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週）日期：108.03.08

(七)校優良生投票事宜：
3/15 (五)10:00 請全校各班班長至學務處領取選票，投票時間至當天 14:20 前(選票需在 14:20
前送回學務處)截止。
榮譽榜
二、『生輔組報告』
(一)【品格楷模】當選人請於 3/11（一）12：00 下課至菁櫻台拍攝個人照。(著規定服裝)
(二)【一氧化碳】「校園安全及一氧化碳防範」電子書及動畫影片：
107-2 第三週整潔競賽
107-2 第二週紀律競賽
1. 電子書下載點：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1) 校園安全篇：https://tinyurl.com/y7eahq5z。
高一
禮
敬、誠
高一
敏
禮
樂
(2) 一氧化碳中毒篇：https://tinyurl.com/y7yelaby。
高二
博
智
信、群
高二
群
捷
義
2. 動畫影片下載點：
高三
義
禮、博
高三
誠
公
智
(1) 校園安全篇：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V4NY8yv_uY。
(2) 一氧化碳中毒篇：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jr2t95gh8A。
秘書室
三、『衛生組報告』
(一)3/9(六)學校日，請各班於星期五放學前確認班級整潔情形，重點如下：(1)桌椅排列整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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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桌面、椅子清空；(3)地面乾淨，無垃圾、毛屑；(4)黑板、板溝槽、板擦乾淨；(5)書本、
物品盡量放置於個人置物櫃，若一定要放在抽屜，請擺放整齊勿掉出；高一、二衛生(副衛
教務處
生)股長請留下等愛糾檢查，不合格將扣整潔成績。
(二)廁所衛生紙可分解於水中，請直接丟馬桶，以減少垃圾量及避免異味，其餘東西請勿丟入。
一、『註冊組報告』
(三)打掃時間請務必進行打掃，並記得抬椅子以利同學打掃，超過 6 成未完成將進行愛校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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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體育組報告』
合於條件者踴躍申請！
(一)本學期校內賽事時程如下表：

學務處

活動日期
04/01（一）
05/01（三）
05/20（一）
06/06（四）

一、『訓育組報告』
(一)3/12(二)-3/20(三)為段考週，請暫停社團活動，違規者將扣社團評鑑成績。
(二)班級家長座談會—3/9(六)上午將舉行班級家長座談會，當天活動流程如下：
請各班班長於當日上午 8:30 準時至學務處領取各班資料。
時間

活動名稱

主持人

活動內容

09:00 － 09:40
09:50 － 12:00

校務報告 (本校禮堂)
親師班級座談 (各班教室)

吳麗卿校長
各班導師

家長會及各處室報告
親師座談

時間
12:10
12:10
12:10
16:20

競賽項目
高一班際排球賽
全校 3 對 3 籃球賽
高二班際羽球賽
全校水上活動研習

備 註
採用先循環後淘汰制
採用單淘汰制
採用單淘汰制
自由報名

(二)課間游泳時間 03/25 開放至 06/14 日止，逢上課日中午 12:00 至 13:00(最慢 12:20 要進場，
12:45 清場)，段考時不開放。
(三)體育署「SH150 方案」為培育學生運動知能，激發學生運動動機與興趣，養成規律運動習
慣，奠定終身參與身體活動的能力與態度。除體育課外，每週在校運動之時間應達 150 分
鐘以上。為鼓勵同學多運動特訂獎勵:開學日至 06/14 止，同學如完成 16 週可加體育日常考
察分數 3 分，完成 13 週可加 2 分，完成 10 週可加 1 分。
(四)「中山雙棲 越野鐵人」
，本學期推動第六期跑步 20 公里及游泳 2 公里，達成者有機會獲
得限量 200 份的水藍色運動束口袋，先達成者先至體育組認證領取，認證時間以 6 月 10 日
至 6 月 21 日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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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步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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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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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高二班
代務必於 3/8(五)中午 12:30 前連同音樂檔繳交至學務處訓育組高靜瑜老師。
(四)畢業生獎項審查－本學年度畢業生獎項審查實施計畫暨表現傑出市長獎推薦說明已公告於本
校首頁，請高三同學留意繳件期限，有任何問題請洽學務處訓育組。
(五)班聯會公告—班聯會於今日已設立學生意見箱於班聯會社辦外（自強樓一樓合作社旁）
，填寫
單放置於意見箱側邊，希望藉由妳的意見或提問，能讓我們了解學校或班聯會的不足並加以
改正。提問將於下一個月的班代大會上回覆，亦會發布至 IG 及 FB 粉專。
(六)3 月份班代大會—3/13(三)12:20 於莊敬大樓三樓閱覽室辦理，請各班班代準時出席。

1

輔導室

圖書館

一、國內大學科系介紹講座：
時間
講座主題
3/14(四)
成功大學附中山校友會分享
12:10-13:00

4/28(四)
12:10-13:00

政治大學社會科學院-院系介紹

地點
莊敬大樓 2F
生涯資訊室

莊敬大樓 2F
生涯資訊室

手機掃描報名

一、『服務推廣組報告』
(一)中學生網站 107-2 閱讀心得寫作比賽經國文老師初選通過者，無須自行印製切結書，待本
周確認全校參賽名單後，3/11(一)將由圖書館統一發放未抄襲切結書，再請同學於 3/12(二)
放學前準時繳回圖書館流通櫃檯，逾期之名額於 3/13(三)將遞補候補同學；小論文寫作比賽
投稿至 3/31 中午 12：00 截止，但為避免網路壅塞，請務必請參賽者提前一週上傳完畢！
(二)本校 108 學年度法國短期交換學生活動實施計畫暨報名表件已公告於學校首頁學生專區、
圖書館網頁，報名截止時間已延長至 3/11（一）17：30 前，甄選時間為 3/21（四）11：10-13：
00、地點為圖書館討論室（莊敬大樓二樓）
，請有興趣之同學把握機會！107 學年度之法國
交流成果已彩色輸出並護貝展示於圖書館，徵選前務必前往閱讀，但請勿攜出圖書館外唷！
(三)107-2 圖書館各組小義工之錄取名單已全數公布於學校首頁學生專區與圖書館網頁，請錄
取同學準時輪值（無法值勤請提前向圖書館請假或改時間）！務必有始有終、全力以赴喔！
(四)其他不定期國際交流資訊或閱讀推廣活動請同學上圖書館網頁或學校首頁學生專區查看。
二、『資訊組報告』
(一)國際運算思維成績已出爐（含分數及全國 PR 值）
，參加競賽的高二、高三、及高一無資訊
課的同學，即日起可至圖書館資訊組索取競賽證明電子檔(請自備隨身碟)。
(二)請圖資股長前往圖書館流通櫃台領取班級清潔用酒精瓶並妥善保管，建議每週至少一次清
潔資訊講桌桌面與滑鼠、鍵盤。
(三)提醒同學電腦教室內禁止飲食，也請有使用電腦教室的同學若有置放食物於教室外窗臺
上，務必自行帶走。

二、高三甄選入學輔導系列活動
※高三活動為紙本報名，請洽輔導室報名。歡迎同學、家長報名參加！
時間
講座主題
主講人
地點
3/13(三)12:20-13:10
小論文寫作講座
黃琪老師
生涯資訊室
3/15(五)11:20-13:00
備審資料準備及
臺大工商管理系
演藝廳
面試技巧講座
朱文儀教授
3/21(四)12:10-13:00
團體模擬面試技巧示範
黃月銀老師
演藝廳
3/28(四)、3/29(五)、
各學群模擬面試
本校教師、
生涯資訊室、
4/01(一)、4/02(二)、
大學任教之家長
閱覽室
4/03(三)，場次另行通知
教官室
三、「從過去遇見未來」──生涯探索團體
從過去遇見未來軍校報名
全民國防題庫
交通大學
「未來」對妳來說是什麼呢？妳還在為選組煩惱嗎？妳想更清楚自己的未
生涯探索團體
體檢智測網站
系科學位學程
一、重要事項宣導：
來嗎？未來的答案在哪裡？ 透過了解自己，做出更適合妳的選擇。歡迎
高三同學適逢衝刺的關鍵時期，各年級同學應秉持互敬互重，共同發揮同理心，於平(假)日任
妳來參加生涯探索團體，讓我們一起聆聽妳的故事，找到未來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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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團體時間：4/2(二)開始，4/2 、4/9 、4/16 、4/23 、4/30、5/14、5/21、
最優質的讀書環境。
5/28，每週二 17:30-19:00，共八次，遇段考暫停乙次。
二、108 年「軍事學校正期班」：
• 團體地點：莊敬大樓 2F 生涯資訊室(輔導室旁)
(一)「108 年軍事學校正期班招生簡章」規定體檢日期於 3/11 截止，請至網路預約體檢時間。
• 團體帶領：由張承心、廖思媛、劉心昀三位實習心理師帶您一同探索未來！
因體檢結果需 10 個工作天，報考者務必掌握時效提早完成，避免影響報名。
• 參加對象：高一至高三同學
(二)「智力測驗」
、
「全民國防測驗」及「體檢」皆須上網報名(預約)後，始可實施，請同學預約
• 招收人數：8-10 人， 額滿為止
後，逕洽教官室辦理公假手續。
• 報名方式：請掃描 QR code 進行線上報名，或向輔導室索取報名表，並於 3/15(五)前交至輔導
(三)報考軍校高三同學，若要學校統一寄件請於 3 月 20 日前繳交至教官室，自行寄件者，請務
室。報名後會安排簡單面談，以了解妳對團體的想法與期待。全程參與且完成心得者，可獲得
必於 3/25 前自行寄件。
公服時數 8 小時及結業證書。
四、牌卡或個別晤談服務預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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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國防相關升學資訊：
(一)國防大學理工學院(又稱：中正理工學院)與「國立交通大學」合作，採「共同學籍、共同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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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授學位」方式，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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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的聲音！或有些小困擾想找人討論，歡迎至輔導室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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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國防自主能量，歡迎同學踴躍報考。
(二)國防大學理工學院與交大合辦的「系統工程與科技學士學位學程」即將在今年
度開始招生，畢業將可領取交大畢業證書。
(三)108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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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官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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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直接
LINE
生活圈
進入中科院相關單位服務，求學生活就業均有保障，歡迎同學踴躍報考。
四、全民國防多元活動：
(一)3/15(五)1210-1300 於逸仙樓 2 樓簡報室，國軍人才招募中心教官到校針對報考軍校同學備審
資料提供指導，請高三國培班及報考軍事院校同學攜帶「備審資料」及「午餐」參加，也歡
迎有意願的高三同學踴躍參加。
(二)教官室於 LINE 成立生活圈「中山教官室好康報報」，請師長、同學踴躍加入，方便隨時掌握
教官室最新活動與升學相關資訊。
五、交通安全資訊：
(一)3/13(三)1300 至 1630 辦理士林監理站「機車安全防衛駕駛體驗班」
，感謝高三同學的熱情踴躍
報名，40 員已全數額滿。請參加同學當日著體育服(因有騎乘體驗，建議著運動長褲)並視當
日天氣情況外加本校外套，兼顧防護與保暖。
(二)交通安全四大守則觀念宣導，請師長同學建立良好習慣，確維生命安全。
第一守則:「我看得見您，您看得見我，交通最安全」。
第二守則:「謹守安全空間-不作沒有絕對安全把握之交通行為」。
第三守則:「利他用路觀-不作妨礙他人安全與方便之交通行為」。
第四守則:「防衛兼顧的安全用路行為-不作事故的製造者，也不成為無辜的事故受害者」。

環保餐盒送回勵志長廊，由環保志工同學清點登記。其他時間，都直接送回合作社熱食部，
並與熱食部阿姨確認繳回同學的班級、姓名。
(三)請一定要送回來！吃完的空環保餐盒放在班上也會滋生蒼蠅、蟑螂。
(四)每天借用環保餐盒的同學，歡迎利用「線上訂餐」
；或自己攜帶環保餐具放在學校使用。

中山熊週記
2 月 25 日(一)很開心跟同學一起參加教官室首次舉辦
的「警察大學」參訪，警察大學為我國警察教育之最高學府，有鑑識科學學系、行
政警察學系、犯罪防治學系、刑事警察學系、水上警察學系等科系，此次參訪了解
到警大之現況、體系及報考的重要事項，還參觀了鑑識科技大樓、射擊館及警察博
物館，鑑識科技大樓有科技化、具互動性的電腦，讓我們動動手指頭就能看到車禍
事故的瞰查、一些兇殺案件的鑑識科學證據等，警察博物館裡有各國警察制服藏
品、李昌鈺博士展示區等，結束後，中午於警察大學的學生餐廳享用自助式午餐，
體驗真正的警校生活，今日的參訪讓我對警校有更進一步的了解，收穫滿滿，讓我
們來看看參訪當天的照片吧！

合作社
一、自助餐的白飯「不是免費」
，不要裝了就離開！「白飯」是提供自助餐消費的師生使用，每日白
飯的供應量與蔬菜的準備量是經過搭配。如果有特殊需求，例如自己的便當不夠飽，可以來付費
單點(一人份 10 元)。
二、請勿在自助餐單點白飯(10 元)，又到麵食區單點酸辣湯/餛飩湯(25 元)，自行搭配成酸辣湯泡飯；
或是滷味區買一份冬粉(10 元)，然後單點湯(25 元)自行搭配成酸辣湯冬粉，這些餐點麵食區皆有
販售(47 元)。請勿用價差的方式點餐，因為自助餐區的白飯跟滷味區的冬粉都是搭配相關食材準
備，同學一時的省錢方式，會影響到其餘師生正常消費的權利。
三、環保餐盒使用後，請務必先倒掉廚餘，
「不用清洗」
；並分「班級便當箱」或「個人取餐」及「借
用餐具」依下列說明處理：
(一)有抬回班級便當箱的同學(以高一為主)：
1. 請在「下午 3 點至 3 點 20 分」之間，將「班級便當箱」(含線上訂餐及個人借用環保餐
具)一併送回勵志長廊，會有環保志工同學協助清點登記。
2. 其他時間，請在「12 點 30 分以後」
，至下午 5 點 30 分以前；送回合作社熱食部，並且
與阿姨確認、清點數量。
(二)沒有抬回班級便當箱或現場借用環保餐具的同學：請在「下午 3 點至 3 點 20 分」之間，將

警察大學網路報名時間：108/2/27～3/20 有興趣的同學
可以上網看詳細的簡章說明喔！https://www.cp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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