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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本校獲獎名單 

類別 名次 姓名 作品名稱 指導老師 

西畫類 佳作 葉涵芸 起訖 黎曉鵑 

書法類 甲等 趙事柔 宋釋延壽閒居詩 無 

書法類 佳作 李宜錡 宋張元幹賀新郎 無 

漫畫類 佳作 黃詩涵 眼不見危境 無 
 

 

 

 

一、『教學組報告』 

1. 莊敬大樓中央梯廳討論區使用規則 

(1) 嚴禁早自習、午休和上課時間在此逗留 

(2) 本區全面禁止飲食與大聲喧嘩 

(3) 使用後請維持本區清潔(例如：清除橡皮擦屑) 

二、『設備組報告』 

1. 【科展初審送件(重要)】：報名作品需繳交作品摘要紙本三份(各科不一(各科不一,數 2 份,物 3份,化 3

份,生 6份,地科 2份,應科 3 份)，於 104年 12 月 21日(一)至 12月 24 日(四)內交到 科學館設備組，

通過初審之名單於 105 年 1月 6日(三)  前公佈於本校網頁。 

2. 【徵小義工】:下學期(34,5,6 月)維持實驗室整潔(可 1~3 人一組負責一間，時間彈性可自行安排)， 設

備組給予公服 8 小時並依照校規給予記功嘉獎。 

3. 近日有許多寒假的活動，請同學自行上本校網頁瀏覽。 

四、『實研組報告』 

1. 高一 12/23(三)至 12/25(五)12:30止，為特色課程選課時間。    

2. 預計本週發放各班課程說明及選課代碼，將有一週的時間讓同學考慮志願序。    

3. 下學期特色課程班群對調，仁班~信班特色課時間改為週四，敬班~正班時間改為週一。 

4. 12/23(三)將集合班長領取選課卡回班發放，請同學於選課期間攜帶 2B鉛筆填妥，選課卡須於

12/25(五)12:30 前全班交齊繳回。 

5. 上學期已選修之課程，本學期不得重複選修。 

 

 

 

一、『活動組報告』  

1. 12/21(一)12:15 於莊敬三樓閱覽室召開社長大會，請各社團社長及副社長準時出席，未能出席者務必派

其他幹部代理。 

2. 轉社辦法已於 12/18(五)公告於校網頁學生專區及學務處社團網頁，請欲轉社的同學留意相關資訊，並依

程序辦理。 

3. 請欲舉辦寒訓的社團，務必於 1/8(五)放學以前送交活動申請表、活動企劃書及隨隊師長同意書，並於活

動前一周補齊參與者名單、保險及車籍資料。 

二、『生輔組報告』 

1. 高一法律基本常識測驗 

(1) 施測時間:104年 12月 28日(一)7:45-8:00。 

(2) 教材資料電子檔可連結至：教育部全球資訊網→認識教育部→本部各單位→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刊

物彙整→校園法治教育學生手冊或至本校首頁學生專區下載，將參考抽測。 

(3) 請同學利用時間上網站查看教材資料，缺考及低於 60分者另行集合加強法律常識宣導 。 

(4) 法律基本常識測驗時間全班到齊且平均成績前 3名班級於朝會頒發獎狀。 

(5) 請高一班長於 12/28(一)7:30 聽廣播至學務處領取試卷。 

2. 下學期各班幹部名冊請給導師簽章後班長於 1/11(一)前交回生輔組彙整。 

3. 轉知永然第 15期高中法律生活營於 1/30 (六)- 2/2 (二)辦理。 

報名時間：民國 104年 12月 14 日起至 12 月 21日截止。 

報名方式：請至活動網站(永然法律基金會 http://www.lawlee.org.tw)進行報名。 

三、『體育組報告』 

1. 高三校慶運動會 100、200、800公尺、400接、3000接及破大會紀錄等獎項，將於 

    12/30(三)朝會頒獎，個人獎項請親自領獎，接力獎項請派 1人領獎，獲獎同學請於 

    7:30 前至禮堂逸仙樓穿堂集合，準備領獎。 

2. 期末將至，請同學不要忘記登錄『SH150』表格，康樂股長務必在 1/11(一)下午 5點前將   

    SH150表格繳至體育組長整合，以利體育成績鼓勵加分計算。 

 班排活動:每天至少 90 分鐘以上，每週 450 分鐘。 

 有氧舞蹈:開學至 10/29日中的練習，每週至少 150分鐘。 

 樂活中山人 健康跑全臺:每日有規律慢跑者，每週至少 150分鐘。 

 參與特色課程「力與美的線條」:每週至少 100 分鐘。 

 其餘常態性的運動(籃球、壘球、羽球、桌球..等)、課後游泳、運動性社團等，包含 

 假日的運動時間都可以計算在每周運動 150 分鐘內。請同學記得登記。 

    (完成 16週可加體育分數 3分/完成 13 週可加體育分數 2分/完成 10週可加體育分數 1 分) 

 

 

 

1. 台北市會計師公會為協助在學之高中學生了解會計師行業，以作為未來選系及職業生涯規劃之參考， 擬

於 105年 1/25(星期一)寒假期間辦理「2016 會計教育向下紮根」活動，  

本活動將邀請國內各知名大學會計系系主任擔任講師,敬請於 104年 12/21(星期一)前填妥報名表並至輔導室

領取家長同意書。 

2. 【輔導室轉知】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主辦之大學博覽會訂於 105年 2/27-2/28於臺灣大學 

  綜合體育館 1樓舉行，105/2/28 另舉行自我介紹競賽。 

3. 【輔導室轉知】東吳大學為加強高中生對大學資訊與經驗之了解，於 105年 1/25-1/26 

  在外雙溪校區，分兩梯次辦理「第二屆認識東吳營 SCU CAMP」，此項活動免收報名費，並 

 將提供餐點、紀念品、保險等；全程參與活動學生，將另頒發活動證明。請有興趣的同學 

104-1第 15週紀律競賽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高一 簡 廉 業 

高二 正 愛 敏 

高三 慧 公 誠 

(十五)日期：104.12.18  

 

榮譽榜 

 

教務處 

 

學務處 

 

輔導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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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東吳大學招生組網頁線上報名，額滿為止。 

4. 四、聖情難卻，聖袋來囉！ ~耶誕傳情活動~ 

(1) 請於 12/18(五)中午前將小卡交至輔導室，以便製作「聖袋」（內含豐富的糖果和小卡）。 

(2) 輔導室會派「耶誕小天使」於 12/23(三)、12/24 (四)、 12/25(五)這三天為妳的祝福對象送上「聖袋」

傳達妳對他們的感謝與祝福！ 

5. 輔導室替高三學子於 12/25(五)中午 12:20-13:10舉辦「繁星推薦說明會」，地點在莊 

    敬大樓 2樓生涯資訊室，請同學踴躍參加。 

6. 12/29（二）~12/31（四）為期三天的生命教育影展，將於中午 12:15-13:10 為大家播 

  放熱門電影「愛的萬物論」!請有興趣的同學準時至生涯資訊室參加！ 

 

 

 

 

1. 【寒假營隊:進擊的小資兵】1/28(四)-1/29(五)於國立台北科技大學舉辦 

(1) 活動簡介:營隊中，你或許不會寫出一個 App，也不會架設出一個 Web；因為，那些都不是我們想教給你

們的。但是，我們會帶著你們初入 Computer Science 的世界，教你們如何自我學習、尋找問題的解決辦

法；即使未來的你，或許並不打算深入此領域，在這營隊你依然會獲得許多可貴的經驗。去 Hackthon的

人們都在做些什麼呢?真的能和第一次認識的人一起完成 Project嗎?Coder的思維都是怎樣在想的呢?該

如何去拆分一個問題?希望，我們能在你們的青春歲月中，留下難忘的 36 小時。 

(2) 活動時間:2016/01/28(四)~2016/01/29(五)，含住宿一晚(宿於北科宿舍，男女分宿)，附餐食 

(3) 報名方式：欲報名的學生，於 12/21早上 8時以前將報名需要資料 email到信箱 343301-12@tp.edu.tw 給

本校資訊組劉老師，校內 15 個名額，依報名先後次序錄取，12/21 放學前公布錄取名單，並於 12/22中

午以前繳交 1000元現金給資訊組代收。(報名需提供資料:(1)姓名 (2)出生年月日 (3)學校班級座號 (4)

學號 (5)手機 (6)E-Mail (7)身分證字號(申請保險用) (8)飲食習慣（葷或素）) 

 

 

1. 問題一：因時常至合作社消費，偶爾忘記卡中餘額，導致消費時無法付款，而須重排一次隊伍，耽誤午

休或上課。(建議：允許負卡一次。) 

答覆：1.請問同學在校外便利商店結帳，是否可「記帳」，下次再付？銷貨系統並無讓同學「負卡」空間！ 

    2.餘額查詢的方式：同學可以利用合作社靠莊敬大樓側入口處的電腦查詢餘額；或利用班級電腦， 

Ａ.在「線上訂餐」畫面→選擇「訂餐查詢」後 Ｂ.將「查詢條件」改為「個人」， 

  

Ｃ.就會出現「查詢目前消費卡餘額」，再輸入「學號」，「密碼」

(個人身分證後四碼)，然後按「查詢目前消費卡餘額」，  

Ｄ.就會呈現同學目前帳戶中的餘額。 

  

問題二：圖書館影印機開放檔案列印。若不開放檔案列印，對同學實屬不便。 

建議：開放檔案列印功能。 

答覆：提供檔案列印的功能，是從 103年 3 月以後才開始的。但是，自今(104)年 5 月左右，就屢屢發生安裝

於圖書館的事務機訊號無法傳回合作社的扣款主機，導致同學資料無法列印而向合作社要求退款。可

是，當合作社的「事務機計費主機」重開後，機器又將同學的資料印出來了。同學的這筆費用(資料重

複印出)就是合作社的「淨損失」。 

感謝圖書館系統師協助查線、更換或重開路由器等，曾經一度讓機器恢復正常。不過，104 年 4、

5、6三個月，廠商請款金額就比經理每天記錄同學影印的金額多了一萬五千元左右。 

自本學期(104年 9月)，這種現象又出現。廠商曾於九月底、十月初多次來校檢修，於 10月 6日

檢修完成一度恢復正常。但是，廠商的工程師因該公司內部問題而離職。10月中以後，再出現問題便

無法解決，都是由合作社經理每天重開合作社的「事務機計費主機」後，有時正常、有時也無法解決

問題。因廠商已經沒有工程師可以協助維修，只要同學誤印，依然要跟合作社收費。其次，合作社 1

塊錢，只賺百分之五，就是 5 分。同學只要 1張誤印，合作社就要有 20張的收入才能彌補損失。 

合作社全年提供獎助學金為 32 萬，交易回饋金 13萬元，合計約為 45萬。如果，每月為了列印

而純虧損 2000~5000元，全年十個月，就大概吃掉百分之七的獲利。本社不是以營利為目的，但是虧

到倒，似乎也太誇張了。所以，自 12/8 起圖書館事務機不再提供服務。 

本校周圍的便利商店也多有提供隨身碟列印服務，只要將檔案轉存 pdf，在上學途中可以先至便

利商店列印後，再拿來學校影印。另外，目前影印廠商的狀況不是很好，請發揮公德心，輕柔的對待

機器，不然最後可能就沒有機器可以使用了！ 

 

 

 

 

1. 自行車若於未開放之騎樓、人行道路段騎乘，係屬違規行為，請同學共同維護行人安全。 

 

 

合作社 

 

教官室 

 

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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