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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全校 3對 3籃球賽，感謝教師及同學們熱情參與，得獎班級名單如下: 

名次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第七名 第八名 

3對 3 

籃球賽 

三正 三敏 一樂 三正 B 二敬 二博 B 二簡 B 一平 B 

鍾奕璇 

莊詠晶 

李芷萱 

戴予彣 

詹佳蒨 

黃昱文 

吳安琪 

許人友 

何孟澐 

黃敏惠 

廖珮伃 

陳子晴 

秦  如 

劉珊如 

呂  璇 

吳艾潔 

徐嘉謙 

楊采芸 

賴沛青 

張靜蓉 

許丹婷 

林  薇 

許青純 

陳  希 

李百加 

宋怡蓁 

林緹瀅 

谷有涵 

楊采融 

林顥芯 

陳宛琳 

 

 

一、 『註冊組報告』: 105學年度第 2學期高二轉組申請即日起至本年 5月 26日(五)下

午3:20止，轉組申請表請至教務處註冊組領取，須於上述時限內完成申請表之家長、

導師、輔導老師簽章並繳交至註冊組，逾時不予受理。務必詳讀申請轉組說明，並

審慎考慮所選組別是否適合本身程度與興趣，亦必須與家長及師長充分討論，凡經

編班確定後不得更改。 

 
一、   『活動組報告』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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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名字展/微型展/飛天小女警特展/便便展)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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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高一二週記抽查時程—請各班學藝股長提醒同學，務必依指定期限繳交。 

年級  送交導師 時間 送交學務處 時間 領回時間 地點 

 高二(5篇) 
 05月 22日

（一） 
10：00 05月 24日 （三） 10：00 05月 31日（三） 學務處 

高一(5篇) 
 05月 31日

（三） 
10：00 06月 03 日（六） 10：00 06月 07日（三） 學務處 

(四) 5/15(一)12:20將於科學館四樓階梯教室召開 5月份社長大會，請各社團的社長及

副社長準時出席，未能出席者請派其他幹部代理。 

(五) 請尚未繳交公服心得電子檔的社團，請盡速將檔案寄至 stuclub232@gmail.com。 

(六) 5/16(二)16:20前請各社團將社團評鑑本繳交至學務處活動組。 

(七) 5/16(二)16:20前請各社團繳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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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二法律基本常識測驗:5/26(五)朝會時間，同學可先上網註冊帳號進入練習，題

庫來源:全國法規資料庫(law.moj.jov.tw)網頁右上方「法治教育測驗專區」。 

(二) 5/17(三)原定全校朝會，改成高三朝會(禮堂)，規劃班聯會歡送高三活動，請高三

同學於當日 0730前往禮堂就位。 

(三) 「兩公約」之定義： 兩公約是指『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

權利國際公約』。二者乃重要之國際人權法典，其不僅為國際條約，並取得國際慣

用法之地位，業成為人權保障體系之普世價值及普世規範。  

(四) 兩公約宗旨及重要內涵：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包括前文及六個部分，共

五十三條條文，公約中所規定的權利內容，主要是世界人權宣言中所規定的「公民

與政治權」以及「民族自決權」。規定應受保護的人權主要包括：生命權、免於酷

刑和不人道待遇的自由、免於奴役和強迫勞動的自由、人身自由權、公平審判權、

人格權、參政權、少數族群權等。「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包括前文與五

個部分，共三十一條條文，其主要內容除詳細規定世界人權宣言的「經濟、社會與

文化權」之外，同時亦進一步地確保「民族自決權」這項集體人權。經濟社會與文

化權利國際公約有關人權的規定則有十條，其主要規範的內容包括：工作權、良好

工作環境、組織工會權、社會保障權、對於母親及兒童的特別保護、健康權、受教

權、參與文化生活及享受科學進步及其運用所產生利益的權利等。 

三、     『體育組報告』 

(一) 高二班際羽球賽於 5/15日舉行，將於 5/23日結束，賽程時間表及規則已公告在體

育組網頁，請各班選手準時參加並歡迎老師及同學們到場加油。 

 (二) 體育組於 5/11日發放「校園水域安全宣導資料」救溺五步及防溺十招請同學詳加

   閱讀並留意水上活動安全事宜，讓同學有一個平安健康的夏天。 

 
一、    高三上榜學姐經驗分享座談會 (對象：高一二自由報名參加) 

    內容：邀請甄選入學上榜學姐，以學群主題式分享如何準備學測考試、備審資料

  製作及面試等升學經驗分享 (時間及場次：中午 12：20-13：10) 

 

   105-2 第 12週整潔競賽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高一  誠   義     公 

高二  廉 平 禮 

高三  誠 信 慧 

   105-2第 12週紀律競賽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高一 智 忠 仁 

高二 敏 簡 禮 

高三 業 正 義 

輔導室 

 
（十三） 日期：106.05.12 

學務處

榜 

教務處

榜 

mailto:stuclub232@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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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 學群 日期 地點 各場次分享學姐的錄取校系 

3 文史哲 5/15(一) 生涯室 台大哲學.台大歷史.中央中文.東吳哲學 

4 
建築設計&

藝術  
5/15(一) 閱覽室 

成大建築/都市計劃.實踐服裝設計.台藝大視傳. 

北藝大音樂 

5 社會心理 5/16(二) 生涯室 台大社工.台大社會.輔大臨心 

6 生命科學 5/16(二) 閱覽室 陽明生科.清大生科.成大生科 

7 法政 5/17(三) 生涯室 台大法律.台大政治.政大外交 

8 資訊 5/17(三) 閱覽室 台大圖資.清大資工.交大資工 

9 醫藥衛生 1 5/18(四) 生涯室 

陽明/成大/馬偕護理.中國醫/中山醫/輔大營養.北

醫醫技.中山職治.馬偕聽力暨語言治療.國體運動

保健 

10 教育 5/18(四) 閱覽室 師大人發幼教組/家庭教育組.彰師特教.北教大特教 

11  醫藥衛生 2 5/22(一) 生涯室 北醫/長庚/中國醫醫學 

12 管理財經 5/22(一) 閱覽室 
台大工管/經濟.師大企管.輔大金融國企. 

台科大工管.台科大管理學士班 

13 國外大學 1 5/23(二) 閱覽室 

日本早稻田國際教養學部.香港中文大學工商管理

學系.香港城市大學.香港浸會大學.廣州中山大學

嶺南經濟學院.英國諾丁漢大學(中國校區) 

14 國外大學 2 5/24(三) 生涯室 

美國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microbiology).英國 St. George Medical 

School(物理治療).英國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psychology).加拿大哥倫比亞大學.曼

尼托巴大學商學院 

二、   自殺守門人進階講座  (講師：王靖雅 實習諮商心理師) 

時間：5/23(二)中午 12:20~13:10;地點：生涯資訊室 

三、   超人不會飛─生命鬥士講座 (講師：中山校友學姊- 黃述忱 Susan) 

日期：5/26(五)第四節 11:20至午休 13:10;地點：演藝廳(莊敬大樓 4F); 

內容：Susan學姊(鋼鐵醫師夫人)將分享面對逆境的勇氣與智慧，歡迎全班團體報名！ 

 
一、  『服推組報告』 

(一) 尚未領取赴日教育旅行成果冊的同學，請務必於今日放學前，前往圖書館領取。 

(二) 圖書館將於 5/15～5月底展出館藏外語書籍，歡迎對外語閱讀有興趣的同學閱覽。 

(三) 外交小尖兵學姊分享說明會將於 5/26（五）中午 12:20～13:10於自強四樓視聽教

室一舉行，欲參加的同學請務必上學習歷程認證資訊平台報名。 

二、   『資訊組報告』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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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座詳細資訊請見本校官網首頁公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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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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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9(五)下午，因本校辦理國中會考停課！當天熱食部僅早餐區提供服務，請注意。 

二、 為方便高三同學期末考後(5/10-5/31)，在校期間消費及用餐，高三退股、退還儲值

金作業，將延後至：106/5/31(三)12:40 後辦理。5/31下午會將退股、退儲值金委

曲各班畢籌會代表簽領。另外，為減少中午購餐的時間消耗，高三線上訂餐系統會

持續開放至 5/31止。 

三、 因合作社已不再辦理校服販售，故自 106 學年度起，也不再辦理繡學號業務。 

 

一、 106學年度紀律糾察暨賃居生餐會 (請相關同學攜帶個人餐具準時出席) 

 日期：5月 12日;時間：12時 20分前;地點：莊敬大樓 3樓閱覽室 

二、 106年度軍民聯合防空（萬安 40號）演習，訂於 5月 18日（星期四）下午 13時 30

 分至 14時實施，請全體同仁(同學)於演習期間勿在外走動並做好門窗及水電管制。 

三、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舉辦「106 年反毒黑客松」活動，訂於 106年 5月 27~28

 日（星期六、日），於 yourspace（臺北市光復南路 102號 3樓），活動相關資訊請

 至參考 http://mohw.kktix.cc/events/hackath0n，請師長同學踴躍報名參加。 

四、 「搭乘台鐵列車須知宣導」： 請各位師長及同學養成搭乘火車票卡使用之正確觀念，

 提升校園品德素養與守法觀念，宣導重點如後： 

 (一) 旅客乘車時應持有效車票、定期票、電子票證乘車，無票不得進站乘車。在無人售

 票車站上車時，應主動向列車長補票。 

 (二) 旅客應依車票所記載之資訊內容，或票證使用規定乘車。 

 (三) 未依車票或票證使用規定搭乘列車須補票。 

 (四) 使用電子票證、定期票、無座票搭乘太魯閣號、普悠瑪號、觀光列車、專車，或其

 它本局公告不發售無座票之列車，均須重新補票並得加收五成票價。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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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師長同學共同發揮體

 貼關懷的愛心，共同重視禮讓美德，促進社會和樂氣氛。 

教官室 

合作社 

圖書館 

http://mohw.kktix.cc/events/hackath0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