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日期：105.04.01

(三)

北市中等獎助計畫：原定 04/23(六) 複審－面談暨評審會議有確定提前至 04/17(日) 舉行。
時間地點及通過的作品待收到公文再行通知。請有報名參加的同學注意內湖高中網站。

榮譽榜

學務處

104-2 第 7 週整潔競賽
第一名
高一

簡、捷

高二

誠

高三

業

第二名

104-2 第 7 週紀律競賽
第三名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一、『衛生組報告』
(一) 『還島』守護台灣真海岸── 67 天 海岸徒步環島紀錄片座談會實施計畫

誠、廉

高一

智

誠

正

1. 活動時間：4/8 (五) 11:200-12:40

博

孝

高二

廉

正

仁

2. 活動地點：中山女高演藝廳

誠

敬

高三

廉

業

智

3. 活動講者：社團法人台灣海洋環境教育推廣協會(TAMEE)：郭兆偉秘書長
4. 參加對象：本校高一、高二同學 (高三同學如有興趣可找衛生組長報名)

教務處

5. 報名辦法：(1) 以班為單位報名，因座位有限僅能容納六個班級。
(2) 即日起至衛生組報名，依報名先後順序錄取。

一、 『教學組報告』
(一)

6. 活動獎勵：(1) 本次座談將發放心得回饋單，衛生組選出寫得最好的前 20 名同學，

國立成功大學舉辦線上磨課師課程，提供高三生多元的網路課程，提早體驗大學教育。

暑假免返校打掃 1 次。

課程資訊如下： 1. 國立中正大學/普通物理:力學篇

(2) 繳交期限：4/12(二) 13:20 前。

2. 國立成功大學/微卡爾卡洛斯 (微積分)

(3) 繳交地點：學務處衛生組。

請至以下網址報名: http://hs-moocs.yct.ncku.edu.tw/
(二)

7. 注意事項：(1) 活動到 12:40，中途除上廁所外禁止離席。

【第 142 回文學風景徵稿】本期徵求高一二同學投稿新詩、散文，4/7（四）截稿，優等 500 元，

(2) 針對參加此次活動班級同學合作社於 12:40 開放同學購買及用餐。

佳作 300 元獎金，歡迎同學踴躍投稿。收件信箱：csghswen@yahoo.com.tw

總務處

二、
『註冊組報告』
(一)

哈佛大學書卷獎與倫敦政經學院 Excellence Award，此兩獎項主要是給予未來有志前往哈佛大學或
英國政經學院進修學士學位的高二生。相關說明與辦法已張貼至各班，有興趣同學可儘快提出申

(二)

一、

請。(申請表請至註冊組領取)

依據：105.1.15 北市教安字第 10530619101 號函「請各校賡續強化並落實校園安全防護工作」規

申請期限：◎哈佛書卷獎：4/15 ◎倫敦政經學院 Excellence Award：4/8

定事項辦理，105.03.15 修訂

教育部為瞭解高中階段學校辦學、學生學習情況與意見及學生生涯規劃，委託師大教研中心針對高

對象：本校同學

二學生設計『後期中等教育高二學生普查網路問卷』
，高中各校需協助完成。因此尚未填寫問卷的

(一) 上學日—

高二生，請至：
『後期中等教育整合資料庫』(https://use-database.cher.ntnu.edu.tw/)進行填寫。

1. 06:30-07:50 及 17:10-18:30 同學著學校規定校服自由進出校門；遲到同學須至傳達室登記
基本資料，其餘上課時間須持教官室核發之假單始得出校。

(或見學校首頁公告)

三、
『設備組報告』
(一)

2. 18:30 起關閉校門口電動鐵捲門；20:50 起關閉大門旁拱形小門，學生進出方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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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0:50 前—著校服自由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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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想同學自行上本校網頁瀏覽。
(二)

臺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校園大門門禁管理措施

(2) 20:50 後—不開放人員進校；出校時自行開啟拱形小門並隨手關門
3. 學生(社團)活動或競賽—傳達室值勤保全人員依承辦處室事前提供之申請資料與名冊，確認身

參賽北市科展的同學近期注意事項：

分後放行。

1. 目前正辦理作品說明書審查，審查通過入選名單 4/8(五) 12:00 公布初審結果。

(二) 週休二日及國定假日—關閉校門口電動鐵捲門；大門旁拱形小門開放時間為 07:30-17:30

2. 初審通過的作品 4/8(五)12:00～4/21(四)17:10 請利用課餘時間至多媒體教室進行海報的列印。

1. 返校自習—著學校規定校服自由進出校門，著便服進入校園時須主動至傳達室出示學生證，

印一張海報大約 20 分鐘。切勿擠在同一天並耽誤送件時間。

否則依校外人士程序處理。
1

2. 學生(社團)活動或競賽—傳達室值勤保全依承辦處室事前提供之申請資料與名冊，確認身分

立圖書館總館 10F 國際會議廳。

後放行。

活動免費，敬請事先上網報名：https://goo.gl/rAepsP，或洽詢吳小姐 02-23279938。
六、

輔導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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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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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獎勵方式：獎狀及禮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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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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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錄取同學回報班級、姓名及考上的國外大學校系。
二、

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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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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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0-14:20 於「自強樓 1 樓社團教室一」提供服務。請同學務必在當天放學前領回送繡服裝。制

將掛在最新消息網頁上可下載打字！)
三、

配合長、短袖制服換季，有需要繡學號的同學請注意：繡學號廠商將於 04/21 (四)、04/28 (四)，
服：高一 58 元，高二 68 元，高三 78 元；運動服、外套：37 元。

【輔導室小團體】成員招募中！

二、

各年級同學請注意，學生證如有遺失，請向教務處註冊組辦理補發外；也請到合作社掛失舊卡，
並辦理臨時用條碼卡，以方便在合作社消費結帳。但，同學如果利用班級線上訂餐功能，則不會

名稱

主題內容
自我認識與生涯探索
（特質、價值觀、興
趣、能力等）

時間

4/7～6/2 每週四
『航海王』──
18:00-20:00
生涯探索小團體
段考前一週暫停
4/12～6/7 每週二
『情場高手』──
情緒認識、覺察與表達
18:00-20:00
情緒探索小團體
技巧
段考前一週暫停
※報名表請洽各班輔導股長或親至輔導室報名。

地點

帶領者

生涯資訊室

邱于筑、簡上雯
實習心理師

生涯資訊室

洪元婷、簡上雯
實習心理師

因學生證遺失補辦而無法使用。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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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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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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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教官室

高一即將面對選組的妳／高二開始努力衝刺的妳，是否想了解：如何更有效率的規劃時間，如何
更聰明的準備各科呢？輔導室邀請多位繁星上榜的學姐前來分享自己的訣竅，場次與時間如下：

場次

日期/地點

1

4/8 (五)
11:20-13:10
閱覽室
（莊敬樓三樓）

2

4/15 (五)
11:20-13:10
閱覽室
（莊敬樓三樓）

分享者

一、

【轉知】105 年萬安 39 號演習注意事項
1. 105 年軍民聯合防空(萬安 39 號)演習，北部地

三信陳師筠（台大獸醫學系）
、三義林宇恩（台大工管系科管組）、
三捷林敏敏（台大動物科學技術學系）
、三信周靖軒（清大資訊工
程學系）
、三捷蘇思卉（政大經濟學系）
三敬趙萱（中興生命科學系）
、三簡林姿瑜（成大化學工程學系）、
三公劉嘉玲（交大電機工程學系）
、三慧陳乙萱（陽明大學藥學系）
、
三敬康秀嘉（北醫藥學系藥學組）
、三簡許庭瑜（成大工業設計學
系）

＊拉 K 一時，尿布一世。

實施，演習警報發放後，人車請遵守軍、警

＊吸一口毒，送半條命。

及民防人員疏導或就地疏散避難，高鐵、鐵

＊快感是瞬間，破滅是永遠，請拒絕毒品誘惑。

路、捷運及高速公路車輛正常行駛，班機正

＊重視生命，拒絕毒害。

常起降，請民眾注意報導，配合演練。
2. 依照民防法，須配合實施相關管制事宜，否
萬元以上 15 萬元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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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打 K 大作戰，全民動起來

區訂於 4 月 18 日(星期一) 13 時 30 分至 14 時

則依民防法第 21 條及 25 條規定處新臺幣 3
五、

「打 K 大作戰」反毒標語

＊尊重自我，請別讓毒品將你的靈魂帶走！
*反毒檢舉專線：02-23819594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緝毒專責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