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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實研組報告』 

(一) 高一特色課程的編班名單以及上課地點，已公告在學校首頁。請在第一次上課前查

明自己所屬的班級以及教室，以免延誤上課時間。 

(二) 高二「預修大學第二外語課程專班」入學測驗日期為 9月 11日(日)，報名時間為 8

月 29日(一)至 9月 7日(三)17：00前，測驗費用為 100元整，請同學把握時間報名。

後續相關資訊皆會公布在學校首頁。 

(三) 「校慶美術比賽辦法」已公告在學校首頁，請有興趣的同學上網閱讀相關細項。 

二、『設備組報告』 

(一) 教科書：105第 1學期教科書發書時間： 

高二升高三：預計於 7/18(一)發放國、英、物、化、歷、地，設備組 7/18早上 7：30

會配合各班課表先將第一節需要用到的教科書放置各班級教室，其餘書籍請高二升高三

各班級自行利用下課時間到選修教室 3、4領書。詳細流程 7/18當天會發通知到各班級

聯絡箱。另外 8/29(一)才發放數，國防，公民。 

(二) 北市中等獎助計畫： 

8/29(一)～9/2(五)請複賽通過組別，將研究作品說明書（格式如附件 4）一式 3份併

同電子檔 1份（限 pdf.檔燒錄於光碟片）送設備組參加決審。 

參加決審完後教授有通過才會給定名次及獎助金。 

(三) 能力競賽： 

校內科學能力競賽初賽數學科已於於 5/26(四)筆試並於暑假進行培訓；其餘各科預計

在 9月初舉行。設備組將於 8月初公布相關校內競賽辦法在網路上並辦理後續北市競

賽事宜。 

(四) 競賽活動及營隊： 

有許多公家或私人舉辦的競賽及營隊，煩請各位同學自行上本校網站瀏覽。 

(五) Super Girl Camp暑期三日營：8/22(一)23,(二)24(三)共三天 

第一天與本校返校日相衝，目前還在協調中，預計已報名同學可返校日約 9:30完再過

去北科大即可。報名至 6/27截止請同學踴躍報名。 

 

 

 

一、『生輔組報告』 

(一) 開學第一週(8/29-9/2)為友善校園週，主題:「友善校園由我做起，健康安全拒絕

毒品」，各班班會討論主題請修正，並做紀錄。  

(二) 教育部 105-1學年度國家防災日全國演練時程訂於 09/21(三)上午 09：21，本校執

行作法如下： 

1. 訂於 09/05(一)、09/07(三)、09/09(五)、09/12(一)進行單一年級演練， 09/14 (三)

朝會時間進行全校疏散演練，演練後由松江分局實施油盤滅火演練。 

2. 參加人員為本校教、職、員及所有學生。 

3. 正式演練日為 09/21(三)上午 09：21。(當天早上高三朝會暫停) 

4. 相關演練流程、應作為事項以及疏散路線將分發至各班班長，請授課老師屆時共同協

助督導清點人數。 

(三) 提醒同學剛開學，於室外上課應自行攜帶貴重物品並關閉班級門窗，經巡堂師長登

記門窗未關閉班級，扣班級紀律成績。另外提醒同學盡量不要攜帶過多現金(1000元以

上)到校，如收取班費時，可請師長協助保管。 

(四) 請各班副班長 9/2 周五 16:20前將賃居生調查表交回學務處生輔組（無賃居生亦

需交回）本學期賃居生座談會 9/14(三)12:20選修教室召開，請賃居生準時與會。 
二、『活動組報告』 

(一) 105 學年度臺北市五項藝術比賽:臺北市五項藝術比賽(音樂、舞蹈、美術、師生鄉土

歌謠、創意戲劇)校內報名相關事宜及實施計畫已公告於學校首頁「學生專區」,其他

相關消息亦可至活動組洽詢,或上專屬網頁

(http://www.tpcityart.tp.edu.tw/bin/home.php)參閱。 

 

9 月朝會預定日 

高一朝會 全校朝會 高二朝會 

週一 週三 週五 

8/29 O 
高一二禮堂 

(開學典禮) 
8/31 X 

 
9/2 O 

高二禮堂 

法治教育 

9/5 O 
高一操場 

防震演練 
9/7 O 

高三操場 

防震演練 
9/9 O 

高二操場 

防震演練 

9/12 O 
高一操場 

防震演練 
9/14 O 

全校操場 

防震演練 
9/16 X 秋節假期 

9/19 O 

高一禮堂 

性侵害防治

教育 

9/21 X 

國家防災日 

09:21 分 

全校操場 

防震演練 

9/23 O 高二禮堂 

9/26 O 高一禮堂 9/28 X 
 

 
9/30 O 高二禮堂 

 

學務處 

教務處 

（一） 日期：105.09.02 

行事曆 

http://www.tpcityart.tp.edu.tw/bin/home.php)%E5%8F%83%E9%96%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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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典禮組(司儀、指揮)甄選將於 9/7(三)在禮堂、頒獎人員暨小秘書 9/9(五)在閱覽室

進行,請有報名參加的高一同學,依通知單說明準時前往相關場地集合。 

(三) 高一二週會—0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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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畢業紀念冊師長證件照拍攝-09/09(五)10:00-15:10、09/10(六)10:00-15:10 將於莊

敬大樓 3 樓選修教室(閱覽室對面)進行證件照拍攝，歡迎全校師長踴躍前往拍攝。 

(五) 各科團照將配合教學研究會進行,相關時間、地點將公告於各辦公室及學校網頁最新

消息。 

(六) 高三畢業紀念冊班級團照拍攝:09/10(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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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119週年校慶紀念品徵稿:相關資訊已上網,歡迎同學踴躍投稿。 

(八) 學校日幹部訓練—09/20(二)12:30 於閱覽室舉行,請全校各班班長準時前往閱覽室

集合。 

(九) 高一、二班聯會費繳交意願單:請各班於 09/02(五)放學前，繳至班聯會社櫃。高三畢

聯會費繳交意願單，請繳交至學務處林姿吟老師。 

(十) 高三英聽測驗:9/23(五)第三節課將進行英聽測驗，請高三各班留意。 

 

 

 

一、揪團獻愛 百人捐髮 

(一) 活動：募集千頂假髮，陪癌友走一段路 

(二) 內容：癌症希望基金會自 2002 年起提供癌友假髮租借的服務，希望透過假髮配戴，讓

病友能更有自信地接受治療，增加康復的機會。癌症希望基金會於今年 11 月將於三創

生活園區舉行「百人捐髮」的活動，號召學校團體共襄盛舉，為癌友剪下頭髮並捐贈，

現場亦會有髮型設計師提供剪髮後的造型服務。 

(三) 捐髮條件：頭髮長度 30 公分以上，未染燙。 

(四) 報名方式：學校團體報名，有興趣之師生請於 9/13(二)前向輔導室李佳諭老師登記參加。 

二、輔導室小義工招募 

(一) 招募對象：高一同學 

(二) 面試時間：9/7(三)中午 12:20 於生涯資訊室(莊敬大樓 2F 輔導室旁) 

(三) 請有興趣的高一同學於 9/5(一)前繳交報名表至輔導室 

三、國外大學升學說明會 

(一) 時間：中午 12：30-13：10 

(二) 地點：生涯資訊室 

(三) 場次表： 

 

 

四、轉知：加拿大多倫多大學之道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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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0，網址：

http://www.utsc.utoronto.ca/fair-utsc/或 email: fairtw@utsc.utoronto.ca 詢問。 

 

 

 

一、『服推組報告』 

(一) 105學年度外交小尖兵校內甄選活動報名將於 9/9（五）中午 12：40截止，比賽提前於

9/12（一）中午 12：20開始。請有意報名的同學務必把握時間繳交報名表，報名表單

請自行上學校首頁【學生專區】下載。9/10（六）中午 12：20 將於圖書館辦公室抽籤，

請派員前來，未出席者將由圖書館代抽，不得異議。 

(二) 圖書館將於 9/14、9/23、9/28舉行三場講座，講座報名表已由圖資股長帶回各班，本

學期講座活動獎品豐厚（將會贈書、馬克杯、各式文具禮品等）請各班踴躍報名。 

(三) 高一新生數位學生證與市圖借閱證之家長同意書，請圖資股長務必於 9/2（五）放學前

收齊，並交回圖書館辦公室。 

(四) 芬蘭學校短期交換學生活動通過面試名單已公告於學校首頁學生專區，請自行參看。請

入選之同學務必提醒家長，9/3（六）上午 8：50起到圖書館進行家長面談。未入選同

學的資料將於下週統一通知、領回。 

 

 

 

 

一、近來民眾瘋玩「精靈寶可夢」遊戲，恐引發交通安全問題，請開（騎）車時勿以手持方

式使用行動電話、電腦或其他相類功能裝置進行撥接、通話、數據通訊或其他有礙駕駛安全

之行為。 

 

 

 

一、合作社消費，年度結帳後，會在次年的四月，依消費額分配盈餘。所以，請同學務必使

用學生證刷卡消費以累積消費額。 

二、高一逸仙樓敬~廉同學，請注意：因逸仙樓位置較遠，且高一班級訂餐人數較多，無法

在 10點 25分線上訂餐結束後，11點 10分完成供餐。故，高一逸仙樓部分，只能安排

12點 10分供餐。還請同學見諒、配合。 

 

 

場次 大學名稱 日期 

1 日本早稻田大學 9/8(四) 

2 加拿大哥倫比亞大學 UBC 9/13(二) 

3 日本名古屋大學 9/14(三) 

圖書館 

輔導室 

教官室 

合作社 

mailto:fairtw@utsc.utoronto.ca


 
3 

三、各年級同學請注意： 

(一)合作社加值時間為 07：00~15：30，結帳出口就是加值窗口。 

(二)如需線上訂餐，為避免網路壅塞，請盡量一早來就先完成訂餐，並請同學協助檢查

線上訂餐系統是否有遺漏同學資料？如不在班級中，或班級中有其他非本班同學，

都煩請回報合作社經理。另，因部分姓名文字超出系統內碼範圍，會呈現「？」或

「□」而無法顯現，也向同學致歉。 

(三)線上訂餐系統中，如果選擇「個人訂餐」，個人餐點還是會跟著全班的餐點一起出

餐，會放在班級便當箱中；請「個人訂餐」同學核對班級便當箱內的訂餐明細。 

(四)學生證遺失期間，合作社補發之臨時學生證(粉紅色條碼卡)只能使用於合作社，無

法在圖書館借書或校門遲到登記；請儘速至教務處註冊組補辦悠遊卡學生證，並在

取得新學生證後至合作社辦理重新開卡。 

四、週記本、科作業皆已進貨。高一各班如有需要，請以班級為單位通知合作社阿姨準備。 

五、影印機業務因遭廠商提告，已進入訴訟程序。故校內影印服務全部停止。如有需要影印

繳交之資料，請務必先行在校外影印，以免延誤繳交時限。原已儲值的金額，會辦理退

費；退費時間另行通知。 

六、本年度起，校服販售業務有所改變，目前合作社沒有制服、運動服可以販賣。未來如何

服務，會再利用楓城紀事通知。同學如急需購買，可先參考學校首頁左側「學生園地／

新生資訊」中，「105中山女高制服訂購尺寸參考」(http://goo.gl/Y64ZI1)的第二頁，

有班聯會提供校外購買制服、運動服、毛衣的廠商資料。請先電話聯繫確認是否有衣服。 

七、繡學號廠商服務時間，也請注意楓城紀事及學務處廣播。 

八、高一廉班及高二理組班，因實驗室安全規定，需穿著實驗衣。合作社近日會發送實驗衣

購買調查表，請各班副總務股長注意。實驗衣尺寸對照參考： 

 

    尺寸 

名稱 
S M L XL 2L 

肩寬 18 19.5 20.5 22 23 

袖長 20.5 22 23.5 24 24.5 

胸圍 43 46 46 49 53 

身長 38 40 44 44 44 

適用參考

身高體重 
150-160cm 160-170cm 170cm以上 170cm以上 

80kg 

170cm以上 

90kg 

 

如仍有疑問，合作社備有樣衣，請利用 10:10-10:20及 12:20-12:40，至合作社套量試

穿。另，學校實驗室備有公用實驗衣，故合作社實驗衣為自由選購，請同學視需要自由

登記購買，每件售價為 440元。 

 

 

 

 

 

 

                            

 

 

 

 

 

 

 

 

 

 

 

 

                                                  

         

                                                   

  

把〝德性〞交給你們的孩子， 

使人德性而非金錢，這是我 

的經驗之談。 

             -《貝多芬》                           

                                                    

http://goo.gl/Y64ZI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