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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輔組報告』 

 

 

一、『活動組報告』 

（1） 班級家長座談會服務幹部回條—3/5(六)上午將舉行班級家長座談會，「邀請函回條」請各班班長協

助於 2/22(一)中午前收齊交予活動組。 

時   間 活動名稱 活動地點 主 持 人 活 動 內 容 

08：40-09：20 校務報告 本校禮堂 吳麗卿校長 
家長會報告 

各處室報告 

09：30-11：00 親師班級座談 各班教室 各班導師 親師座談 

11：00-12：00 
家長會 

臨時代表大會 
演藝廳 饒月琴會長 

家長會 

臨時代表大會 

（2） 高一高二班優良生選舉—請各班於 2/26(五)班會課進行班級優良生推選；個人資料表請於 2/26(五)

放學前交予學務處余育禎老師。候選人選舉說明會將於 3/01(一)12:30 於莊敬大樓 3F 閱覽室舉行，

請各班班優良生務必出席；不克出席由班長代理。 

（3） 班優良生拍照時間—3 月 02 日(二)中午 12:20 於司令台進行，請各班優良學生代表務必著整齊制

服，準時前往。 

（4） 高二教育旅行繳費—尚未繳費同學，請於 02/20(六)中午前，盡速前往出納組繳納費用及收據。 

（5） 高二教育旅行表演節目資料及器材需求表—高二教育旅行晚會音樂及器材需求表，請班代務必於

03/11(五)前中午前連同音樂繳交至活動組。 

 

二、『生輔組報告』 

（1） 目前生輔組協助辦理的清寒助學金如下，同學若有申請需求，請同學先讓導師了解狀況，由導師

及生輔組協助辦理： 

(1) 本校獎助學金：學生個人或家庭生活發生困難，確實有必要救助之本校在籍學生，請導師協

助申請，將召開相關委員會討論協助。申請時間：依需要辦理。 

(2) 財團法人臺北市政府教育局認助清寒學生基金會:申請時間依需要辦理。 

(3) 財團法人臺灣學產基金會急難慰問金:辦理時間為事發 3 個月內。 

(4) 其他私人基金會清寒助學金:申請時間依來文(公告於學校首頁獎助學金專區) 

(5) 臺北市立高國中品行優良、努力向學學生獎助學金: 申請學生符合品行優良、孝行可嘉、熱心

助人、努力向學足為楷模者、家庭符合家戶年所得在新臺幣 60 萬元以下之家庭。金額：每名獎助

學金新臺幣伍仟元整。(每年 4.5 月來文本校約 2 位名額) 

 

 

 

 

 

一、『註冊組報告』 

（1） 教育部為瞭解高中階段學校辦學、學生學習情況與意見及學生生涯規劃，委託師大教研中心針對

高二學生設計『後期中等教育高二學生普查網路問卷』，高中各校需協助完成。因此尚未填寫問卷

的高二生，請至：『後期中等教育整合資料庫』(https://use-database.cher.ntnu.edu.tw/) 進行填寫。 

(或見學校首頁公告) 

（2） 「繁星推薦」、「個人申請」與「科大申請入學」等校內辦理報名時程與相關規定已發放至各班公

告，請高三同學注意報名時程，以免影響個人升學。申請書與時程皆已公告在學校首頁，同學可

自行列印下載，或至註冊組領取報名申請書。 

 

二、『設備組報告』 

（1） 教科書： 

104 學年下學期教科書已發放至各班，仍有書籍「缺漏」或「多書」的情況，請「總務股長」儘

速與設備組聯繫及送回，以確保同學權益；驗退書時間最慢至 2/23(二)為止。 

（2） 校內科展： 

104 校內科展進入複審之組別請最慢於 2/25(四)17:20 前繳交作品說明書(電子檔及書面資料 3 份，

生物科要 6份)至設備組，並於 2/26(五)完成展版之製作(簡單的只需用作品說明書張貼在上面即可)

及布置(地點：科學館多媒體教室及物理實驗室 1)，詳情請參閱學校網站。另外若有作品名稱重新

更改請寄 E-mail 到報名帳號。 

（3） 北市中等獎助計畫及科教館青少年培育計畫相關時間將陸續公布在本校網頁，請欲參賽同學瀏覽

相關時程。 

（4） 台北科學日活動請有參加師生準備。 

  第一次工作坊時間：2016 年 2 月 20 日(星期六)09:00-12:00 

  地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公館校區教學研究大樓 S102 室 

  第二次工作坊時間：2016 年 3 月 26 日(星期六) 

 

2 月朝會預定日 

高一朝會 全校朝會 高二朝會 

週一 週三 週五 

2/15 O  開學典禮 2/17 O 
全校操場 

(防震演練) 
2/19 O 

高二禮堂 

(法治教育宣導) 
2/20 X 

2/22 O 
高一禮堂 

(人身安全教育宣導) 
2/24 O 高三禮堂 2/26 O 高二禮堂 

2/29 X 補假       

(二)日期：105.02.19  

 

行事曆 

 

教務處 

 

學務處 

 

https://use-database.cher.ntn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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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研組報告』 

（1） 103 學年度第二外語學藝競賽將於 3/2(二)-3/5(五)進行，2/25(四)參賽同學請聽廣播至指定地點抽

比賽序號，並請自行至學校首頁【學生專區】下載朗讀篇目、查詢比賽序號；競賽當天請於指定

時間至比賽場地報到。日語演講參賽同學請記得在 2/25(四)放學前，將演講稿交至教務處實研組。 

（2） 本學期週六預修大學第二外語專班將於 3/12(六)開始上課，上課同學可至學校首頁【最新公告】

下載本學期上課日程表。 

（3） 特色課程編班名單已公告於學校首頁【學生專區】，上課地點也將於上課前一天公布，請同學注意

網路公告及當天廣播。 

（4） 2/21 世界母語日宣導系列~ 

教育局為宣導世界母語日並結合元宵節猜燈謎活動，架設網站「快樂學母語  年年嘻遊季」猜燈

謎網站：http://210.61.148.115/inative2016/about.htm。歡迎各位同學踴躍上網猜謎拿獎。參加學生

以線上作答時間內至臺北市本土語言教學資源庫（http:// w1.thes.tp.edu.tw/nktpthes/），學生登錄後

應輸入班級和座號，以利過關者抽獎。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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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城市大學將參加此次博覽會，藉此活動為學生及家

長們提供最新招生信息，並安排面試。有興趣的同學可以親臨博覽會香港城大 59 號攤位查詢。 

二、 【輔導室轉知】「真人職涯圖書館」將於 3/26(六)9:00-17:00 在成功高中辦理專家分享職涯經驗、

大學生經驗談與科系直接解析，報名日期為 3/5 中午～3/15 晚上 12:00 截止，報名連結：

http://bit.ly/batonbook。欲報名之同學報名請至輔導室領取家長同意書，歡迎同學上網詳看活動介

紹：http://thebatonproject.org/human-career-library 。 

三、 2/23(二)中午 12:20~13:10 於生涯資訊室有來自清華大學附中山校友會的學姐進行校系介紹，並於

勵志長廊有全天的擺攤，宣傳 3/6 一日參觀營活動與提供校系諮詢，歡迎有興趣的同學踴躍參加。 

四、 以下為輔導室於二月份辦理之講座，請高三學子密切注意，有興趣者歡迎報名： 

1 2/19(五) 
備審資料準備及 

面試技巧講座-文組 

臺大工商管理系 

朱文儀教授 
演藝廳 

2 2/19(五) 
學測後甄選入學 

家長說明會 

楊淑涵主任 

姜錢珠主任 
演藝廳 

3 2/20(六) 
學測後甄選入學 

學生說明會 

吳佩蒨老師 

姜錢珠主任 

禮堂 

(高三全體參加) 

4 2/20(六) IOH 生涯講座 莊智超先生 
禮堂 

(高三全體參加) 

5 2/26(五) 
備審資料準備及 

面試技巧講座-理組 

北醫醫學系 

吳瑞裕教授 
演藝廳 

五、 香港理工大學 2016 公開諮詢會，將在王朝大酒店二層（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 100 號）舉行，時

間為 2/19 晚上 19:00-21:00， 有興趣參加諮詢會的同學, 請填妥以下網上報名表

格: https://www.polyu.edu.hk/cmao/eform/eform.php?id=33， 除了以上活動之外,同學們也可以在理

大的招生網站 Study@PolyU 了解不同學科的資料。如有疑問，請聯繫香港理工大學中國內地事務

處(兼管台灣事務)，電話：（852）3400-2996 或電郵： occs@polyu.edu.hk。 

六、 【輔導室轉知】 IOH 開放個人經驗平台為協助高三同學，提供上網免費觀看 IOH (http://ioh.tw/) 上

超過 45 間大學、175 個科系的 500 支台灣各大學求學經驗講座影片，請同學先記下來自己的問題

與疑惑，再於 2/22 週一至 2/26 週五的每天 11:00 - 13:00 (本校輔導室提供中午 12:10-13:10 開放

兩間莊敬大樓電腦教室)與 19:00 – 23:00 線上直播時間，將你所有的疑惑留言發問，讓百位學長姐

在直播中即時回答你！請高三同學上 IOH 網站及臉書粉絲專頁看最新消息。 

七、 本學期輔導室小義工招募開始囉!截止日期在 2/22(一)，將於 2/25 舉行面試，歡迎同學報名甄選！ 

 

 

 
 

一、 2/24（三）中午 12：20 在自強四樓視聽教室一將辦理【全國小論文及讀書心得書寫技巧說明會】，

歡迎有興趣投稿參賽的同學攜帶午餐、紙筆參加。 

二、 本學期讀書心得比賽校內初選名單將於 2/26 報名截止，有意參加比賽的同學除上傳作品、繳交切

結書之外，請務必轉告貴班國文老師，由國文老師推薦給圖書館服務推廣組長彙整名單，始能參

加校內初選。若有疑問，請務必參加 2/24 中午之講座。 

三、 台北市議會將於暑假進行國際姊妹校青年大使交流活動，詳細內容與報名表件皆已公告在學校首

頁的【學生專區】，欲參加的同學請於 3/2 之前自行上網下載報名表件，繳交至圖書館服務推廣組。 

 

 

105 年 2-3 月中山女高樂旗隊因應全國賽加練時程 

 

 

 

 

 

 

 

 

 

 

             “You don’t become what you want; you become what you believe.” 

        「你不是成為你想要的，你成為你所相信的。」– Oprah Winfrey, Talk Show Host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2/21 

1300-1700 

2/22 

1800-2030 

2/23 2/24 

1800-2030 

2/25 2/26 2/27 

0900-1700 

2/28 

0800-1200 

2/29 

1300-1700 

3/1 3/2 3/3 

1800-2030 

3/4 

1800-2030 

3/5 3/6 

0800-1200 

3/7 

1800-2030 

3/8 

1800-2030 

3/9 

全國賽 

        

輔導室 

 

教官室 

 

圖書館 

 

http://bit.ly/batonbook
http://thebatonproject.org/human-career-library
https://www.polyu.edu.hk/cmao/eform/eform.php?id=33
mailto:occs@polyu.edu.hk
http://ioh.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