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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設備組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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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女子數學奧林匹克競賽 3/26(一) 設備組 

第四屆丘成桐中學數學獎 4/7 (六) 網路報名 

<希望杯>國際數學競賽 3/28（三) 設備組 

 
   
 
 
一、『活動組報告』： 

(一)  期中學務會議—3/23(五)12:20 起於莊敬大樓閱覽室舉行，請全校各班導師、  
    輔導老師、教官準時出席。 
(二)  春季晚會門票發放—請各班班代 3/26 (一)中午 12:20-13:00 至學務處旁會議 

     室，班聯會總務將憑收據發放各班門票。 

(三)  空中英語教室 Youth Rally—於 3/29(四)高一高二週會課時段舉行，請同仁前  

    往聆聽。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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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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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校園優待票—4/12(四)、4/13(五)中午 12:00-13:30 勵志長廊販售「Watch me   
     Move 百年動畫展每張 150 元」、「絵師 100 人展每張 130 元」、「奇幻不思議 
     幻視藝術展每張 220 元」。 
(七)  各社團請至各社社櫃領取社團評鑑製作相關資料。 

二、『生輔組報告』： 
    (一) 高三同學請注意：依教務處通知，準備推甄申請資料為 2 個半天公假(校內)，

        於第 1 階段放榜後，符合資格有需求的同學可至學務處領取公假單，由各班

        導師簽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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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上山掃墓、祭祖應提高警覺，避免引燃意外災害。 
    (三) 依臺北市政府來文宣導：101 年全民防衛動員(萬安 35 號演習)-全民防空演 
        練北部地區將於 5 月 8 日(二)14 時至 14 時 30 分實施，僅發放警報，不實施 
        人員疏散、避難及交通管制，請民眾隨時注意新聞報導相關訊息。 
三、『衛生組報告』： 
    (一) 校園中垃圾請同學隨手撿起，以維護校園清潔。 
    (二) 再次提醒外食新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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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體育組報告』： 

    (一) 3/19 游泳補游課程開始至 6/15 日止每日 17：00-18：00、18：30（關門） 

        段考時不開放、請同仁多加利用。 

    (二) 游泳正課本學期每人每學期 8 小時（高 3 每人 6 小時）、因故不能下水的同 

        學、請利用課後時間補足上課時數、補游後請找救生員或老師簽章認證，期 

        末繳至任課老師處游泳項目可加分（補游卡已發放各班同學）。 

    (三) 高一班際排球賽 3 月 19 日開始，請同學穿著夏季運動服或班服參賽、並提 

        早 10 分鐘熱身。（明年比賽日期將提早） 

100-2 第 6 週整潔競賽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高一 正 勤 業 

高二 廉 捷 仁、平 

高三 慧 忠 正 

100-2 第 6 週紀律競賽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高一 誠 平 敬 

高二 公 仁 正 

高三 智 簡 群 

(七)日期：101.03.23 

  
 

學務處 

教務處 

榮譽榜 

http://www.youngvoice.tw/
http://www.ido.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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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樂動少年 3』--快樂中山人：體育課慢跑、籃球課程、籃球社團或師生課 

     餘慢跑、健走、籃球活動時、每人每活動 5 分鐘維他露基金會贊助 1 元、本 

校預定募集 15 萬元捐給董氏基金會，做為推展防治青少年憂鬱症經費，請同仁 

     大力相助、活動結束統計時數，直接投入『1 元代幣—小藍』。（器材室前） 

(五)  4/19 高一二 3 對 3 籃球賽（高 3 自由參加）採單淘汰制、報名至 4/6 止。 

 
  
\ 
 
（一）三月中山家長職涯講座 
      1. 時間：3/30（五）12:20-13:10 
      2. 主題：無限寬廣的人生選擇及 IT 產業分享 
              （1）職場工作的角色變化與適應 
              （2）IT 資訊的職業現況及發展（資訊、工程學群） 
      3. 主講人：張肇琮先生（中山家長，IBM 經理） 
      4. 地點：校史室第一會議室（莊敬大樓二樓，游泳池上方） 

（二）紓壓體驗團體 熱情招募中！！！ 

課業繁忙嗎？社團人際互動累嗎? 好像有好多好多壓力都搞不定，成天盯著課

本，乾澀的眼睛早已忘了淚液滋潤的感覺。囫圇吞棗嚥下食物，配上成堆的考

試，生命當真如此停不下來嗎 ? 拒絕過勞與焦慮上身，讓自己擁有放鬆的腦、

喜樂的心，享受安然入眠。這是一個「紓壓體驗團體」，透過輕鬆的體驗活動

與簡單討論，無須深入分享。紓壓團體  3/29-5/17 每週四中午 12：30～13：10 

3/27 前將報名表交至輔導室（報名表請向輔導股長索取，或至輔導室領取） 

實習心理師 金曉青、鄭怡芳 帶領  *~邀請你與我們一起享受輕盈的生活~* 

（三）各學群模擬面試活動 

1.對象：高三同學。 

2.場次：共 54 場次分學群，請看學校網頁最新消息 

3.報名：至 3/22 中午 13：20（當天若想取消請至輔導室或洽各班輔導股長）。 

一時段僅能報名一場次，請考量自己準備程度及時間精力參加，建議以

不超過兩場為宜。私下可再多找老師或同學們模擬練習。 

4.參加模擬面試務必繳交簡歷(最新消息有附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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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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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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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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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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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 更新新的營隊資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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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逆境，才能激發自己的潛力，讓自己認清人生的真諦，甚至為未來的成功埋下  

   伏筆～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 總會會長陳長文 

 
 

 

一、『資訊組』： 
    本校 100 學年度班級網頁競賽評審結果:  

    (一)優等：一禮、二博、一孝     

(二)佳作：一群、二群、一忠 
    恭喜以上班級，本年度台北市班級網頁競賽將由以上六個班級代表學校參加。 
 

 

 

一、依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來文，煩請宣導「酒後不上道，才是上上之道」。 

二、請鼓勵同學參加交通安全宣導標語，報名網址http://tbaf.org.tw 

三、請鼓勵同學參加安全夠正點第 17 屆交通安全海報創作大賽，報名網址 

    http://www.carsafety.org.tw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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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0 (五)12：20-13：10 / 地點：科學館一樓多媒體教室。 

輔導室 

教官室 

 

圖書室 

http://tbaf.org.tw/
http://www.carsafety.org.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