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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名次 姓名 作品名稱 指導老師 

西畫類西區 第 3名 葉涵芸 起訖 黎曉鵑 

西畫類西區 佳作 陳語萱 保護 呂潔雯 

西畫類西區 佳作 吳卓穎 家園重建 無 

書法類西區 第 2名 李宜錡   宋張元幹賀新郎 無 

書法類西區 第 3名 趙事柔   宋釋延壽閒居詩 無 

書法類西區 佳作 陳儀蓁   敦煌漢簡 黃月銀 

書法類西區 佳作 謝宜庭 漫興 無 

書法類西區 佳作 黃詩雅   杜甫寄韓諫議 無 

漫畫類西區 第 2名 黃詩涵 眼不見危境   無 

漫畫類西區 佳作 陳佳育   想飛 林姿吟 

漫畫類西區 佳作 吳卓穎 Courage   無 

漫畫類西區 佳作 洪嘉敏 21世紀蒙娜麗莎   趙威寧 

水墨畫類西區 第 2名 陳品蓁 浮夢 無 

版畫類西區 第 3名 陳品蓁   蜴想世界 無 

版畫類西區 佳作 陳佳育 困 林姿吟 

 

 

 

 

一、『教學組報告』 

1. 11/12 (四) 將舉辦高二國語演說、高二國語朗讀、高一二客家語朗讀比賽，請參賽同學準時到達比

賽場地。 

2. 本學期點燈課表更正如下，請高三同學多加利用。 

  二、『設備組報告』 

1. 北市 104數理競賽於 11/14(六)於 麗山高中 舉行，本校共計 5科 22名(數 6名,物化生地各 4名)

選手參加比賽，將由設備組長帶隊參加，歡迎師長蒞臨現場給予指導與鼓勵。 

2. 報名亞太物理及生物奧林匹亞初選競試同學請記得參加考試。 

3. 近期校外科學競賽活動：(詳情請參閱學校首頁「學生專區」)例如：國際科展,數學奧林匹亞 

 

 

 

 

一、『活動組報告』  

1. 11月份班代大會—11月份班代大會改期至 11/18（三）12:30於莊敬大樓 3樓閱覽室舉行，各班

班代請準時出席。 

2. 118校慶班級比賽相關通知— 

(1) 校慶高二創意進場比賽—實施辦法已公告於校網並於 11/3(二)說明會交予各班班長及班

代，報名表與音樂光碟(請勿繳交 mp3或隨身碟)請於 11/20(五)中午 13:10分前交學務處余育

禎老師。 

(2) 校慶各班班旗比賽—實施辦法已公告於校網並於 11/3(二)說明會交予各班班長及班代，

報名表請於 11/20(五)中午 13:10分前交至學務處徐黎雯老師。 

3. 班聯會公告— 

(3) 第 18屆楓之聆歌唱大賽初賽—楓之聆初賽試唱與初賽簽到時間及參賽者須知等資料已上

網公告並將紙本放置各班班櫃，請參賽者特別注意，若有任何問題可至中山班聯 27屆粉專詢

11月朝會預定日(更新版.11/11改高三朝會.11/16改高一禮堂) 

高一朝會 全校朝會 高二朝會 

週一 週三 週五 

11/9 O 高一禮堂 11/11 O 高三禮堂 11/13 O 高二禮堂 

11/16 O 高一禮堂 11/18 X  11/20 X  

11/23 X  11/25 X 期中考 11/27 O 高二禮堂、創意競場旗手及負

責人操場走位 

11/30 O 高一有氧彩排 12/2 O 全校操場 

校慶流程預演 

12/3 O 高二 

創意進場預演 

12/1(二)校慶前練習 

12/1 O 高二  創意進場走位 

星期 11/9(一)改至二廉教室 

一 英文 林昀蒨、卓湘茹 

二 歷史 潘育文、陳儒玉、蔡可安 

公民 朱家萱、王泓琦 

三 數學 戴若昀 

四 國文 胡哲瑜、黃敬雅 

五 物理 林詣翔 

( 十 )日期：104.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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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謝謝配合。 

(4) 校慶園遊會攤位報名—相關實施辦法已公告於校網並於 11/3(二)說明會交予各班班長及

班代，請務必詳細閱讀相關規定。 

 高一二各班請於 11月 09日（一）-10日（二）12:20-12:40及 17:20-17:40至學務處班

聯會窗口繳交報名表、保證金及搭棚費，逾時不候。 

 高三班級及社團如有意願參加，請至班聯會社櫃自行拿取園遊會報名表，並於 11月 09日

（一）12:20-12:40及 17:20-17:40至學務處繳交報名表、保證金及搭棚費，並抽取攤

位主題，高三及社團攤位申請若額滿，則依交回順序決定。 

4. 伊甸聖誕義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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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校園優惠票—有興趣購買師生，請於指定時間前往勵志長廊購買。 

擺台時間 展覽名稱 展覽日期 展覽地點 原價 
優惠

價 

11/11(三) 

12:00-13:30 

勵志長廊 

百變花媽 105/1/22- 4/10 中正紀念堂 280 180 

拉拉熊 104/12/26-105/3/20 松山文創園區 280 180 

名偵探柯南 104/12/25-105/3/13 
華山 1914  

文創園區 
280 180 

拉拉熊+柯南雙展聯票 104/12/25-105/3/20 
松山文創 

+華山文創 
560 320 

冰雪奇緣 104/12/25-105/4/10 中正紀念堂 350 230 

蛋黃哥 104/2/18-105/3/6 科教館 280 160 

二、『生輔組報告』 

1. 依本校學生服務學習課程實施計畫高一二學生每人每學期應至少服務滿 8小時。(高三無強制規定，

若無服務學習時數則德行評量表之服務學習時數欄呈現空白)。學生期末德行評量表之服務學習時

數班級登錄表預定發放時間：12月底 

2. 預防一氧化碳中毒小撇步:一氧化碳是瓦斯燃燒不完全所產生無臭、無味的氣體，吸入少量就有可能

中毒，甚至死亡，防範之道如下： 

(1) 熱水器不可以裝設在加蓋且通風不良的陽台。 

(2) 使用瓦斯熱水器時，勿因天冷而關窗，應保持場所通風。 

(3) 天冷時，不可在室內燃燒木材或木炭取暖。 

(4) 購買的瓦斯熱水器應貼有 CNS及 TGAS標示。 

(5) 瓦斯熱水器應由領有合格證照的技術士安裝及維護。 

(6) 若發現有一氧化碳中毒的情形，應採取以下急救步驟─立即打開窗戶，使現場空氣流通；將中毒患

者移至通風處；打一一九電話求救並實施初步急救。 

 

 

 

 

 

一、 11/14下週六早上 9:00將舉辦高一家長大學多元入學說明會，請同學回家轉達並邀請家長來瞭解未

來 107年大學入學相關訊息，有報名的家長請準時至演藝廳參加。 

二、輔導室協助轉知多倫多大學之道入學說明會資訊，時間為 11/22週日 12:00 - 15:00，於 

  加拿大駐台北貿易辦事處(台北市信義區松智路 1號 6樓)舉行，報名請洽： 

（1） Email: fairtw@utsc.utoronto.ca （2）電話：0970-267800  吳小姐 

三、輔導室於 11/13(五)辦理職涯講座－「培養新世代的醫師及認識 PBL」，講師為林口長庚 

醫院整形外科高煌凱醫師，已報名的同學請在 12:20準時至莊敬大樓二樓生涯資訊室參與。 

四、下週將為同學辦理兩場大學科系介紹講座，分別是 11/10(二)中午 12:20~13:10由臺灣  

    大學趙遠宏助理教授介紹物理治療學系，以及 11/11(三)中午 12:20~13:10由臺灣科技 

    大學的阮聖彰教授為大家講解臺科大的校系和設計領域。請有興趣的同學踴躍報名! 

 

 

 

 

1. 因作業時程變更，104年赴日國際教育旅行費用與繳費時間地點，將於 11/9（一）中午後於正取者

班級櫃發放通知單，請務必親自前往班級櫃確認。 

2. 11/10(二)~11/19(四)為本校第二次書展，地點於圖書館，主題為：打開世界的窗。請同學踴躍參加。 

3. 11/13(五) 18:30~21:00邀請「做真正的我」一書作者吳建國先生蒞校，與大家對談如何正視自我的

天賦與開發自我潛能，歡迎對自我探索有興趣之同學踴躍參加。當天晚上 5:30開放前 10名參加學

生做性向測驗，將可作為未來升學就讀科系及就業類別參考。 

 

 

 

 

一、請需要繡學號的同學注意！繡學號廠商將於 11/12(四)，12:10~14:20於「自強樓 1樓社團教室一」

提供服務，也是本學期最後一次到校服務。同時，請同學務必在當天放學前領回送繡服裝。制服：高一

58元，高二 68元，高三 78元；運動服、外套：37元。 

合作社 

 

輔導室 

 

圖書館 

 

小王子：「這是我的一個秘密，再簡單不過的秘密：一個人只有用心去

看，你才能看見一切。因為，真正重要的東西，只用眼睛是看不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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