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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校口琴社參加臺北市 104學年度學生音樂比賽榮獲口琴合奏西區優等 

2.本校管樂社參加臺北市 104學年度學生音樂比賽榮獲銅管五重奏西區優等第一 

3.本校國樂團參加臺北市 104學年度學生音樂比賽榮獲室內絲竹樂西區優等第一 

4.118屆校慶海報暨邀請卡徵稿入選 : 二信  陳心彤 同學，恭喜獲選同學。 

5.臺北市 104學年度學生音樂比賽個人組獲獎名單: 

班級 姓名 項目 得名 

二群 吳盼盼 鋼琴 第二名 

一智 宋怡文 鋼琴 甲等 

二義 曹薰予 鋼琴 甲等 

二孝 廖育婕 鋼琴 甲等 

一正 許丹婷 鋼琴 甲等 

二敬 孟欣妤 小提琴 第五名 

一公 陳玟伶 小提琴 甲等 

一捷 廖曼婷 大提琴 甲等 

 

 

 

 

 

 

 

 

 

 

一、『設備組報告』 

1. 數理及資訊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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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師長蒞臨現場給予指導與鼓勵。 

(2) 請本校參賽同學上本校網頁瀏覽競賽手冊及參賽相關注意事項。 

2. 科展： 

(1) 校內科展報名名單已公布在本校網路，若有誤植或更正作品相關資料者請用 

  E-mail：acad3@m2.csghs.tp.edu.tw通知設備組辦理。 

(2) 初審送件：報名作品需繳交作品摘要紙本三份(各科不一)，於 12/21(一)至 12/24(四)內交到 科學

館設備組，通過初審之名單於 1/6(三)前公佈於本校網頁。 

(3) 報名科展的同學也請注意北市中等獎助的相關活動，這是一個獲得獎助金很好的 

  活動，報名預計在下學期一開學。 

3.近期校外科學競賽活動：(詳情請參閱學校首頁「學生專區」請有報名同學注意相關時程。) 

  11/14(六) 7:40~18:30 北市 104數理競賽在麗山高中 

  11/21(六)13:30~16:30亞太物理初選競試在建中考試 

  11/22(日) 北市中等獎助成果發表 8:00~12:00會在內湖高中 

  11/28(六) 13：30～15：30生物奧林匹亞初賽在建中考試 

 

 

 

 

一、 『活動組報告』  

1. 11 月份班代大會—11月份班代大會於 11/18（三）12:30在莊敬大樓 3樓閱覽室舉行，各班班代請

準時出席。 

2. 118校慶相關事宜: 

(1) 校慶流程一覽表 

 時    間 活   動   內   容 地  點 

08:00－08:20 楓之序—學生集合 大操場 

08:20－09:00 楓之慶—高二創意進場比賽、嘉賓進場 

09:00－09:40 楓之喜—慶祝大會  

09:40－09:50 楓之舞—高一有氧舞蹈表演 

09:50－10:30 楓之輪—中山大同區群組學校3000公尺接力友誼賽 

—教職員工/家長/學生3000公尺大隊接力賽 

      —教職員工/家長趣味競賽 

10:30－11:00 楓之樂—樂旗隊表演 

11:30－13:30 楓之友—友校社團表演 司令台 

10:00－12:00 楓之聆—卡拉OK歌唱決賽 大禮堂 

10:00－13:30 楓之美—各學科教學成果展 

      —校慶美展 

      —校史暨相關物品展覽 

      —學姊備審資料展 

莊敬大樓2樓 

閱覽室 

校史室 

生涯資訊室 

 11:00－12:00 楓之聚—校慶茶會 閱覽室 

10:30－14:00 楓之映—園遊會 校  園 

14:00－15:00 楓之淨—整理校園環境 

15:00－15:30 楓之紅—閉幕典禮 大操場 

(2) 校慶高二創意進場比賽—請於 11/20(五)中午 13:10分前繳交報名表與音樂光碟(請勿繳

交 mp3或隨身碟)予學務處余育禎老師。 

(3) 校慶各班班旗比賽—請於 11/20(五)中午 13:10分前繳交報名表予學務處徐黎雯老師；各

班請於 12/04（五）12:40前懸掛於指定地點，供評審評分(未依規定時間放置將斟酌扣分)；

當日 17:30-17:40指派同學協助收妥，以免淋濕或遭風吹毀。 

(4) 校慶預演— 

 12/02（三）07:30-08:10—全校重點預演。 

 12/03（四）16:20-17:10—高一二全程預演。 

104-1第 10週紀律競賽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高一 敏 愛 業 

高二 公 誠 簡 

高三 智、慧 X 敬 

104-1第 10週整潔競賽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高一 正 博 簡 

高二 誠 敏 廉 

高三 誠 捷 慧 

(十一)日期：104.11.13. 

104103.10.16  

 

學務處 

 

教務處 

 

榮譽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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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一有氧舞蹈預演—將於 11/30(一)朝會時進行。 

 高二創意進場預演— 

 11/27(五) 07:30-08:10—班級旗手、負責人走位及確認音樂。 

 12/02(三) 07:30-08:10—班級走位預演。 

 12/03(四) 16:20-17:10—正式走位。 

 12/04(五) 07:30-08:10—正式走位。 

3. 班聯會公告 

(1) 第 18屆楓之聆歌唱大賽相關事宜— 

 決賽入圍名單—11/12(四)公告於校網頁及莊敬大樓梯廳前公佈欄。 

 楓之聆歌唱大賽初賽保證金退費—初賽參賽者保證金及隨身碟將於 11/16(一)-11/17(二)

中午及放學於學務處班聯會窗口退還，逾時不候，請參賽者務必留意。 

(2) 校慶點券預購單—各班點券預購單已放至班櫃，11/16(一)~11/18(三)中午 12:10~12:40

請各班班代攜帶預購單及款項至學務處班聯會窗口繳交。 

4. 全國音樂比賽報名—入圍全國賽參賽同學可於 11/20日(二)起先行上網進行線上報名作業，若有任

何問題個人組可至學務處找陳曉佩老師、團體組可找楊蕊伊老師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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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7(二) 

12:00-13:30 

勵志長廊 

大鐵道展 105/1/16-4/17 中正紀念堂 280 160 

日本紙雕王 104/12/29-105/2/29 松山文創園區 280 160 

深海巨怪特展 104/12/18-105/2/29 科教館 280 160 

顛倒屋特展 104/12/18-105/2/29 科教館 280 160 

深海巨怪+顛倒

屋 

雙展聯票 

104/12/18-105/2/29 科教館 560 280 

6. 11/18(三)至 11/26(四)為段考週，請暫停所有社團活動，違規者扣社團評鑑分數。 

二、『生輔組報告』 

1. 轉知 11/14(六)創世基金會-千人募發票(支持植物人安養)活動 

(1) 於 13:00~17:00在捷運西門站、北車站、中山站、忠孝復興站、忠孝敦化站、市府站等商圈，合計

約 4 APP了解創世簡介

指導員說明街募注意事項、分發背心、發票盒、分區開始街募。 

(2) 活動結束回到集合點，自行整理、統計所募得之發票張數，拍攝服務照片上傳(一植行善活動)→請

將背心、發票盒等物品歸還原位→發票交予指導員→協助指導員將發票、背心、發票盒等整理上公

務車→簽退、發放義工服務時數證明條。 

(3) 報名專線：02-2835-7700#125，本活動自由報名，欲參加者請先至學務處生輔組報備。提醒同學參

加校外活動須經家長同意，結伴同行並注意安全。 

二、 『體育組報告』 

1. 12/5(六)校慶運動會當日將舉行群組 3000大隊接力比賽，本校將派出 2隊成績最佳的班級參加群組

競賽，師生大隊接力則接續名次，各年級各派一班與教師及行政家長隊同樂。 

2. 樂活中山人 健康跑全臺目前全班累計各年級前三名如下: 三年公班及正班即將環臺一周回來 

3. 各班同學忙於準備校慶運動會，利用課餘時間練習，請記得登錄 SH150表單，以免影響自身權益。 

 

 

 

 
1. 輔導室於校慶 12/5（六）將於生涯資訊室展出歷年學姊各學群備審資料，讓同學可以提早了解甄選

入學備審資料要如何製作，也對未來大學科系有初步認識與了解，歡迎有興趣的同學可以來參觀。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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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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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高一、二班級網頁初評結果，目前進度優良的班級：一仁、一義、一禮、一孝、一愛、一和、一平、

一敬、一簡、一捷、一慧、一公、一廉、二仁、二義、二禮、二和、二廉，普通的班級：一智、一

忠、一誠、一信、一業、一樂，其他的班級請繼續努力。 

2. [資安公告]因勒索軟體 CryptoLocker開始入侵臺灣，此軟體透過釣魚郵件入侵，將受害者電腦的重

要文件和檔案全數加密，導致檔案無法存取，讓受害者無法自行復原，並要求受害者限期內支付贖

金，否則將毀損解密金鑰。請同仁加強防範「勒索軟體 CryptoLocker」之侵害。（自保方法及被

駭後的緊急應變措施請瀏覽本校網站 首頁＞圖書館＞資訊業務＞宣導事項 

3. . 中法信件交換截止日期訂於 11/13（五）放學前，請參加的同學務必在時間內將信件繳交至圖書館

服務推廣組。 

4. 中學生網站小論文競賽將於 11/15（日）中午 12：00截止，請務必繳交切結書。提醒：為了避免系

統塞車，請勿拖至最後一刻才上傳作品。 

5. 11/17（二）12：20將進行住吉高校接待同學集合及走位練習，請高一二各班接待同學下課鐘響後攜

帶一張 A4大小空白紙與筆，立即前往禮堂集合。 

6. 參加赴日教育旅行同學請於 11/18中午前繳交繳費收據，11/20中午前繳交護照至圖書館服務推廣

組，逾期則開放候補。 

 

 高一里程數 高二 里程數 高三 里程數 

第一名 愛 855km 智 664.4 km 公 930.7 km  

第二名 慧 324.7km 敏 354 km 正 914.2 km  

第三名 捷 250 km 慧 299.7 km 簡 865.1 km 

輔導室 

 

圖書館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bad weather, just soft people. 

(Nike創辦人 Bill Bowerm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