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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輔組報告』 

（1） 本週五(2/26) 班會進行各班班級品格楷模推舉。各班班長發放每位同學核心品格實踐自評表先行

自評，並根據核心品格實踐項目推薦本班最符合核心品格實踐項目者。學生自評表收回留供導師

參考，班長統計推薦表，產生各班核心品格實踐楷模一名(不與當學期班級優良生名單重覆)。 

各班品格楷模資料表請導師簽章後於 3/1(二)放學前繳交。 

（2） 提醒同學室外課應自行攜帶貴重物品並關閉班級門窗，經巡堂師長登記門窗未關閉班級，扣班級

紀律成績。 

二、『衛生組報告』 

（1） 在洗手台清洗餐具餐盒時，請注意勿留下食物殘渣。 

三、『活動組報告』 

（1） 班級家長座談會—3/5(六)上午將舉行班級家長座談會，當天活動流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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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級家長座談會幹部訓練—請全校班長於 3/2(三)12:30 前往閱覽室參加幹部訓練，無法前往請務

必派代理人參加。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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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班優良生拍照時間—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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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高一合唱比賽：比賽報名表已發放，請各班負責人務必於 3/4(五)上午 10:00 至學務處繳交報名表

及進行上台序號抽籤，未到班級視同放棄，將由活動組統一抽出。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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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五)前中午前連同音樂繳交至活動組。 

 

四、『學生社團事務報告』 

（1）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 3 月份社長大會將於 3/3(四) 12:20 於閱覽室舉辦，請所有社團的社長及活動

幹部準時出席，未能出席者請派員代理。 

 

 

 

 

 

一、『教學組報告』 

財團法人溫世仁文教基金會辦理「105 年中小學作文比賽」，詳細內容請見學校首頁【學生專區】，

請有意參加的同學於 3/25(五)17:00 之前將初賽作品「生命的韌性」交至教務處教學組，逾期恕不

受理，若報名人數超過 10 位，將由校方將進行初審機制，擇優 10 位代表學校進行複賽。 

二、『設備組報告』 

（1） 教科書： 

1. 請總務股長提醒同學，拿到繳款單後，檢查是否有誤；繳費時間為 2/15(一)～3/4(五)。 

2. 請總務股長於 3/11(五)中午前，按照座號收齊全班「學校存查聯」後，與教科書書款繳費一覽

表一起繳回設備組。 

3. 請提醒同學盡量利用超商繳款，另外請家長繳款要確認是否有繳。最後若有同學遺失繳款單，

可至設備組補發。 

104-2第 1～2週紀律競賽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高一 廉 孝 仁 

高二 正 平 群 

高三 業 廉 誠 

3 月朝會預定日 

高一朝會 全校朝會 高二朝會 

週一 週三 週五 

      3/4 O 高二禮堂 

3/7 O 
全校操場 

(優良生介紹) 
3/9 O 

全校操場 

(優良生介紹) 
3/11 O 高二禮堂 

3/14 O 高一禮堂 3/16 X  3/18 X  

3/21 X  3/23 X 期中考 3/25 O 高二禮堂 

3/28 O 高一禮堂 3/30 X  4/1 O 高二禮堂 

(三)日期：105.02.26  

 

行事曆 

 

教務處 

 

學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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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校內科展： 

將於 2/26(五)將各作品交給各科評審老師進行評審，各科評審時間及流程原則上如附件所示，暫

定如下將視 2/25 繳件狀況後再於 2/26 發放依序遞補結果，每組約 15 分鐘(包含作品講解約 10 分

鐘及評審問答約 5 分鐘)。 

3/1(二)進行物理、應科、地科複審地點在科學館 4 樓物理實驗室 1， 

          生物、化學複審複審地點在科學館 1 樓多媒體教室。 

3/2(三)進行數學複審 

3/3(四)統計各科評審結果。 

預計最慢於 3/11(五)前公告校內科展複審結果，3/14(一)～3/16(三)報名北市科展並送件。 

（3） 北市中等獎助計畫 3/11(五)～3/16(三)報名截止，相關辦法陸續公布在本校網頁，請欲參賽同學瀏

覽相關時程。 

（4） 科教館青少年培育計畫 3/11(五)～3/16(三)報名截止，相關辦法陸續公布在本校網頁，請欲參賽同

學瀏覽相關時程。 

（5） 台北科學日活動請有參加師生準備。第二次工作坊時間：2016 年 3 月 26 日(星期六)。 

5/28(六)台北科學日歡迎本校師生參加，地點在師大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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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市教育局「性別微電影比賽」，歡迎喜愛電影、劇本創作、想嘗試拍攝短片的同學踴躍參賽！ 

（1） 比賽主題：結合性別平等相關議題皆可，消除性別歧視、尊重多元性別特質。 

（2） 作品規格：影片長度 3-10 分鐘，須附上中文字幕。 

（3） 獎勵方式：獎狀及禮券。 

（4） 截止日期：參賽作品請於 105 年 5 月 6 日(五)前繳交至輔導室。詳細比賽規則已發至各班，

   或請洽輔導室詢問。 

四、 輔導室於 3/11(五)舉辦「小論文講座」，歡迎有需要的同學準時於 12:20 至生涯資訊室參加。 

五、 3/9(三)中午 12:20~13:10 於演藝廳有政大企管系的學長姐來進行科系介紹，且會分享面試與備審資

料的相關資訊，歡迎對商學院有興趣的高三同學踴躍報名參加。 

(演藝廳禁止飲食，請同學事先或結束後再用餐)  

六、 3/11(五)中午 12:20~13:10 於演藝廳有成大附中山校友會的學長姐會來進行校系介紹，且於勵志長

廊有全日的擺攤，宣傳參觀營活動與提供校系諮詢，歡迎有興趣的同學踴躍參加。 

七、 3/14(一)中午 12:20~13:10 於生涯資訊室有中山醫附中山校友會的學長姐會來進行校系介紹，且於

勵志長廊有全日的擺攤，宣傳參觀營活動與提供校系諮詢，歡迎有興趣的同學踴躍參加。 

 

 

 

 

 

一、 請各班圖資股長協助提醒教師上課使用投影機時不要長時間處於待機狀態，也不要用投影機投影

計時、報時。 

二、 各班上外堂課時及社團或班級使用專科教室後，請務必要關好門窗、電燈、資訊相關設備，也務

必請大家共同珍惜資源。 

三、 請有意參加全國讀書心得比賽與小論文比賽的同學，務必在規定時間內上傳作品，並繳交切結書

至圖書館服務推廣組，讀書心得請於 3/4 前上傳、小論文請於 3/25 前上傳。相關注意事項已公告

於學校首頁【學生專區】，請自行參照。 

四、 聯合知識庫針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05 年度線上資料庫』，提報七種資料庫，其中有國語日報原

版知識庫、中學新聞知識庫等內容適合中小學閱讀、搜尋資料，開放同學試用兩個月（到 4/30）。

相關資料庫連結已公告於學校首頁【學生專區】，帳號：Taipei105 密碼：OnlineDB。 

歡迎同學使用。 

五、 3/01(二)中午 12:20 全校各班圖資股長至電腦教室一集合，宣導「資訊素養倫理」實施要項。 

六、 本學年班級網頁競賽將在 3/01(二)進行評選，請各班負責同學把握時間編輯製作。 

 

一、  

 

 

一、   請欲就讀軍校各相關科系的三年級學姐們，請把握機會並於 2 月 26 日以前完成體檢及智力測驗(網

址如後：http://rdrc.mnd.gov.tw/rdrc/index.aspx)，未於期限內完成體檢及智力測驗者，無法就讀軍

校，若各位三年級學姐有相關軍校疑問，歡迎至教官室洽詢，或電 02-25073148-293 找古教官，感

謝各位三年級學姐。 

二、   請高一各班學藝股長 2 月 26 日放學前繳交「交通安全等四合一海報競賽」報名表(務必請導師簽

名)，並請參賽同學至教官室領取圖畫紙。參賽同學務必於 3 月 18 日前繳交作品至教官室。 

三、   自 105 年 1 月 1 日起，建國北路高架橋下停車場(長安至朱崙段) 週一至週五 07:00 時-07:35 時，

進出停車場之車輛免費停車 20 分鐘，停車超過 20 分鐘者即依規定繳費(含前 20 分鐘之停車費)，

請家長多加利用。請家長進入建國橋下停車場務必抽卡，離場時過卡，才有免費優惠；使用悠遊

卡無此優惠。 

四、   近日上放學時段，交通警察將嚴格取締違規停車，請轉達家長勿併排停車或紅線停車。 

輔導室 

 

教官室 

 

圖書館 

 

http://bit.ly/batonbook
http://thebatonproject.org/human-career-library
http://rdrc.mnd.gov.tw/rdrc/index.asp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