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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設備組報告』： 

一、『設備組報告』： 

    本學期二手書回收訂於 6/25(一)～6/27(三)，地點在科學館一樓設備組。 
二、『特教組報告』：  
    本校數理資優班、人文及社會科學資優班目前分別有 5 位及 4 位的缺額，預計於 

    6 月份辦理轉入甄選，請對專題研究及資優班課程有興趣的同學踴躍報名，相關 

    資訊如下：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6/4（一） 

    報名地點：教務處特教組 

    筆試時間：6 月 11 日（一） 

    實作評量時間數理：6 月 12 日（二）下午 / 人文及社會：6 月 13 日（三）上午 

    簡章及報名表請洽教務處特教組 
   
 
 
一、『活動組報告』： 

(一) 畢業典禮—6/1（五）下午辦理，所有畢業生 17:20 禮堂就位完畢。 
(二) 六月份班代大會—6/6（三）12:30 分於閱覽室舉行，請同仁準時出席。 
(三) 班聯大會暨社團服務學習經驗分享—6/14（四）第八節綜合活動課辦理，高

一高二學生參加，亦請同仁前往聆聽。 

(四) 高二教育旅行師長行前說明—6/15（五）學務會議後辦理，請高二導師出席。 

(五) 有意參與服務學習分享活動的社團，請於 6/1 前將 ptt 檔交至學務處活動組。  

(六) 6/14-6/22 為高二段考週；6/20-6/28 為高一段考週，所有社團活動暫停。  

(七) 為配合段考週時間，社團櫥窗佈置期限更改至 6/19(二)，請已登記的社團按

照櫥窗順序，於期限前佈置完畢。  

(八) 為配合段考週時間，暑假期間活動申請書繳交期限也提早至 6/19(二)，請各

社團盡早規劃暑期計畫。 

(九) 高二畢代開會—5/31(四)中午 12:30 於莊敬三樓歷史專科教室集合。 

二、『生輔組報告』： 
    (一) 高一二班長務必宣讀：今日(6/1)高三畢業典禮，第 7 節下課後高一高二至高 
        三學姊教室歡送學姊，高一二教室樓層將於 16:40 上鎖，高一二同學歡送學 
        姊時務必將書包及所需物品帶下樓，並於 17:00 前離校。 
    (二) 近日接獲詐騙新手法，步驟如下: 
        1. 詐騙集團以不確定手法盜用同學帳號、密碼，利用 FB 及 MSN 聊天工具 
           和社群成員聊天。 
        2. 佯稱手機損壞，詢問同學的手機號碼，並請同學幫忙接收認證碼。 
        3. 同學回傳認證碼後詐騙集團成員，可以用手機以「小額付款」方式，造成 
           同學個人損失。 
        4. 請同學提高警覺，勿將個人或他人基本資料(含電話、帳號、密碼)交付不            
           知名的陌生人也不要因為善心而被詐騙集團利用。 
        5. 如果發現任何不正常情形，請立刻向教官室或學務處報告。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辦理反詐騙網路有獎徵答活動，網頁  
          (www.165web.idv.tw) 鼓勵同學踴躍參加。 
    (三) 高一二本學期德行評量成績表之服務學習時數登錄預定於 6 月 8 日(五)前，   
        提醒同學注意時限。 
三、『衛生組報告』： 
    (一) 中山守護小天使錄取名單： 
        一智 12 崔雅晴、一孝 16 林雯巧、一和 28 劉心萍、一敏 29 陳思秀 
        一敏 43 蘇楷婷、一勤 04 王馨嫻、一勤 17 高家敏、一勤 18 高歆晴 
        一勤 20 陳立婕、一勤 28 黃世萍。 
        以上同學請於 6/4(一)12:20 至健康中心報到。 
    (二) 暑假將至，在結業式當天教室將全部清空，請全校所有同學開始將個人物品 
        帶回家。 
    (三) 最近學校常有野貓出沒，造成禮堂出現跳蚤，受害同學人數眾多(已於 5/30 
        晚間消毒)，請同學特別注意以下幾點： 
        1. 垃圾、資收、廚餘請勿隔夜。 
        2. 請勿餵食。 
        3. 如發現小動物蹤跡，不管是大貓還是小貓，請立即通報總務處告知出沒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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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老爸照過來-Face Look」攝影比賽活動 

1.實施方式：融入「我與父親」之角色，透過入鏡畫面來記錄父子/女間之親情

與生活互動情形。 

2.照片規格：以畫質清晰之照片（原始檔 1,000 萬畫素以上，5 吋 x7 吋-長邊 7

吋不留外框，橫式、直式均可之彩色照片）。 

3.報名方式：請填妥報名表，將作品貼妥於背面指定位置（請單張雙面印），並

將書面連同雙面完整之電子檔於 101 年 6 月 18 日前繳交作品至輔

導室（檔名格式：例如：中山女高.王依林.父親與我.JPG），再由

輔導老師評選推薦作品參賽。 

4.獎勵：獎狀、圖書禮券（特優：3000 元，優等：2000 元，佳作：1000 元） 

（二）「我們依然相信」班書回收 

       請各班輔導股長協助將班書「我們依然相信」於 6/13（四）前交回輔導室。 

（三）成為自己與他人的守護天使 
     1.當同學心情不好、情緒低落的時候，我可以…….. 
     （1）專注的傾聽、展現同理心，保持平靜  
     （2）開放的表達自己的關心和溫暖  
     （3）誠實且真誠地談話  
     （4）透過點頭、眼神、拍肩膀、擁抱表達對他們的接納和尊重  
     （5）尊重他們的想法和價值觀  
     （6）專注、重視他們的感受  
     （7）嚴肅看待這個情境並且評估危險性(可能的話，移除可以用來自殺的工具) 
      （8）發掘自殺以外的可能性、找出其它的支持系統 

（9）採取行動、告訴別人（老師、教官、輔導室）、取得幫助 
（10）如果危險性高，留下來陪伴這個人 

2.當同學心情不好、情緒低落的時候，我盡量不要…… 
（1）太常打斷他們說話或忽視他們 
（2）顯露震驚、尷尬、恐慌 
（3）作出突兀或含糊不清的評論或批評 
（4）不停重覆問「為什麼」 
（5）讓他的問題看起來不重要，說所有事情都會沒事 
（6）離開並讓這個人獨處 

（7）發誓會守口如瓶 
3. 自殺不能解決問題，勇敢求救並非弱者，社會處處有溫暖，一定能度過難關 
自殺防治諮詢安心專線 0800788995（24 小時）  
生命線協談專線 1995 / 張老師專線 1980 

（四）請同學多學習建立良好人際關係，同時學習兩性間彼此尊重與界線。若遇到異

性相處相關疑問請多多與信賴的師長討論，包括親密關係與如何避孕之議題。 
「未成年懷孕諮詢專線 0800-25-7085（愛我，請你幫我）」可供諮詢。 

（五）2012 暑假營隊 

各大學校系的暑假營隊資訊已陸續放上學校網頁，歡迎有興趣的同學上網查

詢：學校首頁（左手邊連結）大學營隊與活動專區輔導室(大學科系、營

隊)2012 暑假營隊消息 

 
 
 

 

一、『主任的話』： 
    圖書館使用影印卡付費之影印機將於 6 月 29 日停止服務，請同學多利用悠遊卡   

    付費之影印機。尚有餘額之影印卡請於 6 月 29 日前至圖書館櫃臺辦理退費，逾 

    期不再受理退費事宜。  

二、『服務推廣組』： 
    (一)【閱讀沙龍】 
        時間:6 月 7 日(四)中午 1225~1315 
        地點:電腦教室 1 
        主講人:邱永春老師 
        主題:冰山下的世界---佛洛伊德《夢的解析》導讀 
    (二) 2012 第六屆全國高中巡迴詩展--北區 
        即日起在圖書館內展出。參與學校:師大附中、松山高中、南港高中、育成 
        高中、華江高中、中山女高。歡迎大家來讀詩。 

 

 

 
 

一、 101 年「友善校園、舞動青春」全國反毒博覽會，歡迎同學踴躍參與。 

    (一) 時間： 101 年 6 月 2 日（星期六）下午 4 時 30 分至下午 8 時 30 分。 

    (二) 地點：國立中正文化中心(中正紀念堂)藝文廣場。  

    (三) 內容：主題宣導、遊戲攤位、街舞才藝表演等。 
 

   ～說謊永遠也無法把我們從另一個謊言中拯救出來～捷克故總統 哈維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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