢固。 
    (八) 各社團已可派人至學務處內社櫃領取社團評鑑資料。 
二、『生輔組報告』： 
    (一) 提醒同學搭公車或捷運時勿佔博愛座、勿堵在車門口影響通行、勿大聲交 
        談，若遇有本校同學不良行為，請同學們互相提醒，做個有品有禮的中山人。 
    (二) 依高級中學學生成績考查辦法修正條文第 17 條：學生曠課累積達 42 節，提  
        經學務會議討論後，應依據各校學生獎懲規定與相關程序輔導及安置(本校 
        為留校查看)。提醒同學務必於 5 日內完成銷假手續。 
    (三) 搭莊敬樓電梯基本禮節:依序排一直線、進入電梯後ㄧ律面朝電梯口並保持 

        安靜，聽到超載警鈴聲不再強行進入，6樓以上才搭乘。遇不遵守秩序者， 

        請同學間能當場勸導，相互提醒，勸導不聽者請記下學號交教官個別處理。 

   (四) 第 7節放學的同學行經走廊及迎曦道楓林道時，應注意尚有第 8節上課的班 

        級，提醒同學降低音量。 

   (五) 段考將至，班排練習場地排到 3/9止，請同學減少練習，專心準備段考。 

三、『衛生組報告』： 
    (一) 請同學發揮公德心勿將廚餘在洗手台或是飲水機，如不得已，也請立即清除。 
    (二) 癌症希望基金會、臺灣癌症基金會「罹癌家庭子女獎助學金」一萬元，申請  
        截止日期為於 4/15 及 3/31 日申請，詳情請見本校首頁或至健康中心詢問。 
    (三) 如有需要公服同學，請至學務處衛生組找衛生組長。  
    (四) 101 學年度大衛糾錄取名單： 
    正取：一樂 張筑珺、一捷 鄭嵐心、一公 李文君、一公 高苑庭、一正 陳昕。 

100-2 第 4 週紀律競賽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高一 正 平 博 

高二 敬 捷 和 

高三 捷 群 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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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高一 正 平 勤 

高二 捷 敬 智 

高三 孝 義 智、廉 

(五)日期：101.0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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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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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取：一敏 張軒寧、一愛 郭米勻 
(五) 外食訂購新增規定： 
    1. 每班每月 1 次，數量以班為單位。 
    2. 如未申請或超過申請數量被教官室或衛生組登記之班級： 
      (1) 暑假返校打掃增加 1 次，1 個月之內班級整潔前三名可以抵消。(例：3/9 
         被登記，4/9 前整潔前三名可抵消) 
      (2) 下個月禁止訂外食。(無法抵消) 
    3. 其他申請規定照舊。 
    4. 為維護全校師生健康，請同學確實遵守以上規定。 
 
  
 
 
（一） 臺灣大學杜鵑花節（學系及學生社團博覽會） 

 日期：3/10(六)、3/11(日) 9：00 至 17：00 / 地點：臺灣大學綜合體育館 

（二） 三月大學科系介紹及中山家長職涯講座 
（三） 101 成功大學高中數學研習活動 
        1. 時間：101/5/12(六) 9:30-17:40 / 地點：國立成功大學成功校區數學館 

  2. 報名方式：本校開放 3 位同學報名，有興趣的同學請向輔導室張老師索取 

           報名表，並於 3/30(五)前交至輔導室。若報名人數超過 3 位，則依高三、 

           高二、高一之順序錄取，同一年級則依繳交完整報名表之順序。 

  3. 費用：學生免收報名費，中午供應午餐，除台南市學生外，本系提供(高 

           鐵/台鐵)來回交通費全額補助。 

（四） 指定項目甄試輔導—面試示範講座 

1. 對象：高三同學 / 講座：姚瓊儀老師 

2. 時間：101/3/22(四) 中午 12：20-13：10 / 地點：演藝廳 

（五） 各學群模擬面試活動 

1.對象：高三同學依自己申請科系的學群場次報名（場次表已發至各班），

3/22 當天尚可增加或取消報名。 

2.時間：101 年 3/23（五）-3/30（五） 

       3.可於面試前一天繳備審資料或簡歷、作品集至輔導室，供面試老師問問題用。 

       4.目前安排 43 場次提供面試的教授老師都是義務幫忙，請懷著感恩的心情參 

         加，若臨時無法參加請務必前一天到輔導室取消報名。 

（六）日本東北大學招生說明會 

    1.對象：全體同學 / 地點：團體輔導室 

2.時間：101 年 3 月 20 日（星期二）中午 12：30-13：10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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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得去做了以後才知道得解決哪些問題，沒有人能事先給答案的～ 

雲門舞集創辦人林懷民 

 

 

 

一、『主任的話』： 
    (一) 1010315 梯次中學生網站全國高中讀書心得寫作比賽於 3 月 15 日中午投稿截 

        止，歡迎同學踴躍投稿。 

    (二) 1010331 梯次中學生網站全國高中小論文寫作比賽於 3 月 31 日投稿截止，歡 

        迎同學踴躍投稿。 

    (三) 請同學愛惜圖書館的美好環境與書籍，勿在館內飲食，並尊重他人安靜讀書 

        與使用電腦查詢資料的權益，勿在館內喧嘩或占用電腦進行非學習相關之 

        事。並請節約能源，儘量坐在已有充足光線之處，減少再開燈之電耗。 

二、『服務推廣組』： 
   【書願】一、二月幸運讀者：二簡姜欣瑀、二信陳又慈、三智鍾郡軒、二愛徐甄 

    憶、一簡楊羽涵、一敏鄒宜芳。請以上幸運讀者至圖書館櫃台領取圖書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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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場次 日期 科系名稱 地點 

3 
3/19(一) 12:20-13:10 輔仁大學傳播學院(新聞傳播學系、

廣告傳播學系、影像傳播學系) 
生涯資訊室 

4 3/20(二) 12:20-13:10 慈濟大學 醫學系及物理治療系 生涯資訊室 

5 3/21(三) 12:20-13:10 
專業就是保障，堅持才會成功 
陳銀山先生(藥廠總經理) 

生涯資訊室 

輔導室 

教官室 

 

圖書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