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週）日期：108.03.22

(六) 伊甸基金會義賣－有意訂購伊甸基金會義賣的班級，請班代幫忙登記收款，並在 4/23 中
午 12:10 至莊敬大樓一樓多功能一教室繳費。
二、『生輔組報告』
榮譽榜
(一) 請各位同學配合，午休時間如果有需要找老師討論事情或至圖書館查資料，請於 12：30
前就定位，避免鐘響後走動，影響同學休息。
(二) 【復仇式色情】是指未經同意而散布當事人的私密影像、照片讓他人觀看，甚至以散布及
107-2 第 5 週整潔競賽
107-2 第 5 週紀律競賽
告知親友等方式脅迫當事人。提醒同學外出(尤其與網友見面)時對自我安全的保護，避免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性侵、性騷擾案件，或成為偷拍及自拍私密影像的「復仇式色情」被害人或散布幫凶。
高一
樂
禮
敬
高一
禮
樂
敏
(三) 【用火安全】清明節掃墓期間加強墓地防火注意事項：
高二
群
簡
仁
高二
義
群
仁
清明節將屆，為防止掃墓期間引發火災等公共安全意外事故，請留意以下山林防火須知
高三
仁、誠
信
高三
禮
信
博
1.
掃墓焚燒紙箔，應注意不要引燃山草，餘燼請確實用水澆熄。
2.
在墓地不要燃放爆竹，以免火花飛散引起火災。
一、本校樂旗隊參加 107 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榮獲行進管樂優等，感謝陳台倫教練、陳安祐教練、
3.
掃墓祭祖紙箔及雜草，請攜至山下焚化爐處理，避免違反空氣污染防制法規定。
傅嘉柔教練、辜千蓉教練、黃允謙教練、黃馨主主教、趙威寧主任、路凱翔教官、鄧乃心老師辛
4.
上山掃墓所割下雜草及廢棄物，請使用專用垃圾袋處理。
勤指導。
5.
掃墓、郊遊或在山林工作，切勿亂丟菸蒂，以防引起山火。
二、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校優良生當選名單
6.
如用火不慎或燃燒雜草而引起山林火災，將依法嚴辦。
班級
一信
一捷
二愛
二樂
7.
發現山林火警，請速撥「119」電話報案。
姓名
鄭茗文
徐筱芸
溫昱晴
李奕萱
(四) 【高三在校內準備備審資料公假申請辦法】
1.
大學面試的公假請洽教務處申請，校內模擬面試的公假請洽輔導室申請，在校內準
秘書室
備備審的公假請洽學務處申請。
2.
第 1 階段放榜後，符合資格且有需求的同學可至學務處領取公假單(格式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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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人得申請兩個半天(合計一天)，一律填在同一張公假單內。
3.
同學須經導師及各節任課老師同意後，始得提出申請(承辦師長為導師)，於公假 2
教務處
日前完成申請程序。
4.
其餘時間同學要整理備審資料者應自行請事假回家準備，在校內僅能請公假，不核
一、『註冊組報告』
准事假，未到課者以曠課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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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公假經核准者請持紅色核章聯備查。
合於條件者踴躍申請！

學務處
一、『訓育組報告』
(一) 高一合唱比賽領隊會議—請高一各班合唱比賽負責人，於 4/9(二)12:10 準時前往禮堂，召開
合唱比賽領隊會議，若合唱比賽負責人不克出席，請務必委託其他同學參加。
(二) 4 月班代大會—4/10(三)12:20 於莊敬大樓三樓閱覽室舉行，請各班班代準時出席。
(三) 4/13 春季晚會，校內社團活動僅開放 8:00-12:00，請所有社團務必於時間內結束並離開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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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畢聯會公告—3/26（二）中午 12:10 為高三畢冊最後一次校稿，確認最後的畢冊班級頁樣
稿，地點在多功能教室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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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衛生組報告』
(一) 同學辦理慶生活動時，請注意周遭人及自己的安全，務必清理乾淨，避免造成師生安全危害。

輔導室
一、高三甄選入學輔導系列活動
※模擬面試於 3/27(三)早上 9 點至晚上 8 點開放線上報名，8 點關閉報名系統，請及早報名。英
文面試請於 3/27(三)早上 9 點至下午 5 點親自到輔導室登記。
內容
時間
主講人
地點
各學群 3/28(四)、3/29(五)、4/01(一)、4/02(二)、4/03(三)，
本校教師、
生涯資訊室、
模擬面試
場次已公告在輔導室網頁。
大學任教之家長
閱覽室

寫下屬於你心中的 17 歲天空。（獲選刊出的稿件可領取稿費）
 徵文稿：心中 17 歲的圖像。（300~450 字之間）
 徵繪圖：17 的模樣。（可手繪或電繪）
(一) 截稿日期：108 年 4 月 12 日（五）
。
(二) 稿件格式：文字稿件請電子檔 word 格式為主，圖片稿件可繳交電子檔或紙本，檔案中須
註明班級、座號、姓名、稿件筆名。
(三) 繳交方式：親自送到輔導室陳詒枚老師，或將稿件 E-MAIL 至：jerg8035@gmail.com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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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高一選組座談：
圖書館
為協助高一同學進行文理組選擇的評估，輔導室舉辦兩場選組座談，邀請教學經驗豐富的文科及
理科老師，與同學分享文理組的學習特色、類組概況及選擇評估。
一、『服務推廣組報告』
場次
日期
時間
地點
對象
講師
(一) 中學生網站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小論文寫作比賽投稿至 3/31 中午 12：00 截止，為避免網
理組座談 3/28(四)
第八節
禮堂
週會全體高一參加 鄭榮輝老師(生物科)
路壅塞，請務必提前一週上傳完畢！投稿同學請自行列印未抄襲切結書於 3/25(一)17：30
文組座談 4/8(一)
中午 12:10 生涯資訊室 高一自由報名參加 徐熒蓮老師(國文科)
前繳交至圖書館圖書流通櫃檯，若無準時繳交切結書者，則將無法代表學校出賽。
三、國內大學科系介紹講座：
(二) 第 165 回「文學風景」徵稿囉！本回徵文分為新詩與散文兩類，主題不限，徵稿截止日為
時間
講座主題
地點
手機掃描報名
4/11。快把你珍藏許久的作品拿出來投稿吧！歡迎全校同學踴躍投稿。（第 164 回因稿件
4/11(四)
陽明大學生醫系-科系介紹
莊敬大樓 2F
不足，故與 165 回合併評審）來稿請寄收件信箱：csghswen@yahoo.com.tw
12:10-13:00
生涯資訊室
(三) 其他不定期之國際交流資訊或閱讀推廣活動請上圖書館網頁或學校首頁學生專區查看。
二、『資訊組報告』
4/18(四)
政治大學社會科學院-院系介紹
莊敬大樓 2F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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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使用，建議每週至少
12:10-13:00
生涯資訊室
一次清潔資訊講桌桌面與滑鼠、鍵盤。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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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自殺防治守門人講座：
上，務必自行帶走。
時間
講座主題
地點
手機掃描報名
4/10(三) 12:10-13:00
自殺防治守門人初階講座
莊敬大樓 2F
教官室
主講人：戴芳儀實習心理師
生涯資訊室
5/15(三)12:10-13:00

自殺防治守門人進階講座
主講人：吳思穎實習心理師

莊敬大樓 2F
生涯資訊室

※該場次全程參加並交心得的同學，發公服時數 1 小時。
※高一高二輔導股長，請至少於上述講座擇一場參加 。
五、輔導室刊物「楓聆」第 34 期開始徵稿！
本期主題為「生涯與家庭教育─17 的對話」
。「17」是代表青春年華的數字，17 歲
就如同毛毛蟲蛻變成蝶的過程，妳將從稚嫩的模樣，逐漸轉變成成熟的大人。此
次以「17」作為年少時光的寫照，歡迎中山女孩發揮妳的文采巧思，踴躍投稿，

楓聆
徵稿資訊

一、108 年「軍事學校正期班」：
報考軍校高三同學，學校統一寄件已於 3 月 20 日截止收件，其他自行寄件同學，請務必於 3
月 25 日前完成寄件。
二、全民國防多元活動：
3 月 25 日(一)上午辦理「海軍(基隆港)敦睦遠航支隊參訪活動」，請報名參加的同學著整齊校
服及備妥個人隨身物品(身份證、健保卡、飲水、衛生用品等)，切勿攜帶貴重品，避免遺失，
並準時 0740 時於逸仙樓前圓環集合完畢。
三、交通安全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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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開車接送時，同學應於車上先行準備好個人攜帶物品，請家長將車輛於「家長接送區」(嚴禁
於紅線區臨時停車)暫停後，立即下車，避免造成交通壅塞及影響其他用路人安全。
四、防制藥物濫用：
內政部警政署邀請國內影星夏于喬、知名 youtuber 館長陳之漢聯合演出「真愛你
我、歲歲平安」反毒公益微電影，請師長同學掃描 QR-CODE 觀賞優質影片，
真愛你我、歲歲
瞭解反毒新知。

合作社

中山熊週記
去年新聞報導「防三寶再現！機車考照增
『防禦駕駛』講習時數變 2 小時」提到根據警政署 106 年統
計，機車交通事故死傷人數以「18 歲至未滿 20

平安
反毒微電影

歲」占 79.22%最高，其中人員當場或 24 小時內死
亡的事故中，該年齡層平均每 10 萬人就有 10.71
人，同為全年齡層最高，顯示出年輕族群初次考

一、3/29(五)，為熱食部定期消毒；合作社(含冷飲部)當天營業至下午三點二十分止。請同學注意！

領機車駕照後，騎乘機車仍然有較高風險。
我「EDUCATION」高三即將畢業，考取機車
駕照是我滿 18 歲的心願之一，但不想成為傳說中
的馬路三寶，還好教官室在 3 月 13 日辦理「機車
安全防衛駕駛體驗班」活動，手腳快的我有報到
名，當天到了士林監理站，除了相關交通法規介
紹、交通違規實例、安全帽正確使用講解外，現
場備有數十台嶄新的機車，讓參加的同學們實際體會講師所說的安全駕駛，像騎乘
機車時，坐在後座的乘客到底手要怎麼擺放才比較安全，兩位坐在機車上的講師示
範前後座駕及乘客在遇到緊急煞車跟急催油車的狀況，如果後座抱緊駕駛，兩人就
會撞在一起，看似親密的動作其實很不安全，正確的方法是一隻手握住旁邊的把
手，另一隻手則是攬住駕駛的腰際，所以母湯「抱緊處理」喔！另外，最刺激的是
實際騎乘操作，一開始最讓人緊張的是煞車和轉彎，很怕把加油當剎車，在現場把
樹撞倒，所幸我平衡感很
好，多騎個幾趟就上手了。
防衛駕駛宣導活動，不
同於一般的宣導會只能坐著
聽講，還能進行試駕，真正
體驗什麼才是安全駕駛，建
立初學者的我們遵守交通安
全規則的良好習慣及正確的
路權觀念，未來減少交通事
故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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