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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設備組報告』 

(一) 近期校外科學競賽活動：(詳情請參閱學校首頁「學生專區」) 

1. 11/21(六)13:30~16:30亞太物理初選競試在建中考試 

2. 11/22(日) 北市中等獎助成果發表 8:00~12:00會在內湖高中，請中獎得獎同學將獎狀繳回設備組,本

組將會幫同學的獎狀護貝並統一於週會進行頒獎 

3. 11/28(六) 13：30～15：30生物奧林匹亞初賽在建中考試請有報名同學注意相關時程並記得前往應試。 

 

 

 

一、『活動組報告』 

(一) 118校慶相關事宜— 

1. 校慶流程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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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2/02（三）07:30-08:10—全校重點預演。 

(2) 12/03（四）16:20-17:10—高一二全程預演。 

(3) 高一有氧舞蹈預演—將於 11/30(一)朝會時進行。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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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全國音樂比賽報名—入圍全國賽參賽同學可於 11月 20日(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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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角頭音樂校園專題座談—11/27(五)班會課將於演藝廳進行角頭音樂校園音樂專題講座活動，班級

報名表將於 11/27(五)隨同班會紀錄簿一併發放，本次開放 6個班級，11/27(五)12:10開始收受報

名表，額滿為止，歡迎踴躍報名。 

(四) 班聯會公告— 

1. 第 18屆楓之聆歌唱大賽決賽相關事宜— 

2. 決賽入圍名單—由於廠商還未將歌本送至學校，原定於 11/18（三）開放歌本找歌，將更改為參賽者

將歌曲名稱填於報名表，由班聯會協助確認歌本，並於 11/23（一）以簡訊通知。 

3. 欲自行準備伴唱帶者請於報名時一併繳交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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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高一 廉 孝 禮 

高二 正 誠 孝 

高三 義 誠 智 

科目 班級 座號 姓名 得獎獎項 指導教師 

數學 323三廉 19 游子瑗 數學科佳作 陳建成 

物理 323三廉 28 龔得榕 物理科佳作 林砡君 

物理 319三敏 23 曾于容 物理科佳作 林砡君 

物理 323三廉 24 劉世媛 物理科佳作 林砡君 

物理 322三正 13 林家珍 物理科佳作 陳沛皜 

化學 321三公 30 蔡易庭 化學科三等獎 蘇芳儀 

化學 320三慧 22 陳薏如 化學科佳作 曹雅萍 

化學 320三慧 19 陳乙萱 化學科佳作 曹雅萍 

生物 321三公 03 吳雅苓 生物科佳作 鄭榮輝 

生物 321三公 05 周士鴻 生物科佳作 鄭榮輝 

地科 323三廉 07 林倩如 地科三等獎 張淵淑 

地科 321三公 37 羅琳 地科佳作 黃凱夫 

地科 323三廉 23 廖珮軒 地科佳作 張淵淑 

地科 314三業 32 葉芸 地科三等獎 黃凱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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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日期：104.11.20  

 

榮譽榜 

 

學務處 

 

教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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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決賽報名日期:11/19（四）-20（五）中午於學務處班聯會窗口，請參賽者務必準時繳件，謝謝配合。 

5. 楓之友彩排—將於 11/28(六)11:00-14:00假本校司令台及大禮堂進行，彩排時將有樂器試音及音樂試

播，影響高三學姊自習，還請見諒。 

二、『生輔組報告』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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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三呈現空白，高一二呈現為 0)。 

(二) 如何防止一氧化碳中毒 

當我們聞到瓦斯外漏的氣味時，會意識到危機而趕緊處理。然而真正的隱形殺手-「一氧化碳」，卻往

往會因其具有無色、無味的特性而遭忽視，以致不幸事故層出不窮。如何有效防範一氧化碳中毒，確

實遵照「五要」原則，是不二法門。 

1.要保持環境的「通風」：避免陽台違規使用、加裝門窗、紗窗不潔及晾曬大量衣 物等情形。 

2.要使用安全的「品牌」：熱水器應貼有 CNS（國家標準）及 TGAS（台灣瓦斯器具安全標示）檢驗合格

標示。 

3.要選擇正確的「型式」：室外專用型（RF）、室內強制排氣型（FE）、室內自然排氣型（CF） 熱水器。 

4.要注意安全的「安裝」：由合格技術士依安裝標準安裝。 

5.要注意平時的「檢修」：熱水器應定期檢修或汰換，如發現有水溫不穩定現象或改變熱水器 設置位

置或更換組件時，均應請合格技術士為之。一氧化碳中毒處置措施:發現一氧化碳中毒患者時，首先應

放輕動作、緩慢的打開門窗，使一氧化碳隨空氣流動飄散出去。再將患者移到通風處所，鬆解衣物，

並使中毒者下顎向上抬高，保持呼吸順暢；若中毒者無呼吸心跳必須實施心肺復甦術，並儘速撥打 119

電話送醫急救。 

 

 

 

 

一、 輔導室於校慶 12/5（星期六）將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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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參觀。 

二、 【輔導室協助轉知】墨爾本大學提供先修課程的 Trinity College將舉辦探討心理學的專題研討會

－「何謂心理學？」由心理學教授 Maureen Vincent博士帶領，透過一系列有趣、互動的活動，讓

大家從不一樣的角度來瞭解人類複雜的行為以及思考模式。舉辦日期為 2015/12/6(日)9:30-12:00

於 W-hotel。同天於下午 14:00-17:00在 W-hotel之 9 樓會議室 3+4辦理墨爾本大學說明會，報名及

相關資訊連結至 futurestudents.unimelb.edu.au/taiwan2015 

三、 【輔導室協助轉知】京都留學展預計將於 12月 12日（六）於誠品信義店 6樓展演廳舉辦，歡迎有興

趣的家長或同學報名參加！詳細情形請查詢：https://www.facebook.com/studykyototw 

四、 11/27(五)晚上 18:30於中山女高第一會議室舉辦【親職講座】：「別和孩子比蠻力－如何做一個新 

世紀的成功父母」！輔導室力邀世紀領袖文教基金會－盧蘇偉執行長擔任講師，講座內容精彩，請同

學轉達已經報名的家長前來參與！報名請洽莊敬大樓 2 樓輔導室。 

 

 

 

一、 ［赴日教育旅行］11/24（二）請報名的同學務必攜帶紙筆於中午 12:20準時至莊敬三樓閱覽室集合。 

二、 ［住吉接待］11/27（五）中午 12:10開始第二次預演，請接待同學準時就禮堂接待座位集合，並攜

帶已完成之歡迎板。 

三、 ［住吉接待］住吉學伴班級座號姓名以及禮堂座位表已公告於圖書館走廊公佈欄，有任何不確定請親

自前往確認。 

 

 

一、請需要繡學號的同學注意！繡學號廠商將於 12/03(四)，12:10~14:20於「自強樓 1樓社團教室

一」提供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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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週營業時間變動，請同學務必注意： 

(一)11/26(四)，月考第二天，合作社營業至 13：30止。 

(二)11/27(五)，為月底消毒日，營業至 16：20止。 

三、轉貼班代大會提問。 

Ｑ：因同學可能以自己的名字代訂許多人的午餐，導致最後不確定是否訂購成功或者訂購的數量。建

議：希望在訂餐條的人名旁附上份量。 

Ａ：本校訂餐系統相當不穩定，任何改寫，除了要錢以外，更擔心修改後，造成新的問題。所以恐怕

無法直接在每班便當箱的訂餐名條上增加訊息。但是，同學可以利用各班電腦進入訂餐系統： 

(1)10：25以前，可以直接「登入訂餐系統」→輸入年級、班級→選擇「個人訂餐」→輸入學號及密

碼(身份證後四碼)，便可查詢：「當日訂餐數量」、「目前消費卡餘額」、「取消當日訂餐」等資料。

(「修改密碼」的功能盡量不要使用，以免修改後自己忘記了，合作社也沒有辦法幫同學查！) 

(2)10：25以後，選擇「訂餐查詢」(會以蹦現視窗的方式呈現)→「查詢條件」選擇「個人」→輸入

「學號」及「個人密碼」(身份證後四碼)→按「查詢」。即可看到當日訂餐項目、數量。 

(3)如果仍有問題，可以在 12：15~12：40至合作社找經理，列印當日班級、個人訂餐明細。 

造成不便，尚請同學包涵 

 

 

 

一、 紀律成績每週一公告於教官室及學務處公佈欄，請各班風紀股長務必於週三前確認各班級成績，週

四起將不接受成績複查，請同學特別留意。 

二、 欲報名 104學年度第 2學期交通服務隊同學，請找各班輔導教官或鄧玫英教官報名，預計於 12月

10日 12:40於莊敬大樓三樓閱覽室辦理選哨事宜，12月 14日起見習，12月 21日起實習。(全程參

與見習與實習者，核予本學期 8小時公服) 

 

合作社 

 

輔導室 

 

教官室 

 

圖書館 

 

https://www.facebook.com/studykyoto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