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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註冊組報告』 

 (一) 106學年度第 1學期減免學雜費申請日期為 106年 5月 15日(一)至 6月 2日(五)，

  請於規定時間內辦理完畢。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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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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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經編班後不得更改。 

二、 『設備組報告』: 校內數學科能力競賽初賽報名至 5月 19日（五）放學前為止。 

 考試地點：科學館四樓階梯教室及物理實驗室 1,2; 

 考試時間：5月 25日(四) 16:20~17:30（共 70分鐘）。 

 本次考試前 15名同學(另 5名為備取)可免費參加第 19屆 TRML競賽(預定八月中後  

  考試，相關經費皆由學校補助，請同學踴躍報名參加。) 

 
一、   『活動組報告』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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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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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0 
06月 03日（六） 10：00 06月 07日（三） 學務處 

(二) 校園優惠票販售—5/25(四) 12:20-13:10於勵志長廊有校園優惠票販售，本學期

最後一次，有興趣同學歡迎自行前往選購。 

   展覽 日期    地點  全票 校園票 

  微型展 6/29-9/10 中正紀念堂  280 180 

 積木展(全展期無休） 6/6-9/10 華山 1914文創園區  290 180 

 六福村水世界 6/17-9/17 
新竹縣關西鎮仁安

里拱子溝 60號 
 599 265 

六福村主題樂園 即日~9/30    同上  999  499 

印象・左岸—奧塞美術

館 30週年大展 
4/8-7/24 國立故宮博物院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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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117屆畢業典禮—畢業典禮將於 6/1(四）下午 17:00舉行，畢業生請於 13:00 準時

在教室點名，並請於 17:20前至禮堂就位完畢。畢業生獲獎名單、畢業典禮相關彩

排時程及注意事項，將於近期公告於學校網頁並發放班櫃通知，請高三同學留意。 

(五) 106學年度畢聯會籌組—近期將籌組106年度畢聯會，待高二各班新任班代選出後，

活動組將集合開會討論畢業紀念冊事宜，請高二各班新任班代留意。 

(六) 活動訊息公告—各類營隊、競賽等活動，皆公告於學校首頁學生專區，請同學留意

活動訊息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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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政部警政署於國內民眾普遍使用之手機通訊軟體 LINE開設官方帳號，定期提供

最新訊息，幫助民眾及時掌握新型詐騙手法及防範之道，並提升反詐騙意識以防遭

詐。如何加入「165防騙宣導」呢? 

1.在官方帳號搜尋 165 

2.點選 165防騙宣導 

3.按加入就可以了，或輸入 ID:「@tw165」即可 

一氧化碳防治宣導: 

 

(三) 性騷擾防治法、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宣導 

為保障學生之身體自主權及學習權益，請學校同仁知悉有性侵害、性騷擾、性霸凌

   105-2 第 13週整潔競賽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高一  忠   義   捷 

高二  孝 平 廉 

高三  慧 業 敏 

   105-2第 13週紀律競賽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高一 敏 仁 智 

高二 業 禮 廉 

高三 禮 簡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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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情形發生時，立即通報(關懷一起來、校安通報)(24H內)，並鼓勵性侵害、性騷

擾、性霸凌等被害人或檢舉人申請調查或檢舉。 

三、     『體育組報告』 

(一) 課間游泳開放至 6/16日，請同學盡早補游以免後期人潮眾多。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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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 6月 8日社團時間比賽；高一 8*25公尺蛙式接力比賽於 6月 9班會時間舉行，

請同學勤加練習。 

(三) 2017世界大學運動會相關簡介海報已懸掛於體育組前方走廊，歡迎學生觀賞學習。 

 
一、   因大禮堂往逸仙樓之廣播系統連線斷裂，致逸仙樓班級無法於教室聽到鐘聲，搶修

期間請同學先自行依上下課時間進行作息，並提醒上課教師下課時間已到，總務處

已請廠商儘速備料重行拉線，不便之處，請老師及同學體諒，謝謝。 

二、   為維護逸仙樓 2-3樓夜間及假日門禁安全，自 5/19(五)18:30pm，關閉樓梯電捲門，

直至上課日清晨再開啟，請逸仙樓高一同學注意，並準時離開管制樓層，謝謝合作！ 

三、   請中山樓 2-3樓及自強樓 2-3樓高一、二班級於 5/19(五)中午 12時 15分前，協助

將教室淨空清潔，桌椅排成 7排，每排 6個，貴重物品請勿放在置物櫃內以免遺失。

二孝及二誠兩班雖不當試場，但會徵用課桌椅，亦請這兩班協助配合。 

四、   下週一(5/22)一早，請擔任試場班級將多餘之課桌椅先整齊排列於教室外走廊，桌

椅有瑕疵者亦請於此時自行更換，總務處將自 5/23 起將走廊課桌椅搬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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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場 學群 日期 地點 各場次分享學姐的錄取校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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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10件出國前他們不告訴你的事 -學姐經驗分享座談會 

  出國讀書與文化衝擊是怎麼一回事？  

  獨在他鄉為異客又有哪些好氣又好笑的秘辛？ 

  114屆中山畢業的庭翊學姐目前就讀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大四一年移居印度於 NGO

 實習，將與你分享『10件出國前他們不告訴你的事』！希望可以和有打算出國(不

 管是留學、遊學、交換、或做海外志工、海外實習等)的學妹們一起分享和討論。 

  講座：張庭翊學姐(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國際發展學系) ; 

  時間：6/8(四)中午 12:30-13:10;地點：生涯資訊室 

 
一、  『服推組報告』 

(一) 外交小尖兵學姊分享說明會於 5/26（五）12:20-13:10在視聽教室二舉行，歡迎有

興趣的高一同學踴躍參加，請至學習歷程平台報名。 

(二) 圖書館跨文化書展將展至 5月底，對外語有興趣的同學歡迎前來閱覽。 

二、   『資訊組報告』 

  (一)【資訊安全】近日勒索軟體猖獗，請各圖資股長務必確認班級電腦資料已備份。 

  (二)【楓科技】五月份已出刊，歡迎各位同學踴躍瀏覽並參加有獎徵答。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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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注意事項將於下周一前發放，請報名參加的同學屆時

  務必準時參加。 

  (四)【資訊營隊】2017北科暑期資工營已開始報名，歡迎有興趣的同學報名參加。另外

  本校將提供三個免費名額，欲索取免費邀請碼的同學請洽圖書館資訊組，以先後順

  序為主（請在報名前就來索取唷！）。報名網址：http://cscamp.ntut.cc/。 

 
一、 高一升學輔導參考書籍－多元策圖書資訊社出版之「2017大學校系絕佳定位指南」。

提供優惠價每本 100元。純屬自由選購。銷售流程如下： 

(一) 5/15(一)10am已將樣書、訂購表放置於學務處前之高一班櫃。 

(二) 5/19(五)放學前，請將訂購表繳回合作社「結帳出口１」的訂購箱。 

合作社 

圖書館 

輔導室 

總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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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5/24(三)12:20-1:30pm，廠商將派人於莊敬大樓勵志長廊收費發書。 

 (四) 合作社純屬聯繫服務，若錯過上述時間，請各班依訂購表上出版社業務聯絡訊息， 

   自行與廠商聯絡、確認。且，已提供樣書，有意購買同學在繳費取書後，除書籍破

  損、印刷問題外，一概不得退書。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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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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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0pm後辦理。5/31下午會將退股、退儲值金

委請各班畢籌會代表協助簽領。另外，為減少中午購餐的時間消耗，高三線上訂餐

系統也持續開放至 5/31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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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106年度臺北市交通安全創意教學教材徵選活動」: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為研發優良

 創意之交通安全教學教材供教師教學運用，期能鼓勵學生、家長參與交通安全教育

 宣導活動，特別辦理徵選活動，相關細節請詳閱本校網頁「最新消息」公告 實施計

 畫，尚有疑問請逕洽教官室詢問。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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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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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官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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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