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週） 日期：107.10.5

日為校慶海報暨邀請卡徵選，相關辦法已於校網公告，請同學至學生專區下載「臺北市立
中山女子高級中學 121 週年校慶海報暨邀請卡徵稿辦法」，並依辦法辦理徵稿，歡迎同學
踴躍投稿。
榮譽榜
（五）10 月份班代大會在 10/17（三）12:20 於莊敬大樓二樓第一會議室舉行，各班班代請準時出
席。各班的發言條已放班櫃，請想要提議事項的班級務必在指定時間之前將發言條放到班
聯社櫃- 別忘了需要請導師簽名。
107-1 第 5 週整潔競賽
107-1 第 5 週紀律競賽
（六）高二高三班優良生選拔—
第三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1.
優良生選前說明會—10/15 (一) 12:10 於莊敬大樓三樓閱覽室進行，請班長務必出席。
名
2.
優良事蹟發表—高三於 10/17（三）朝會進行、高二於 10/19（五）朝會進行，每位
高一
樂
敏
禮、捷
高一
博
忠、敏
x
候選人 1 分鐘，若遇雨將改為室內廣播。
高二
博
智、孝
x
高二
業
和
平
校優良生投票—10/19 (五) 班會課至 14:10 前(選票需在 14:10 前送回學務處)截止。
高三
義
仁、孝、群
x
高三
忠、捷
x
公
二、『生輔組報告』
(一) 【音量】搭乘專車、早自習活動、第 7 節放學班級…等，請同學降低音量，考量其他同學
教務處
的感受，互相體諒，將心比心。
(二) 【朝會】依本校獎懲規定第七條第九款「無故未參加朝會登記兩次者記警告一支」，請同
學遵守相關作息規定。
一、『註冊組報告』
(三) 【服儀】天氣轉涼，同學可添加學校制式背心、毛衣或運動外套，勿著便服到校；天雨請
（一）民間及政府各項獎助學金資訊刋載於本校網站最新消息及教務處註冊組獎助學金專區，歡迎
擇防水性較佳之鞋子，勿著拖鞋。
同學上網參閱，請合於條件者踴躍申請！
(四) 【宣導】一氧化碳(CO)中毒處置，關心自己也幫助別人。
二、『設備組報告』
1. 關閉瓦斯爐及瓦斯開關。
（一）107 校內科展報名時間為 10/22(一)～10/24(三)，請參加組別將報名表交至設備組。
2. 輕啟對外窗戶，降低室內 CO 濃度。
（二）校內學科能力競賽的得獎名單已公告於學校網頁。
3. 撥打 119 求救。
（三）近期校外科學競賽活動：(詳情請參閱學校首頁「學生活動競賽」)
4. 救護人員未到達前，將中毒者移到通風、安全處，並鬆開中毒者衣物。
『科學講古列車』請同學密切注意各場演講時間
5. 中毒者若無呼吸、心跳，有受過心肺復甦術(CPR)訓練者可對中毒者實行 CPR。
（一） 時間：2018 年 2 月～2018 年 12 月
三、『衛生組報告』
（二） 地點：全台各地高中 6-10 場。
(一) 段考結束(10/12 最後一節)請進行大掃除，除逸仙樓外其餘教室請務必刷地，高一二大掃除
（三） 參加對象：各縣市高中學子皆可免費參加。
須知已發給衛生股長，高三亦請進行內外掃大掃除。
（四） 露出平台
(二) 第 6 節下課(15:00~15:20)為打掃時間，請務必進行打掃工作，即使非該時段打掃或已掃完
1. 科學史沙龍官方網站：http://case.ntu.edu.tw/scisalon/
的同學，也請勿打球，避免影響其他人打掃。。
2. 科學史沙龍粉絲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scisalon/
(三) 留校夜自習的同學，吃完晚餐請到資收室倒廚餘和進行回收，勿丟在廁所或直接丟垃圾子
3. 臺大科學教育發展中心媒體露出（中心網站、電子報、Facebook 粉絲專頁等）
車。
(四) 未依規定使用專用垃圾袋，經查獲將依「廢棄物清理法」進行處罰。
學務處
四、『體育組報告』
(一) 校慶活動、各項競賽規程與規則已放置於學務處-體育組網頁中，請各年級康樂於 10/15
日前完成選拔及報名，紙本務必請導師簽章後繳至體育組。
一、『訓育組報告』
(二) 「中山雙棲 越野鐵人」活動鼓勵同學一學期中跑步 20 公里及游泳 2 公里(校內 6 次紀錄)，
（一）10/4(四)-10/12(五)為段考週，請暫停社團活動，違規者將酌扣社團評鑑成績。
達成有機會獲得限量 200 份的白色運動束口袋，可置體育組前公布欄觀看 6 期的運動束口
（二）請尚未辦理社團帳戶結清作業之社團，盡速至學務處訊務組辦理。
袋。
（三）自強樓社團辦公室分配一覽表已公告於社團網頁，請各社團自行查詢，並於輪值日期打掃。
(三) 慢跑登錄請同學自行上教育部體育署體適能網站-跑步大撲滿平臺登錄每週的跑步距離，
（四）班聯會公告—121 週年校慶主題經全校票選為「微醺年華 Tipsy Time」，即日起至 10 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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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號為身份證字號，密碼為學號或座號；游泳將以本校次數系統登錄，期末手機顯示電子
紀錄至體育組認證即可。
圖書館
(四) 雙十連假期間，若從事水上活動，請多注意水域安全，提醒以下十點：
1. 戲水地點需合法，要有救生設備與人員
2. 避免做出危險行為，不要跳水
一、『服務推廣組報告』
3. 湖泊溪流落差變化大，戲水游泳格外小心
(一) 中學生網站的全國閱讀心得與小論文寫作比賽的資訊皆已公布於圖書館網頁上，請欲參
4. 不要落單，隨時注意同伴狀況位置
加之同學把握相關期程，閱讀心得的校內初選將於 10/19(五)進行，請通過各班初選的同
5. 下水前先暖身，不可穿著牛仔褲下水
學務必自行將作品上傳，切結書待圖書館發出，無須自行印出；而小論文的上傳期限為
6. 不可在水中嬉鬧惡作劇
11/15(三)12：00，請欲參賽之選手除自行上傳作品外，亦同時自行印製簽妥切結書交給服
7. 身體疲累狀況不佳，不要戲水游泳
務推廣組長。
8. 不要長時間浸泡在水中，小心失溫
(二) 接待住吉高校小組長會議已於 10/1(一)順利落幕，請尚未繳交"同遊臺北行前規劃表"的班
9. 注意氣象報告，現場氣候不佳不要戲水
級，盡快繳交！否則貴班將提早 30 分鐘收隊！另外，請尚未加入"小組長 LINE 群組"的
10. 加強游泳漂浮技巧，不幸落水保持冷靜放鬆
小組長們及國際交流小義工們，盡快到圖書館找組長加入，即時資訊皆會在群組上公布，
請勿因拖延而影響同學之權益。最後，各班之學伴已配對完成，請開始寫 email 聯繫學伴
囉！
輔導室
(三) 第 161 回「文學風景」徵稿囉！你喜歡以文字記錄自己的生活與心情嗎？你想能藉由文
字關注社會議題、發表個人評論嗎？「文學風景」徵文活動起跑囉！本回徵文分為新詩與
一、國外大學升學講座(10 月份場次)：
散文兩類，主題不限，快把你珍藏許久的作品拿出來，在 10/18 前送出，歡迎全校同學踴
躍投稿。來稿請寄收件信箱：csghswen@yahoo.com.tw
日期
國外大學名稱
地點
二、資訊組
10/15(一)
日本京都大學
生涯資訊室
(一) 2018 年「國際運算思維挑戰賽」已開跑，歡迎高二、高三、及高一本學期沒有電腦課的
(莊敬大樓 2F)
同學至圖書館資訊組報名參加！
講座時間中午 12:20-13:00，請於活動前三日至輔導室網頁「近期活動報名專區」完成線上報名。
【本學期有電腦課的高一同學將由授課教師統一報名，不須另外至圖書館報名。】
請報名的同學準時出席，可攜帶午餐前來參加。
本測驗可幫助妳了解自己的運算思維能力以及是否具備學習資訊科學之性向。
二、國內大學校系介紹講座(10 月份場次)：
報名時間與地點：即日起至 106 年 10 月 27 日（五）放學前至圖書館資訊組報名
日期
國外大學名稱
地點
手機掃描報名
測驗時間（自行擇一場報名）：
10/17(三)
政大法學院
生涯資訊室
1. 107 年 11 月 13 日（二）12:25～13:10，共 45 分鐘
(莊敬大樓 2F)
2. 107 年 11 月 15 日（四）12:25～13:10，共 45 分鐘
測驗地點：莊敬大樓三樓電腦教室一
講座時間中午 12:10-13:00，請至輔導室網頁「近期活動報名專區」或掃描 QR code 完成線上報名。
測驗介紹與範例題請參考官方網站：http://bebras.csie.ntnu.edu.tw/
請報名的同學準時出席，可攜帶午餐前來參加。
三、牌卡或個別晤談服務預約：
教官室
除了廣受歷屆學姊歡迎的職業興趣組合卡外，輔導室還有許多有趣的牌卡，歡迎體驗。針對想瞭
解的主題，例如學業、家庭、友情、愛情、生涯等，透過牌卡聽見內心的聲音！或有些小困擾想
找人討論，歡迎至輔導室預約！
一、交通安全宣導：
穿越馬路時，應遵行交通號誌及本校交通隊指揮，切勿行進間使用手機、閱讀書報等，並行走
於人行穿越道 (斑馬線）上，留心周圍交通狀況快步穿越，以維自身安全。
二、防制藥物濫用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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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統計網咖、KTV、撞球場及夜店等場所是吸(販)毒者最常出沒地點，毒販會不擇手段的引誘、
威脅青年學子吸食、施打毒品，同學切勿涉足此類高風險場所，在不熟悉場域更應隨時提高警覺，
不可接受他人提供的食物、飲料，以免誤食毒品。
三、全民國防多元活動：
(一)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自 9 月 1 日至 11 月 30 日舉辦『我與全民國防～SHOW 出你的
私藏照 』
，同學將自己的全民國防主題相片分享至活動頁面，並留言說明相片背景
Show 私藏照
或故事即可參加抽獎，相關活動說明請至學校網站學生專區查詢。
活動網頁
(二) 107 年全民國防網際網路有獎徵答自 10 月 1 日至 31 日止，請至全民國防教育全球
資訊網(https://aode.mnd.gov.tw)點選「全民國防有獎徵答」圖示，依指引作答，全數
答對者，即可參加抽獎活動，獎項計有「 MAC 筆記型電腦」
、
「IPhone 智慧型手機」
全民國防
等 11 項 1,450 名，請師長同學踴躍參加。
有獎徵答
四、國防部函文公告為提升社會青年對國防事務瞭解，招募具備「保國衛民」熱忱者加入
國軍，規劃將「全民國防教育」納入未來軍校招生考試項目，要點如下：
(一) 配合「線上智力測驗」施測時機併同實施。
(二) 由國防部完成題庫建立並置於國軍人才招募中心網站提供考生參考。
(三) 明(108)年度起試行乙年，測驗成績暫不列為錄取標準，惟為鼓勵考生熟悉國防教育內容，針
對成績達 60 至 100 分之考生，給予加分獎勵(加分基準請詳見各軍事院校班隊簡章說明)。

合作社
一、10/12(五)，期中考第二天為合作社冷飲部定期盤點日，冷飲部及加值時間至 13：20 止。熱食部
則營業至 16：30 止。請同學注意。
二、10/11(四)、10/12(五)為第一次段考。請同學注意配合「考試時程」選擇取餐時間，以免線上訂
餐的餐點放置太久未食用而導致餐點變冷口感不佳。
三、請高一同學注意，本校悠遊卡學生證具備兩種儲值功能：
(一) 第一是悠遊卡本身的儲值：用在校外搭乘捷運、公車、YouBike 或便利商店等。
(二) 第二是利用學生證條碼儲值：只能在學校合作社冷飲部、熱食部消費。
(三) 因各系統是由不同廠商開發，所以儲值金無法共用。臨時學生證（含合作社製發之臨時卡）
中的儲值金會直接沿用至悠遊卡學生證。臨時學生證請妥善保存或銷毀，以免遺失造成儲值
金損失。
(四) 悠遊卡學生證如有遺失，請向教務處註冊組辦理補發外，也請到合作社辦理臨時用條碼卡，
以方便在合作社消費結帳。
(五) 另外，過去所使用的悠遊卡（國中學生證），如果要將卡內餘額轉換至現在的悠遊卡學生證
使用，請洽各捷運站或悠遊卡公司。如有其他狀況，煩請再向合作社經理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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