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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賀! 本校弦樂社參加 100 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弦樂合奏榮獲特優 
       本校樂旗隊參加 100 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行進管樂 71 人以下榮獲優等 
       本校國樂社參加 100 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絲竹室內樂榮獲優等 
       本校國樂社參加 100 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國樂合奏榮獲優等 

 
 
 
 
 
 
 
 
  

 
 
 
 
一、『註冊組報告』： 
    (一) 100 校內科展得獎名單如下，恭喜得獎同學，也感謝各指導老師的辛勞。 
        ※ 「◎」：代表本校參加第 45 屆臺北市中小學科展。 

科目 獎項 班級  各組名單  指導老師 備註 
生物 佳作 一勤 吳貞儀 吳冠瑛 方思瑄 蔡任圃  

生物 特優+研究精神 一勤 高家敏 曾鈺婷   蔡任圃 ◎ 

生物 優等+研究精神 一勤 徐慧心 林孟萱   蔡任圃 ◎ 

生物 佳作+研究精神 二敬 胡懷之 朱佳儀 顏士容 林姵君  

生物 特優 二廉 鄭伊淇 關毓安   陳美蘭 ◎ 

生物 佳作 二廉 楊淳聿     陳美蘭  

生物 優等+研究精神 二廉 呂倩怡 李承珊   陳美蘭  

生物 特優+研究精神 二廉 王澤文 李佳倩   陳美蘭 ◎ 

生物 研究精神 一敏 余書綺 馬圴 林尚薇 劉淑娟  

化學 特優 二廉 林瑋萱 徐瑞均   曹雅萍 ◎ 

化學 優等 二廉 陳佳妤 陳孟筠   曹雅萍 ◎ 

化學 特優 二廉 傅瀞儀 傅薺萸   曹雅萍 ◎ 

化學 優等 二廉 黃意貞 羅詩婷   曹雅萍 ◎ 

化學 研究精神 二敏 林昱馨 奚靖雅 葉佩祈 陸仲文  

生活

應用 
優等 二廉 林芊妤 陳良榕   李今寧 ◎ 

生活

應用 
佳作 二廉 董乃昀 徐仲昕   李今寧  

生活

應用 
佳作 二廉 賴韻宇 鐘宇善   李今寧  

生活

應用 
研究精神 二廉 蘇愷琳     劉碧鵑  

物理 特優 二正 關旂 方祐聆   曾鈺潔 ◎ 

物理 優等 二廉 陳玟綺     李今寧  

物理 特優 二廉 劉亦婷 蕭心妤   李今寧 ◎ 

物理 佳作 二業 胡芳瑜 梁嘉君   林砡君  

地球

科學 
佳作 一愛 林采萱 林美君 陳姿華 黃凱夫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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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設備組或網站領取資料填寫，並將相關資料於 3/19(一)前繳交至設備組，切勿 
     逾期。 
 
   
 
 
一、『活動組報告』： 
    (一) 校優良生代表選舉揭曉—3/9(五)班會課投票完畢，高一校優良生代表兩名： 
        一仁劉伊純、一愛劉蘭辰；高二校優良生代表三名：二義蔡欣蓓、二和許人 
        文、二信張雅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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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各班小義工 3/21 (三)中午 12:20 分整至圖書館閱 
        覽室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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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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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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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敦安青少年潛能開發培訓計畫—暑假 5 天 4 夜研習營及許多培訓活動，全額 
        補助，本校有三個名額，高一學生為佳，收件截止日 4/6，報名表與實施計 

        畫速洽活動組長，並參閱官網 www.ido.org.tw  

    (七) 社團櫥窗評分已完成，成績公佈在社團公佈欄。 
    (八) 各社團於選任新幹部時，可評估各社團性質，如需增添或減少幹部職稱、人 
        數等，可列出清單至學務處找郁揚姊討論。有需要修正的社團於審核後即可 
        依照清單進行幹部選任活動。 
    (九) 高一、高二班優良生頒獎－3/21(三)朝會頒發獎狀及謝國雄先生「懷念慈母   
        優秀學生獎勵金」，獲獎同學請於當日 07:30 著整齊校服至禮堂靠逸仙樓綠  
        色平臺集合。 
二、『生輔組報告』： 
    (一) 高一、高二、高三品格楷模頒獎－3/21(三)朝會頒發獎狀及謝國雄先生「懷 
        念慈母優秀學生獎勵金」，獲獎同學請於當日 07:30 著整齊校服至禮堂靠逸 
        仙樓綠色平臺集合。 
 
  
 
 
（一） 三月大學科系介紹及中山家長職涯講座 
（二） 101 成功大學高中數學研習活動 
        1.時間：101 年 5 月 12 日(六) 9:30-17:40 

  2.地點：國立成功大學成功校區數學館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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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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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指定項目甄試輔導—面試示範講座 

1.對象：高三同學 

2.時間：101 年 3 月 22 日（星期四）中午 12：20-13：10 

3.地點：演藝廳 

4.講座：姚瓊儀老師 

（四）各學群模擬面試活動 

1.對象：高三同學依申請科系之學群場次報名，時間開放至 3/22 當天中午 13：  

 20（當天若想取消請至輔導室）。部分限定名額的場次，將以 3/22 排定報名 

 優先順序。 

2.時間場次表請看學校網頁最新消息。 

3.參加模擬面試務必繳交簡歷或備審資料（若能前一天交更好），設計學群務

必攜帶作品集，供面試老師問問題之用。 

4.目前安排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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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提醒同學們正式去大學面試完後，請留下面試題目及心得供學妹參考！妳的

回饋善行，將會保佑妳上好大學喔！（指定項目甄試心得回饋表檔案將掛在 

 網路上可供下載打字！） 

（五）日本東北大學招生說明會 

   1.對象：全體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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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地點：專科教室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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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賦與智慧從來就沒有辦法讓任何人防範命運的多變無常～ 

《哈利波特》系列小說作者 羅琳 

 
 

 

 

一、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整潔秩序表現最優班級：1 博 4/27 及 2 廉 5/22 代表本校參加 

    軍訓室辦理之全民國防探索教育學生體驗活動，請同學努力爭取班上榮譽。 

二、高三同學請注意「警察大學預訂蒞校招生宣導」： 
    請欲報考「中央警察大學 101 學年度學士班四年制」之同學於下列時間地點準時 
    出席。 
    時間：3 月 30 日(五)12：20-13：10 
    地點：科學館一樓多媒體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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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涯講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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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ido.org.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