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臺北市 104年度語文競賽中等學校學生組（國語類）得獎名單 

類項 指導老師 班級 姓名 獎項 

朗讀 白繼敏老師   三禮 許芳綺 佳作 

三博 鄭雅馨 佳作 

二禮 劉沐恩 佳作 

演說 

 
李明慈老師 

 

二和 蔡孟軒 第三名 

二信 李加翎 佳作 

閩南語朗讀 游千慧老師 二和 吳則嫻 第二名 

二禮 李欣庭 第六名 

閩南語演說 蔡瑋玲老師 二公 羅雅云 第二名 

二敏 林柔孜 佳作 

客家語演說 徐熒蓮老師 二群 劉立萱 第六名 

二廉 鄧年芮 佳作 

 

 

 

 

 

 

 

 

 

 

 

 

 

 

一、 『教學組報告』 

1. 段考前一週夜自習(自 10/5開始 18:30～21:20)：高二留原教室，高一開放閱覽室統一自習，若位子

坐滿將開放選修教室，當座位仍然不足時，請到相對應之高二學姊班教室自習。 

2.   學藝競賽報名表請學藝股長於 10/19前繳交至教務處教學組 

二、『註冊組報告』 

1. 教育部為瞭解高中階段學校辦學與學生學習的情況與意見，委託師大教研中心針對高一新生設計『後

期中等教育高一學生普查網路問卷』，高中各校需協助完成。因此尚未填寫『後期中等教育高一學生

普查網路問卷』的高一新生，請至：『後期中等教育整合資料庫』

(https://use-database.cher.ntnu.edu.tw/)進行填寫。 

 

三、『設備組報告』 

1. 數理與資訊能力競賽已在本校首頁上及設備組公布欄公布成績，請同學注意相關時程及後續注意事

項：校代表隊各科集訓時間、領取 104數理競賽_培訓公假同意表以便由設備組統一辦理請公假事宜。 

2. 要參加 104校內科展比賽的同學請注意報名時程及辦法(已公告在本校網站上並每班發放一份書面資

料，屆時請學藝股長協助報名)。 

3. 北市中等獎助決審－成品評審、面談暨評審會議 10/4(日)在內湖高中舉行，請參賽同學注意時程。

承辦學校內湖高中預計 10/8(四)公布決審－成品評審結果。 

4. 設備組近期將會統計 104上學期教科書籍費退費金額，並請各班總務股長進行確認；若金額有誤時，

請務必告知設備組進行修正，謝謝同學配合。 

 

 

 

 

一、 『活動組報告』 

1. 高二高三班優良生選拔— 

(1) 請各班於 10/02（五）班會課前完成班優良生選拔；當選同學請於 10/02(五)放學前填妥「班級優良

生代表資料表」繳回學務處，報名表電子檔可上網下載。 

(2) 優良生宣傳說明會—10/05(一)12:30於莊敬大樓 3樓閱覽室進行，請班優良生務必出席。 

(3) 班優良生拍照時間—請班優良生於 10/06（二）12：10～12：40至司令台集合拍照。 

(4) 優良生選前說明會—10/22(四)07:50於莊敬大樓敏求廣場進行，請班長務必出席。 

(5) 優良事蹟發表—高三於 10/19（一）朝會進行、高二於 10/21（三）朝會進行，每位候選人 1分鐘，

若遇雨將改為室內廣播。 

(6) 校優良生投票—10/23(五)班會課至 14:20前截止。 

二、『生輔組報告』 

1. 「全國法規資料庫競賽活動」自 97年起由法務部與教育部共同舉辦，迄今已辦理八屆，目的在使全

國國中、高中職學生及其家長善用「全國法規資料庫」，以建立知法守法觀念；並期許全國國中及高

中職教師發揮創意，將「全國法規資料庫」資源融入教學內容。 

2. 『知識王網路闖關』競賽活動邀請全國國中、高中職學生及其家長（分國中生組、高中職學生組及家

長組）於即日起至 10/31止，採網路初賽及現場決賽兩階段競賽，請同學踴躍參加。 

3. 法務部「2015年法律智『繪』王」少年兒童犯罪預防及法治教育四格漫畫徵件活動，延長徵件截止

日期至 10/8，活動相關資訊請上法務部「more法狀元」網站（http://tpmr.moj.gov.tw/） 

三、『體育組報告』 

1. 高一有氧舞蹈不出賽名單及有氧比賽位置圖已放置於學務處-報名系統中，請高一同學於 10/22前上

網提出名單；另外紙本報名務必請導師簽章後繳至體育組。 

2. 校慶活動各項競賽報名已放置於學務處-報名系統中，請各年級康樂於 10/16前完成選拔及線上報

名；另外紙本報名務必請導師簽章後繳至體育組。 

3. 「樂活中山人  健康跑全臺」活動繞行台灣地圖已掛置在體育組前的公布欄，部分班級已跑至中南

部，若還在藍色區塊的班級同學請多多加油。跑步時不忘揪團共跑，有益身心健康，跑完後請伸展

肌肉，有助乳酸代謝。 

4. 國慶雙十連假期間，若從事水上活動，請多注意水域安全，提醒以下十點: 

(1) 戲水地點需合法，要有救生設備與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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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避免做出危險行為，不要跳水  

(3) 湖泊溪流落差變化大，戲水游泳格外小心  

(4) 不要落單，隨時注意同伴狀況位置  

(5) 下水前先暖身，不可穿著牛仔褲下水  

(6) 不可在水中嬉鬧惡作劇  

(7) 身體疲累狀況不佳，不要戲水游泳  

(8) 不要長時間浸泡在水中，小心失溫  

(9) 注意氣象報告，現場氣候不佳不要戲水 

(10) 加強游泳漂浮技巧，不幸落水保持冷靜放鬆 

四、『衛生組報告』 

1. 非清潔用垃圾及廚餘請勿丟棄於廁所的垃圾桶內，以維護公有環境整潔。 

2. 洗手槽如有淤積應立刻清除垃圾，以利環境品質的維持。 

3. 預防登革熱方式宣導： 

(1) 家中應該裝設紗窗、紗門；睡覺時最好掛蚊帳。 

(2) 清除不需要的容器，把不用的花瓶、容器等倒放。 

(3) 家中的花瓶和盛水的容器必須每週清洗一次，清洗時要記得刷洗內壁。 

(4) 戶外廢棄輪胎、積水容器等物品立即清除。 

(5) 平日至戶外環境，宜著淡色長袖衣物，並在皮膚裸露處塗抹衛生福利部核可的防蚊藥劑 

 

 

 

 

一、 輔導室代為轉知以下兩所國外大學之訊息： 

1. 紐約大學阿布達比校區說明會，將於 10月 3日星期六於台北辦理，欲預約座位及查詢更多相關資

訊，請 e-mail至：nyuad.east.asia@iie.org。 

2. 多倫多大學士嘉堡分校"大學之道"計畫，學生免托福和雅思成績，以高一高二在校成績、英聽、

校方推薦函及學測成績申請；通過後透過暑假八個星期大學學前訓練（LAP課程)，即可進入多倫

多大學士嘉堡分校就學。申請時間為 9/1至 11/30， 

網址 http://www.utsc.utoronto.ca/~fair/utsc 或 

      email至:fairtw@utsc.utoronto.ca 詢問。 

二、 輔導室於 10/6〈二〉中午 12:30~13:10舉辦生命教育講座-【甜蜜負擔－生命的源起】， 

全程參與講座並完成學習單與分享者，給予 1小時公服！歡迎同學踴躍報名！ 

三、 輔導室協助轉知國際留遊學展，主辦單位為「英國在臺辦事處英國文化協會」。活動主 

要目的為提供國際教育機會和經驗，提供豐富留學及最新雅思考試資訊。時間與地點如下： 

活動 日期 時間 地點 

國際留遊學展 10月 10日 12：00-18：00 臺北文創大樓 6F 

留遊學教育展 10月 9-10日 13：00-18：00 臺北世貿一館 2F 

歐洲教育展 10月 16-17日 13：00-19：00 臺灣大學體育館 1F主球場 

臺大海外教育展 11月 8日 9：00-16：00 臺灣大學集思會議中心 B1 

四、 由輔導室三位實習心理師－邱于筑、簡上雯、洪元婷在生涯資訊室帶領小團體成長活動，時程如下： 

團體一：關係花園－人際成長小團體 

  時間：10/22、10/29、11/5、11/12、11/26、12/3、12/10、12/17，週四晚上 18:00-20:00 

團體二：學海無「壓」－學習策略與紓壓團體 

  時間：10/20、10/27、11/3、11/10、11/17、12/1、12/8、12/15，週二晚上 18:00-20:00 

五、27期「楓聆」徵稿:生命教育（題目請詳見徵稿公告）截至 2015年 11月 6日（五） 

附註：稿件用打字或手寫皆可，記得註明班級、座號、姓名，交至輔導室蕭喬尹老師或 E-MAIL 至：

joey5921@gmail.com（來信請在主旨註明楓聆投稿及主題，例：楓聆投稿－家有毛小孩。）確認收

到老師的回信以後，才算完成投稿程序。※來稿若經刊出，將會給予稿費(文章、圖片都有)喔！ 

 

 

 

 

 

一、 法國里爾蒙特貝魯國際學校邀請本校同學進行【法語－中文】實體信件交流活動，本校預計招募 50

位同學，待十一月左右法國學生以簡單中文書寫來信寄到後，分配學伴以簡單法文或英文回信，有興

趣的同學即日起向圖書館服務推廣組索取報名表報名，額滿為止。人數超過時，能以法文回信者將優

先入選。 

二、 請同學們發揮公德心及實踐尊重、誠實、紀律等本校核心品格：勿將飲食攜入圖書館內，也不要忘記

將放置在走廊平臺的食物、垃圾帶走，請大家共同維護圖書館與校園環境的整潔！ 

 

 

 

 

一、 為避免結帳出口人潮壅塞，且因有家長反應輸入卡號恐導致誤扣其他同學款項，請務必使用「個人（自

己的）」學生證（或臨時卡）刷卡消費。同時，請同學注意餘額並善用合作社內（靠莊敬大樓入口處）

查詢機查詢餘額。 

二、 10/14(三)期中考第二天，為合作社盤點日。當天冷飲部及加值時間至 12：40，請同學注意。 

三、 繡學號廠商目前仍在處理其他學校大宗業務，暫時無法來校服務。待能到校服務時，會廣播並透過楓

城紀事宣導，請同學務必注意。 

四、 高一、二各班同學請務必在 13：20以前，將便當箱送回取餐地點，以方便廚工回收清洗；如逾時送

回，請直接送到合作社熱食部。以免隔日沒有便當箱裝送同學午餐 

 

 

 

 

一、 放學時往松江路方向的同學等紅燈時，請遵守交通隊指示靠邊等待，方便建國北路上南北向人行道

之民眾通行。 

二、 為保障校園師生及民眾健康權益，建構戶外無菸環境，臺北市衛生局依據菸害防制法第 15條第 1項

第 13款規定，公告臺北市 4所學校周邊人行道，自 104年 10月 1日起為全面禁止吸菸場所： 

1. 臺北市立陽明高級中學周邊人行道。 

2. 臺北市文山區興華國民小學後門口周邊人行道。 

3. 臺北市立關渡國民中學周邊人行道。 

4. 臺北市松山區西松國民小學周邊人行道。 

    違反規定於上開禁菸場所吸菸者，將依菸害防制法第 31條第 1項規定， 

處新臺幣 2,000元以上 1萬元以下罰鍰。本案另載於臺北市政府衛生局網 

站（網址:http://health.gov.taipei）衛生局公告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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