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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2第 6週整潔競賽  104-2第 6週紀律競賽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高一 廉 簡 誠 高一 孝 禮 愛 

高二 公 誠 業 高二 正 業 樂 

高三 慧 誠 業 高三 誠 平 群 

 

 

 

 

 

4 月朝會預定日 

高一朝會 全校朝會 高二朝會 

週一 週三 週五 

      4/1 O 高二禮堂 

4/4 X 放假 4/6 X  4/8 O 高二禮堂 

4/11 O 高一禮堂 4/13 X  4/15 O 高二禮堂 

4/18 O 高一禮堂 4/20 X  4/22 O 高二禮堂 

4/25 O 高一禮堂 4/27 O 
全校操場 

(班聯會候選人介紹) 4/29 O 高二禮堂 

 

 

 

一、『教學組報告』 

（1） 因應高三同學反應有討論需求，試辦莊敬樓梯廳討論區開放使用，說明如下： 

1. 開放時間：12：40-13：10 

2. 梯廳討論區為討論專區，不得在該處飲食、不得閒聊，提供討論空間給真正需要使用同學。 

（2） 自 3/21(一)起試辦兩週，若不能遵守規定，將立刻取消試辦。點燈教室資源請同學多多運用，說

明如下： 

1. 點燈教室設置目的：為同學解答各科學習上的疑問，增進學習成效。邀請學姊返校協助，除了

功課協助外，也希望同學多請教經驗，見賢思齊，建立優良傳承。 

2. 地點：平常日在莊敬大樓一樓資源教室。 

          特殊日(若資源教室開會)：莊敬大樓一樓教師辦公室中央討論區。 

3. 時間：當日 18：30-20：00 

4. 請同學事先至教務處填寫預約單。(預約目的在了解人次，直接前往亦可。) 

5. 三、四月份安排： 

星期 一 二 三 四 

科目 數學物理 物理 數學物理 化學 

二、『設備組報告』 

（1） 近期有很多科學活動及暑期營隊如：2016 捷克及義大利國際發明展，「2016 倫敦國際青年科學論

壇（LIYSF）」甄選實施計畫，2016 旺宏科學獎，2016 交大奈米營，105 年度智慧鐵人創意競賽…

等，請有興趣同學自行上本校網頁瀏覽。 

（2） 科學館設備組徵公服： 

公服內容為整理實驗室、掃地、拖地、擦桌子、黑板(本組備有吸塵器)，同學自找 2-3 人一組整理

一間實驗室或專科教室共 4 次，本組將給予 8 小時的公服時數。 

有意願者請洽科學館設備組柯組長。 

 
 

 

一、『生輔組報告』 

（1） 依本校學生服務學習課程實施計畫高一高二學生每學期至少修習 8 小時。高一高二德行評量表之

公服時數預計 6 月初開始登錄，提醒同學注意於時限前完成。 

（2） 依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第二十四條：學生除公假外，全學期缺課節數達教學總節數二

分之一，或曠課累積達 42 節，經提學生事務相關會議後，應依法令規定進行適性輔導及適性教育

處置。提醒同學應於 5 日內按時銷假。 

二、『衛生組報告』 

（1） 最近流感疫情嚴重，同學如有身體不適，請務必就診，若確診為 A 或 B 流，請在家自主健康管理， 

  並通報導師、教官或健康中心。 

(七)日期：105.03.25 

 

教務處 

 

榮譽榜 

 

學務處 

 

行事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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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校消防設備檢修廠商將於週休二日 3/26、3/27 進行莊敬大樓年度消防安檢，屆時將於教學區進

行查線作業，因部分線路位於走廊或教室內部，若稍有干擾高三同學自習之處，請相互體諒並予

配合，謝謝！ 

 

 

 

 

一、 【國外大學錄取回報】請高三同學注意，若班上已有獲取國外大學錄取通知者，請主動回報輔導

室，協助輔導室建立國外榜單(若錄取但考慮不前往就讀，也請回報曾有錄取！資料仍有參考價值。)

請錄取同學回報班級、姓名及考上的國外大學校系。 

二、 【面試心得回饋】 

1. 有參加模擬面試的同學請繳交一份備審資料回饋學校，可書面繳交或電子檔寄到輔導老師信箱 

   wpc@m2.csghs.tp.edu.tw。 

2. 請高三同學參加面試之後，填寫面試題目及心得提供學妹參考！(指定項目甄試心得回饋表檔案 

將掛在最新消息網頁上可下載打字！)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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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已報名同學準時參加。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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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請於 5 月 6 日(五)前繳交至輔導室。比賽規則已發至各班，或請洽輔導室詢問。 

五、 【輔導室小團體】成員招募中！ 

※報名表請洽各班輔導股長或親至輔導室報名。 

※全程參與活動者，可獲公服時數 4 小時、結業證書與嘉獎一支，名額有限， 

歡迎有興趣同學盡速報名！ 

六、 【輔導室轉知】對於精神健康促進有興趣的社會大眾有福了！台北市立圖書館在四月替民眾舉辦 

「看見自我，精神樂活」系列影展，分別是 4/8(五) 14:00 藍色茉莉(主題：理想破滅後的自我逃避

與抉擇)，以及 4/29(五) 14:00 媽媽要我愛男人(主題：自我探索、性別認同與獨立)，地點在台北市

立圖書館總館 10F 國際會議廳。 

活動免費，敬請事先上網報名：https://goo.gl/rAepsP，或洽詢吳小姐 02-23279938。 

 

 

 

 

一、 105 年全民國防教育暑期戰鬥營來囉！ 

網路報名：自 3 月 30 日 08 時起至 4 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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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放網路報名選擇營隊及梯次，並取得參加抽籤資格。 

共有： 

1. 金門戰鬥營、馬祖戰鬥營、澎湖戰鬥營、成功嶺射擊體驗營、傘訓特戰營、兩棲勇士挑戰營、海

上生活體驗營、航空戰鬥營、航空科技體驗營、鐵衛戰鬥營、儀隊體驗營、新聞研習營、國防科

學基礎科技實作研習營等 13 個營隊。參加對象：民國 73 年 1 月 1 日以後出生之高中(職)以上

在學學生 (不含應屆畢業生)。 

2. 科學體驗營：國中在學學生 (不含應屆畢業生)。 

3. 醫學研習營：高中(職)以上在學學生 (不含應屆畢業生)。 

歡迎同學踴躍報名！ 

 

 

 

 

一、 熱食部將於今天 3/25(五)下午 5:00 進行消毒。合作社當天營業至下午 4:20 止。請同學注意。 

二、 請同學在結帳或加值時，注意電腦螢幕是否正確顯示同學的姓名，以免發生誤扣其他同學款項，

或將儲值金存入其他同學的帳戶。若對於消費金額有疑問，也請於發生問題的當天，儘速至合作

社查詢，以方便找出問題並處理。 

三、 利用線上訂餐系統的同學，如果發現有訂餐卻沒有顯示訂餐姓名，煩請立刻至合作社經理處反應。

另外，便當箱中的餐點，如果有不是自己訂購的項目，也麻煩同學立刻送回合作社。謝謝大家的

協助與配合。 

 

Appreciation is a wonderful thing; it makes what is excellent in others belong to us as well.  

欣賞是一件很棒的事；它讓別人的優點也成為我們自己的。  

《伏爾泰‧法國哲學家》 

名稱 主題內容 時間 地點 帶領者 

『航海王』── 

生涯探索小團體 

自我認識與生涯探索 

（特質、價值觀、興

趣、能力等） 

4/7～6/2 每週四

18:00-20:00 

段考前一週暫停 

生涯資訊室 
邱于筑、簡上雯

實習心理師 

『情場高手』── 

情緒探索小團體 

情緒認識、覺察與表達

技巧 

4/12～6/7 每週二 

18:00-20:00 

段考前一週暫停 

生涯資訊室 
洪元婷、簡上雯

實習心理師 

輔導室 

 

教官室 

 

合作社 

 

總務處 

 

mailto:wpc@m2.csghs.tp.edu.tw
https://goo.gl/rAepsP，或洽詢吳小姐02-23279938
https://camp.gpwb.gov.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