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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校樂旗隊參加 107 學年度學生音樂比賽榮獲行進管樂優等第一，感謝陳台倫教練、陳安祐教練、
辜千蓉教練、黃允謙教練、傅嘉柔教練、黃馨主主任教官、趙威寧主任、鄧乃心老師辛勤指導。
二、本校弦樂團參加臺北市 107 學年度學生音樂比賽榮獲弦樂四重奏優等，感謝劉妙紋老師、邱永春
老師辛勤指導。

秘書室
一、申請校長推薦函相關訊息：學校首頁→行政處室→校長室→左側祕書業務之推薦函注意事項。

教務處
一、『註冊組報告』
（一）民間及政府機構提供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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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同學上網參閱，請合於條件者踴躍申請！

學務處
一、『訓育組報告』
（一）高一二週會—11/15(四)第 8 節課舉行，請高一二各班務必於 16:20 前於禮堂集合完畢。
（二）11 月份班代大會在 11/14（三）12:20 於莊敬大樓三樓閱覽室舉行，各班班代請準時出席。
（三）請各社團總務幹部盡速至訓育組登記結清帳戶。
（四）11/19(一)-11/27(二)段考週，請暫停社團活動。
（五）畢聯會公告—11/13（二）是畢冊班級頁三校回樣（收稿）
，請畢編於中午下課到多功能一集
合。
11/15（四）為校稿，請畢編於中午下課至閱覽室集合。
（六）班聯會公告—

121 校慶紀念品之連帽毛毯加訂單已於 11/5（一）發下，請各班班代統計班上欲加
訂之數量，於 11/9（五）中午 12:30 前撕下回條交至班聯會社櫃，若校內及網路訂
購總數量超過 500 條，班聯會將與廠商追加製作數量並發下訂購單收取費用，謝謝
配合。
2.
校慶小義工報名開放至 11/16（五），請各班班代務必於 11/16（五）中午 12:30 前
將報名表交至班聯會社櫃，謝謝。
3.
11/9（五）中午將於多功能教室一，舉辦 121 週年校慶園遊會攤位位置抽籤，請各
班班代準時出席抽籤，謝謝。
（七）121 校慶相關事宜—
1. 校慶高二創意進場比賽實施辦法暨報名表已放置於各班班櫃，請各班創意進場負責
同學於 11/16（五）13:10 分前繳交報名表與音樂光碟(請勿繳交 MP3 或隨身碟)予學
務處高靜瑜老師。
2. 11/28(三)上午 7:30 請高二各班創意進場負責人至司令台旁集合、測試音樂。
二、『生輔組報告』
(一) 【外出】如同學因故需要外出，必須由家長來電至教官室申請，若當日返校需先至教官
室報備銷假，以免被登記曠課。
(二) 【假日】為維護假日學生在校安全，請同學假日到校活動或自習時，如穿著便服進入校
園，應主動出示「學生證」，提供保全人員查驗身份，未攜帶學生證者，一律不得入校。
另有邀請外校同學到校參加社團活動應於「活動前」完成申請，並主動向保全人員出示
「核可申請表」及「進校人員名冊」供查驗。同時請體諒，查驗進出人員身分是保全人
員的必要職責，請給予辛苦的保全人員一個溫暖的微笑。
(三) 【校安宣導】為防範校園肇生重大校安事件，請同學務必配合以下宣導事項：
1. 勿單獨太早到校，放學不要太晚離開校園，務必儘量結伴同行或由家人陪同，絕不
行經漆黑小巷或人煙罕至的地方及進出危險場所。
2. 同學應配合學校作息時間，課餘時避免單獨留在教室，不單獨上廁所，避免單獨到
校園偏僻的死角，確保自身安全。
3. 課後及假日到校之社團及自習同學務必依規範樓層出入口動線活動，在校遇陌生人
或可疑人物，應立即通知師長。
4. 遇陌生人問路，可熱心告知，但不必親自引導前往，應隨時注意自身安全，切勿聽
信他人的要求，交金錢或隨同離校。
5. 在校外發現陌生人跟隨，應快速跑至較多人的地方或周邊最近愛心(便利)商店，並
大聲喊叫，吸引其他人的注意，尋求協助。
三、『衛生組報告』
(一) 11 月 5~16 日進行熱食部滿意度調查，常吃熱食部餐點的師長同學
們，請幫忙填寫紙本問卷或上網進行填答(擇一即可)，紙本問卷尚未
繳回的班級，麻煩衛生股長協助交回衛生組。
(二) 高一二各班在規劃園遊會攤位時(布置、容器、宣傳…)，請盡量考量
環保，減少一次性使用的物品，歡迎利用現有的資源，使用公物也請
務必愛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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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拜託大家請勿將餐盒、飲料、廚餘等丟在廁所或倒在洗手槽，學校只有兩位廁所清潔人員， 四、SIM 東南亞文化分享講座
工作已相當吃重，請將心比心體諒她們，不要再增加她們的工作負擔。
日期
國外大學名稱
(四) 請盡量利用午休時間倒資收與回收餐盒，若要在其他時間回收，請妥善分類、回收，若回收
11/16(四)
東南亞文化分享
物已滿，麻煩幫忙整理，但如果是午休時間，則有環保股長或小義工協助。
12:20-13:00 (新加坡管理學
(五) 學校常有流浪貓出沒，請大家勿餵食。在教室、走廊或掃區發現動物排泄物，請進行處理，
院 Ivy 講師)
需要的物品可洽衛生組。若有發現跳蚤或被跳蚤咬，請告知總務處。

地點
生涯資訊室
(莊敬大樓 2F)

手機掃描報名

五、大學科系介紹講座

輔導室

日期
11/19(一)

一、中山電影院－生命教育暨性平影展：
輔導室將於 11 月生命教育暨性平影展，掃描 QR code 完成線上報名！
※全程參加且發表心得並分享者，發公服時數 1 小時。
日期/時間
11 月 12-14 日(一~三)
中午 12:10-13:00

播放電影

片長/分

女權之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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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外大學升學講座(11 月場次)：
日期
國外大學名稱
11/15(四)
新加坡管理學院
12:20-13:00

手機掃描報名

時間
12:1013:00

大學科系名稱
成功大學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11/20(二)

政治大學商學院

12/27(四)

交通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地點
生涯資訊室
(莊敬大樓 2F)

手機掃描報名

六、牌卡或個別晤談服務預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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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館
地點
生涯資訊室
(莊敬大樓 2F)

手機掃描報名

一、『服務推廣組報告』
(一) 中學生網站全國小論文寫作比賽作品上傳時間為 11/15(四)12：00 截止，請同學提早自行
上傳作品，勿等到截止日期接近時網路壅塞而無法上傳，而報名小論文的同學請自行簽
妥未抄襲切結書交至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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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接待住吉高校高一、高二各班小組長會議將於 11/9(五) 中午於莊敬大樓 3 樓閱覽室舉
三、高一家長大學多元入學輔導講座
行，本次將檢查各班製作之歡迎名牌板，請準時依照規格要求完成並帶來現場檢驗，並
輔導室為方便家長及早了解高一學生即將面對的大學多元入學管道，透過資訊提供與討論，邀請
同時回報尚未聯繫上的日本學伴之班級與座號。
家長共同協助孩子做好生涯規劃，包括高一下學期選組選課、未來對大學校系的選擇等，竭誠歡
(三) 11/13(二)中午接待住吉高校全體人員將進行第一次帶位彩排，請大家務必準時出席，並
迎高一學生邀請家長前來參加。
熟悉帶位路線。
◎時間：107 年 11 月 16 日（星期五）晚上 18：50
(四) 住吉高校來訪歡迎式之中、日文司儀與致詞人入選名單將於 11/12(一)公布於學校首頁學
◎地點：莊敬大樓四樓演藝廳
生專區與圖書館網頁，請入選同學於指定時間至圖書館集合與參與往後之相關訓練。
時間
主題
主講/負責人
(五) 赴日教育旅行報名之所有同學，請於 11/12(一)12:30 至莊敬大樓 3F 閱覽室集合，當日將
18：30-18：50
報到
輔導室
確認正、備取名單，若要放棄本次赴日機會，也請於當日提出。
18：50-19：00
主席致詞
吳麗卿校長
二、『資訊組報告』
19：00-20：00
大學多元入學方案說明與輔導策略
輔導室 簡嘉貞主任
(一) 班級若有需要填報修繕系統，請記得麥克風和音響屬於一般設備喔！(電腦、投影機、鍵
吳麗卿校長
盤和滑鼠才是屬於資訊設備)
20：00-20：10
問與答
教務處、輔導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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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官室
一、重要事項宣導：
高三同學適逢學測衝刺的關鍵時期，各年級同學應秉持互敬互重，共同發揮同理心，於平(假)日
任何時段行經逸仙樓周圍、內部或於戶外實施活動時，請務必相互提醒放輕音量，提供高三同學
最優質的讀書環境。
二、全民國防多元活動：
(一)預於 11 月 29 日(四)1210 至 1300 時，於逸仙樓 2 樓簡報室辦理「軍校現況說明會」，將邀
請目前就讀各軍校之畢業學姊返校分享，並有國軍人才招募中心專人蒞校說明相關招生訊
息，歡迎有意願的高三同學攜帶午餐踴躍參加。
(二)預於 12 月 4 日(二)上午至「國防醫學院」參訪(以公假方式前往)，歡迎有意願的高三、二同
學至教官室領取「家長同意書」，請於 11 月 23 日(五)前將同意書及午餐自費 52 元繳回教官
室(活動流程表，如附件)。
三、軍校聯招資訊：
(一)國防大學中正理工學院與「國立交通大學」合作，採「共同學籍、共同頒授學位」方式，自
明(108)年起入學學生畢業可領取交大畢業證書，積極培育國防科技人才，提升國防自主能量。
(二)「中山科學研究院」委託國防大學招收代訓生名額也較去年增加，畢業後直接進入中科院服
務，除就學期間學雜費全免並有生活津貼外，畢業就業更有保障。
 想進一步瞭解相關報考詳情，歡迎至教官室洽詢喔 !
四、雙北 1,280 公共運輸定期票好康活動，已配合 107 年度開學時間開放悠遊學生卡及 12 歲以上數
位學生證設定定期票，有需求的同學可自行辦理。
五、高一交通隊招生宣導:
高一同學請注意：欲報名 107 學年度交通服務隊同學，請找各班輔導教官或張孟勤教官報名，相
關期程如下:
(一)11 月 16 日(五)12:40 前交報名表。
(二)11 月 19 日(一)12:30 開始發號碼牌，於莊敬大樓三樓閱覽室辦理選哨事宜。
(三)12 月 13 日(四)12:40 於禮堂值勤前訓練。
(四)12 月 17 日(一)起各哨口與學姊見習、實習 2 週。
1/2 起正式交接值勤。(全程參與訓練、見習與實習者，核予本學期 8 小時公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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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社
一、 為避免結帳出口人潮壅塞及輸入錯誤卡號導致誤扣其他同學款項，請務必使用「個人（自己
的）」學生證刷卡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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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在發現問題後，儘速
至合作社找經理查詢、列印消費記錄，以方便找出問題並追蹤處理。
三、 如何取消線上訂餐？
(一) 可以直接在班級電腦或到合作社「餘額查詢電腦」線上「退訂」。因為，如果你只是跑
來跟阿姨說訂錯了，合作社只能幫你全部「退訂」
；如果你有幫其他同學訂的部分，也會
一律被退掉！
(二) 如何「取消、改變訂單」？說明已公告於 1071102 楓城紀事、合作社粉專
(https://www.facebook.com/ZSGHCOOP/)，並張貼於合作社查詢機桌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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