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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屆台積電青年學生文學獎 

新詩首獎 三禮 江采玲 

第 18 屆織錦文學獎得獎名單 

新詩組 散文組 小說組 

獎項 班級 姓名 獎項 班級 姓名 獎項 班級 姓名 

首獎 三禮 江采玲 首獎 三忠 蘇華容 首獎 二敏 簡天琪 

首獎 二公 黃冠婷 貳獎 三禮 江采玲 貳獎 三愛 姜姵君 

參獎 二敏 陳心喻 參獎 三簡 葛欣怡 參獎 二公 賴子羽 

佳作 三博 劉彥汝 佳作 二愛 須安妤 佳作 三忠 張宜琳 

佳作 二忠 呂俐 佳作 二敏 簡天琪 佳作 二捷 賴昱瑄 
 

 

 

 

一、『教學組報告』 

1. 學藝競賽報名表請學藝股長於 10/19(一)前繳交至教務處教學組。 

2. 高三點燈計畫於資源教室自 10/5(一)至 01/15(二)，週一至週五 18:30～21:00。採預約登記制，於

每日上午將登記表置於教務處教學組，供需要諮詢的學生預約諮詢時間 

二、『設備組報告』 

1. 進入 104北市中等獎助決審之組別，於內湖高中進行面審後請參賽同學注意後續成果發表會及補助

的核銷事宜。 

2. 104校內科展報名時間為 10/22(四)至 10/30(五)，請參加同學注意。報名截止前，每件報名作品需

繳交研究計畫書一份至設備組並 E-mail到 acad3@m2.csghs.tp.edu.tw才算完成報名程序。 

3. 請代表學校參加 104北市數理及資訊能力競賽同學，記得填寫並完成公假同意表後繳回至設備組，

公假同意日期至北市比賽前 1日截止。校內比賽得獎同學頒獎日期為全校升旗日，到時每位得獎同

學會頒發獎狀(前三等獎有圖書禮卷)。 

4. 欲報名大同高中榕樹盃數學競賽的同學請在本校首頁瀏覽報名相關資訊後儘速至設備組報名.(有隊

數名額限制) 

5. 教科書沒繳同學請儘速繳交，教科書經費與書商核對無誤後，對於多繳及驗退書成功的同學本校會

進行辦理退費. 

三、『特教組報告』 

1. 「設計型思考」學習策略講座二---「敘事設計」於 10/16（五）在演藝廳由曾成德老師主講。 

本次活動講師，由哈佛大學設計學院建築碩士畢業後自美返台後曾任教於東海大學並曾擔任建築系

系主任，以及創意設計與藝術學院院長，目前擔任國立交通大學建築研究所教授兼人文社會學院院

長，可說是台灣當前建築空間講座的第一人。講者目前幾次策劃暨的誠品城市講堂都可說成就經典，

曾教授總能在行雲流水的溫和而富有詩意的語調中，自然的帶入深刻而震撼人心的論述，這次我們

特別邀請曾教授來校，為我們分享「何謂敘事性設計」。本講座是非常熱門的講座,報名從速！報名

表以發至各班班櫃，請各班張貼公告，廣為宣傳（粉紅色） 

 

 

 

一、『活動組報告』 
1. 高二高三班優良生選拔—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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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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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各班優良生及 2位助選員於活動當日早上 07:30請準時至司令台旁集合，若遇雨將改為室內廣播。 

(3) 優良生候選人宣傳單—請有要發放宣傳單的候選人，務必將校優良生投票—於 10/23(五) 14:20前

在各班教室進行，請同學審慎投票，選出本校優良生代表。學生及班導師選票請各班班長於第二節

下課自學務處領回，專任教師及其他同仁請逕至學務處領/投票。 

2. 高一二週會—10/15(四)第 8 節課舉行，請高一、二各班務必於 16:20 前於禮堂集合完畢。 

3. 高三畢業紀念冊班級團照拍攝—10/16(五)第 3、4節將進行高三各班班級團照拍攝，請同學當日盡

量不要請假，相關拍照注意事項及流程，畢聯會將另發放通知至各班。 

4. 10月份班代大會—9月份班代大會改期至 10/27（二）12:30於莊敬大樓 3樓閱覽室舉行，各班班代

請準時出席。 

5. 臺北市學生音樂比賽—賽程及秩序冊已公告在學校網頁，請參賽同學多加留意。 

6. 伊甸聖誕義賣—義賣資料將於 10月份班代大會發放，請各班班代協助登記及收款（不須繳交郵資費，

依書面說明辦理），款項收齊裝入信封袋後，請於 11/6（五）放學前親自交予學務處活動組長。 

7. 校園優惠票—天作之合劇場推出全新原創音樂劇《寂寞瑪奇朵》，在校學生憑學生證可以 100元購

買原價 600元的票券、以 300元購買原價 800元的票券，有興趣同學，請至活動組洽詢。 

8. 10/6(二)至 10/14(三)為段考週，請全校暫停班排及所有社團活動。 

二、『生輔組報告』 

1. 雙十連假 10/9(五)～10/11(日)校園開放時間為 8:00～17:30，考前來校自習地點:高二及高三:原教

室，高一：高二相對教室，高一教室及閱覽室、專科教室不開放，提醒同學遵守自習地點及時間。 

三、『體育組報告』 

6. 118週年校慶運動會報名至 10/16(五)止，請康樂股長上學校網頁-學務處-報名系統網路報名；並請

將紙本報名表填妥，給導師簽名後繳至體育組。 

7. 校慶運動會的選手名單，請務必提名票選班級最優秀的人選，每班每一單項至少報名一人，一人至

多報一個單項(不包含接力)。 

8. 高一有氧舞蹈場地抽籤結果已公告於體育組網頁，請各班康樂上網查看，並留意進場出場的方向。 

9. 樂活中山人 健康跑全臺目前全班累計各年級前三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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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高一 孝 和 簡 

高二 敏 捷 群 

高三 誠 廉 義 

星期 資源教室 

一 英文 林昀蒨、卓湘茹 
四 

國文 胡哲瑜、黃敬雅 

數學 戴若昀 
二 歷史  潘育文、陳儒玉、蔡可安 

三 公民 朱家萱、王弘琦 五 物理 林詣翔 

(六)日期：104.10.08  

 

榮譽榜 

 

教務處 

 

學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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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一 里程數 高二 里程數 高三 里程數 

第一名 慧 285km 智 295 km 公 595 km 

第二名 誠 172 km 仁 176 km 簡 472 km 

第三名 捷 105 km 誠 164 km 正 445 km 

 

 

 

 

一、 原訂 9/29(四)的 IT職涯講座因颱風取消，熱情的中山學姐們願意於 10/15(四)再次前來介紹，與同

學分享她們的職務及身為職業婦女的生活安排，機會千載難逢，歡迎對資訊科技業有興趣的同學踴

躍參加喔！主講人為美商 Dell公司工業設計經理關一心學姊…等，共三位職場新女性為大家帶來精

彩的演說，10/15(四)中午 12:20~13:10，於莊敬大樓二樓生涯資訊室準時開始！ 

二、 輔導室代為轉知以下三所國外大學之訊息： 

1. 有興趣赴美修讀大學部或研究所的同學及家長，美國南加州大學將於 10/20(二)晚間 19:00~21:00

於臺北晶華酒店辦理升學講座，有興趣者可以上網報名：
http://www.usc.edu/admission/undergraduate/firstyear/prospective/discoverusc.html 

2. 日本早稻田大學於 10/31(六)9:30~16:00於國賓大飯店二樓舉辦留學說明會，詳情可電洽早大臺

北中心：02-25074501 

3. 歡迎有興趣的學生與家長自由報名參加香港大學升學說明會！時間為 10/23（五）下午第八節課

16:20~17:10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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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給中山學子之國外大學升學說明會，於中午 12:30~13:10於生涯資訊室，10月份場次日期如下： 

7 日本立命館亞洲太平洋大學 APU 10/19(一) 

8 香港浸會大學 10/20(二) 

五、 本學期由輔導室三位實習諮商心理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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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27期「楓聆」徵稿---生命教育，截稿日期為 11/6（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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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與法國里爾蒙特貝魯國際學校合作之【法語－中文】實體信件交流活動報名於本週四放學前截止，目前

法文班已有 34名同學報名，非法文者亦有 27名，預計段考完後集合說明，並進行篩選。 

2.104學年度赴日教育旅行相關辦法已公告於首頁之最新消息，紙本並發給高一二各班資訊股長，有興趣

同學請自行列印或至圖書館索取紙本報名表並且線上報名，紙本填妥後於報名時間內繳交至圖書館

服務推廣組。 

3.本學期讀書心得比賽已獲國文老師推薦之同學，請務必於段考前於中學生網站上傳個人作品，並列印未

抄襲切結書，繳交至圖書館服務推廣組，若因個人延誤導致報名不及，須自行負責。 

4.10/16(五)11：20～12：40邀請臺大資工系洪士灝副教授主講「資訊科技創新應用」，有興趣同學請務

必以班級為單位，在星期一中午之前繳交報名表至圖書館。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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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合作社及圖書館影印服務說明： 

1. 高一同學已可以使用自己的「悠遊卡學生證」加值影印。 

2. 使用影印、列印前，請務必先閱讀貼在機器周圍牆上的使用說明。 

3. 影印機旁邊的讀卡機會感應「悠遊卡學生證」內碼，並利用內碼儲值；影印儲值與合作社內消費（含

購買文具、飲料、熱食）的儲值系統不同。所以，儲值影印費時，請務必跟阿姨說明。 

4. 如果小量影印，可以跟阿姨或經理借「影印公用卡」，並在影印後直接付現。因為「影印公用卡」

只有二張，使用完後，務必盡快送回合作社，以免造成其他同學無法使用。 

三、 合作社銷貨系統並不會自動從同學的「悠遊卡學生證」中扣款。所以，請同學在消費時： 

1. 注意消費金額，如果有金額不符，請盡量當場更正，或當天找經理、冷飲部阿姨協助處理；或是，

是否曾經將卡片借給其他同學使用而忘記了。也請找經理、冷飲部阿姨列印消費明細。 

2. 如有消費金額有疑問，連續退款兩次後合作社會先行鎖卡，並通知同學變更條碼，以免卡片遭到盜

用而發生損失與糾紛。 

四、 高一各班同學請務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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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高二、高三利用網路訂餐的同學，請務必到領餐區班級便當箱取回自己的午餐。如果因個人未取餐，

合作社於回收便當箱時，會先保管至下午 2:20後代為回收；且不因個人未取餐而退費。 

 

 

 

 

一、放學往松江路同學等紅燈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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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作社 

 

輔導室 

 

教官室 

 

圖書館 

 

http://www.usc.edu/admission/undergraduate/firstyear/prospective/discoverusc.html
mailto:joey5921@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