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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活動組報告』 

(一) 高三週會 4/28(五)10:20高三週會，請高三各班務必於 10:20前於禮堂集合完畢。 

(二) 4月 28日(五)第四節在禮堂辦理高三畢籌會說明會，請已經上榜的準大學生，踴 

 躍報名參加。 

(三) 禮堂封館—配合 6/1(四)畢業典禮，封館時間預計從 5/22(一)起至 6/3(六)止。 

(四) 校園優惠票販售—5/15(一) 12:20-13:10於勵志長廊有校園優惠票販售，有興趣

同學歡迎自行前往選購。 

(五) 高三畢業紀念冊預計 5/9(二)段考完後發放，請各班畢代留意相關注意事項。 

(六) 社團活動 

1. 5/1(一)至 5/9(二)為段考週，請各社團暫停社團活動，違規社團者將加重扣社

團評鑑分數。 

2. 尚未繳交社團公服電子檔的社團，請彙整心得及照片(格式下載：中山社團網頁

→表格下載→服務學習反思心得回饋表、活動照片黏貼表）繳交電子檔至社團

信箱 (stuclub232@gmail.com)。 

3. 5/16(二)16:20前請將社團評鑑本繳交至學務處活動組。 

4. 5/16(二)16:20前請繳交：a.新任社團幹部名單(高一)電子檔與紙本。b.社團

幹部工作職掌電子檔與紙本。c.已簽署完成之社團幹部家長同意書紙本。 

二、 『生輔組報告』 

(一) 提醒同學，學校作息時間，06:30校園才開放，請同學勿過早到校，以維安全。 

(二) 部分民眾透過網路或即時通訊軟體，一再轉載「OOO先生的健保費欠費繳款單是

假的」，民眾擔心前已繳納的健保費繳款單，是否也有類似情況。健保署澄清：該

繳款單確實為健保署所開出，並非網路謠傳的詐騙案件。健保署呼籲民眾不要再

轉傳，避免以訛傳訛。民眾若對於收到的健保費繳款單有疑慮，可透過繳款單上

的洽詢電話或健保署全球資訊網提供的聯絡方式查明確認。另外，民眾所收到的

健保署繳款單上洽詢電話（02）21006226 經 165反詐騙諮詢專線求證，確為健保

署之電話，請民眾無需恐慌。要透過超商條碼繳費，必需先透過簽約對保、審查

等流程之後方能透過超商條碼繳費，因此也不用緊張詐騙集團會使用偽造的超商

條碼要民眾繳費。以上資訊分享自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闢謠專區 

 https://www.nhi.gov.tw/webdata/webdata.aspx?menu=9&menu_id=1122&webdata

 _id=5482&WD_ID=1122。 

(三) 近期發現同學穿著短袖班服、便 T或班服外套，請同學依規定穿著本校規定之運

動服，凡穿著便服或未經申請穿著班服者，登記服儀違規。請同學注意! 

三、  『體育組報告』 

(一) 全校 3對 3籃球賽將於 4/24-5/2舉行，請全部隊伍(75隊)於 4/24當天 12:20  

  於敏求軒集合，講解規則及注意事項，講解完後第一場賽事 12:40分正式開始。 

  (二) 高二班際羽球賽將於 5/15-5/23舉行，賽前請至紀錄組領取出賽單填妥繳回， 

   比賽開始時請從裁判所在方向依排點順序列隊。請加油的同學須於邊線旁坐下以 

   免影響選手視線。 

(三) 高一 8x25公尺蛙式接力比賽及高二 8x25公尺接力(12棒仰式、34棒蛙式、56蝶 

  式(可以蛙式取代)、78棒自由式，將於 6/8、6/9舉行比賽，請同學利用課後  

  游泳時間練習。 

 
一、   興趣量表線上版預試活動(對象：高二學生) 

                         5月朝會預定日 

      高一朝會    高三(全校)朝會       高二朝會 

        週一         週三         週五 

 5/1 X X 考前一週  5/3 X X  考前一週  5/5 X X  考前一週 

 5/8 X X 期中考週  5/10 X X  期中考週  5/12 O O 
  高二禮堂 

國際甄選分享 

 5/15 O O 

高一禮堂 

一禮偏鄉服 

分享 

 5/17 O O 
全校操場 

歡送班聯 

如遇天雨則 

改至 5/24日 

 5/19 O O 

  高二禮堂 

學系探索量表 

解說 

 5/22 X X   5/24 X X  5/26 O O 
  高二教室 

法律常識測驗 

 5/29 X X 端午連假  5/31 X X     

5/8-9高一二期中考、高三期末考;5/22-6/3禮堂畢籌運用 6/1畢業典禮; 

5/27-30端午連假 

   105-2 第 10週整潔競賽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高一  敬   忠 群、簡 

高二  平 忠 敬 

   105-2第 10週紀律競賽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高一 正 捷 義 

高二 平 慧 廉 

高三 義 公 誠 

輔導室 

 
（十一） 日期：106.04.28 

學務處

榜 

行事曆 

mailto:stuclub232@gmail.com
https://www.nhi.gov.tw/webdata/webdata.aspx?menu=9&menu_id=1122&webdata
https://www.nhi.gov.tw/webdata/webdata.aspx?menu=9&menu_id=1122&web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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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徵求想瞭解個人興趣的高二同學，參加大考中心興趣量表線上版的預試活動。此測  

  驗結果將呈現興趣六型的小六碼，能詳細得到個人興趣特質的描述、有興趣的學類 

  及喜歡的職業建議。施測後可馬上觀看測驗結果。 

  日期：5/11(四)12:30-13:10 (請參加的同學務必準時到場) 

  地點：莊敬二樓電腦教室一、二;報名名額：100人(依照報名順序錄取！) 

報名方式：https://goo.gl/CZhTJC 填寫此份表單完畢即算報名成功！ 

二、   母親節活動---熱塑片手作工作坊 (帶領人：輔導室小義工) 

  時間：5/10(三)中午 12:20~13:10;地點：莊敬大樓六樓群組教室 

三、   性別平等與家庭教育講座-「隨愛出走」紀錄片座談 

    日期:106年 5月 4日(四)中午 12:20;地點:莊敬大樓二樓生涯資訊室; 

    內容:觀看隨愛出走紀錄片並與導演座談 

    全程參與並完成心得學習單，協助推廣宣導將給予公服一小時。歡迎同學踴躍報名! 

四、   選課選組輔導家長說明會 (請參加的家長帶著學生的心理測驗結果與會) 

  日期：5/6(六)上午 9:00-10:30;地點：演藝廳; 

 
一、  『服推組報告』 

(一) 第三屆北海道東川町高中生國際攝影節校內報名期限為 5/5（五］，請有意參賽

的同學上學校首頁學生專區確認比賽辦法及作品規格，將檔案帶至圖書館服務推

廣組儲存，並找組長填寫報名資訊。 

(二) 5/1（一）晚間 18:30 赴法交流行前家長說明會將於第一會議室舉行，請赴法交流

的同學務必提醒家長時間與地點，準時參加。5/2（二）12:20～13:10為第二次

法語課，地點在簡報室，請同學務必準時參加。 

(三) 圖書館小義工 5/31（三）上午公假參加教官室漆彈活動目前名額增加，開放給高

一、二圖資股長報名，歡迎圖資股長前來圖書館櫃台領取家長同意書，並於 5/3

（三）中午前繳交。若名額超過，以圖資股長身分報名者將進行抽籤。 

     二、  『資訊組報告』 

   (一) 【資訊推廣講座】5/25（四）12:20～13:10將邀請本校 105屆校友同時也是電子

商務公司「VeryBuy非常勸敗」創辦人王怡婷回校辦理「人生至少做一次創業家

－22歲後的創業人生」講座。歡迎有興趣的同學踴躍報名參加，報名時間為即

日起至 5/17（三）止。 

 1. 講座詳細資訊請見本校官網首頁公告 

 2. 個人報名請至本校「學習歷程認證資訊平臺」中報名或至 

 https://goo.gl/5o1nMP 登記報名 

 3. 班級報名請至圖書館資訊組索取（同班 5人以上），由導師簽名後交回 

 
一、 4/28(五)，合作社熱食部定期消毒。當天營業至下午 4 點 20 分。請同學注意配合。 

二、 同學如要查詢餘額，只要在校內網路內(班級電腦或校內無線網路)，都可連結

「 http://bit.ly/2oKY3so 」或「 http://ppt.cc/PVPlC 」(以上網址都會指向

「http://203.68.236.242:88/Order_lunch/Select_Order.aspx」)後，在「查詢條

件」→選擇「個人」後，就會出現「查詢」及「查詢目前消費卡餘額」，再輸入「學

號」及「密碼」(預設為身分證後四碼)，就可以看到自己的餘額。 

三、 高三同學注意： 

(一) 合作社會在高三期末考第二天(106/5/9)辦理退股金、儲值金並全面關閉高三線上 

  訂餐功能，當天放學前會通知班級幹部至指定地點領回所有退款金額。 

(二) 如會每天繼續至合作社消費、用餐的同學，請跟合作社阿姨借用「畢業生臨時卡」

  儲值使用，並於 6/29 中午合作社結束本學期營業時間前，繳回儲值卡並退還卡內

  餘額。且「畢業生臨時卡」沒有學生證的記名效用，遺失後餘額無法停卡，請務

  必妥善保管。 

四、  請高一、二同學注意，自 106學年度起，合作社不再提供繡學號服務。 

 

一、   重要宣導： 

(一) 在學校內部發現陌生可疑人員，應立即向身旁師長反映並同時向教官室回報，讓 

  我們共同維護校園安全！ 

(二) 在搭乘捷運、公車或校園周邊遇到(看到)騷擾情形，應鼓起勇氣大聲呼叫或吹哨 

  尋求協助，要懂得保護自己、也保護她人；另外，如遇不明男子藉故搭訕時，不 

  要理會，儘速往人群方向離開，以維護自身的安全，有任何需要協助或幫忙事項， 

  請立即撥打 110報案或校安專線 02-25090833，教官室關心每位同學！ 

二、  「106年度交通禮讓週活動」：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自 106年 5月 1日（星期一）至 5月 10日（星期三）期間，秉持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之核心理念，推動宣導候車排隊、乘車 

讓座、行人優先之公共禮儀，以增進大眾發揮體貼關懷的愛心，共同重視禮讓美德， 

促進社會和樂氣氛。另 5月 6日(星期六)下午 2時於捷運西門站 6號出口與本市童 

軍會及女童軍會合辦交通安全禮讓誓師活動，宣導交通安全及禮讓等觀念，歡迎本 

校學生社團踴躍報名參加。 

三、  為推動全民國防教育，國防部於暑假期間辦理戰鬥營活動，採「多元教學」與「寓

教於樂」方式，結合國防專業與軍事特色，以強化同學對國家整體安全重要性之認

知；自 4月 17日 08時起至 4月 28日 17 時止，於「全民國防教育暑期戰鬥營報名

網站」（https://camp.gpwb.gov.tw）開放網路報名，有意願參加同學請至上述網站

自行報名並可至教官室詢問相關事宜。 

四、  106學年度紀律糾察熱情招募 (歡迎高一同學踴躍報名參加！) 

日期：5月 11日，時間：12時 20分前，地點：莊敬大樓 2樓第一會議室 

教官室 

合作社 

圖書館 

https://goo.gl/CZhTJC
http://bit.ly/2oKY3so
http://ppt.cc/PVPlC
http://203.68.236.242:88/Order_lunch/Select_Order.aspx
https://camp.gpwb.gov.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