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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朝會預訂日 

 
 
 
 
 
 
 
 
 
 
 
 
 
 

 
 
 
 
 

 
 
 
 
 
一、『註冊組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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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屆丘成桐中學數學獎 4/7 (六) 網路報名 

 
   
 
 
一、『活動組報告』： 
    (一) 行楷模推薦表—請欲推薦之導師 3/30(五)中午 12:20 前將表格及佐證資料交 
         活動組長。 

(二) 高一合唱比賽報名表及自選曲譜—未交者，由各班負責同學 3/30(五)中午 
12:20 前交學務處鍾文忠老師；出場序及禮堂練習時間表請上網查閱。 

(三) 24 屆班聯會主席副主席選舉—報名表請洽二愛林庭瑤、二樂廖玟樺或活動組 
長，填妥後 3/30(五)中午 12:20 前繳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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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只剩一個名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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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社團請至社櫃領取社團評鑑製作注意事項。 

(八) 各社團已可至學務處內社櫃領取過去社團的資料，用以製作社團評鑑本。 

(九) 目前僅收到 10 個社團的公共服務心得電子檔，尚未繳交的社團請盡速將心

得寄至社團信箱。 

(十)  4/7(六)配合春季晚會活動，當天各社團可申請活動時間改為 8:00-16:00，已 
通過申請的社團請配合提前結束活動。 

 
二、『生輔組報告』： 
    (一) 案例宣導:2 年 O 班全班不在，教室門窗未關，窗邊同學遺失皮包，內有 500 

        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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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防火宣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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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醒參加下週六(4/7)春季晚會的同學：裝備盡量輕便，隨時注意私人物品保 
        管(手機、相機、錢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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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O 4/4 X 放假 4/6 O 

4/9 X 4/11 O 
全校      

(防災演練) 
4/13 X 

4/16 O 4/18 O 全校       4/20 X 

4/23 O 4/25 X   4/27 O 

4/30 O           

100-2 第 7 週紀律競賽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高一 博 忠 群 

高二 正 捷 誠、廉 

高三 群 捷 慧 

100-2 第 7 週整潔競賽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高一 正 義 孝 

高二 捷 樂 簡 

高三 公 信 義、智 

(八)日期：101.03.30 

  
 

學務處 

教務處 

榮譽榜 

行事曆 

http://www.youngvoice.tw/
http://www.ido.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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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反詐騙宣導:防範 MSN 帳號遭歹徒盜用，冒充好友要求代購遊戲點數及代繳  
    ibon 費用詐騙情形，請不要下載來歷不明之外掛程式! 
    反詐騙宣導網頁 http://165.gov.tw/fraud.aspx?id=166  
 
三、『衛生組報告』： 
    (一) 季節變換，請同學特別注意身體健康，如有感冒之症狀，請立即就醫並帶上 
        口罩。 
    (二) 為維護校園環境清潔，請同學在操場活動完畢後，隨手將活動場地垃圾檢起 
        並丟棄至『正確的地方』。 
四、『體育組報告』： 
    (一) 3 對 3 籃球賽報名至 4/06  止、高一二每班至少報名 1 隊參賽，高 3 自由參 
        加、4/09 升旗抽籤，4/19 比賽。 
    (二)『樂動少年 3 』至 3/24 止共累計 31887 元、距 15 萬元捐款還很遙遠、請同 
         學多贊助多加油。記得要投幣喔！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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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先睹為快！跳脫公式化的心動時刻「愛∞無限浪漫溫馨影展」 

1. 時間：4/5(四) 12:20~13:10 
2. 地點：莊敬大樓二樓生涯資訊室 

3. 講者：黃孝儀（影展策展人、【驚悚 100】作者、曾任時報週刊專欄影

評人） 

4. 流程 

（1）12:20：策展概念與選片方向 
（2）12:30：相關預告片播放與單元電影簡介 
（「愛，孕轉」、「拍賣人生」、「等愛的城市」、「我的怪咖家庭」） 
（3）13:10：與學生做現場互動與問答對談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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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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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主任的話』： 
 中學生網站舉辦之讀書心得寫作比賽、小論文寫作比賽，自 1010315 月梯次起，均需

加簽｢未抄襲切結書｣，使得參賽。請參加 1010315 梯次讀書心得寫作比賽同學於 3 月

30 日放學前至圖書館簽切結書；參加 1010331 梯次小論文寫作比賽同學於 4 月 5 日放

學前至圖書館簽切結書。逾期未簽結者，系統將自動刪除該篇比賽作品。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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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行義舉，就是串起愛的環節～ 

      諾貝爾和平獎得主 德蕾莎修女 
 

輔導室 

教官室 

 

圖書館 

 

 

 

    

http://165.gov.tw/fraud.aspx?id=1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