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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現代音樂社參加 105全國中等學校熱舞大賽榮獲第五名，感謝金皓天老師、林立維老師、姜星

宇老師辛勤指導。 

二、 現代音樂社參加 2016捷運盃捷客街舞大賽榮獲季軍感謝金皓天老師、林立維老師、姜星宇老師

辛勤指導。 

三、 二忠游彩林同學參加 2016文化盃音樂大賽榮獲鋼琴高中組甲等。 

 

 

 

一、『設備組報告』 

(一) 105第一學期教科書籍相關事項： 

1. ★★請總務股長將繳費單的第二聯收齊後，將單上相關事項登記於「繳費單一覽表」後，

於 9/21(三)前繳回設備組，謝謝配合。（提醒：請勿與『學雜費繳費單』、「制服繳費單」

等混淆） 

2. 多餘的教科書請交回設備組，班上若仍有缺書請到設備組辦理登記將請廠商盡速補齊。這

二周設備組會請廠商將餘書搬回，同學若有缺書請盡速辦理(至 9/14(三)止)。 

3. 設備組近期將會對 105上學期教科書籍費進行對帳，並請各班總務股長進行確認各班退費

金額；若金額有誤時，請各班總務股長務必告知設備組進行修正，謝謝同學配合。 

(二) 105校內數理與資訊能力競賽： 

1. 初賽放榜時間地點：預計 9月 13日(二)17:00於科學館一樓公佈欄及本校網站公告物理、

生物、化學、地科、資訊科初賽通過名單，通過同學可進入複賽。 

2. ★★校內複賽中 物理科、生物科、化學科、地球科學科原則上同一時間舉行，所以各初賽

通過同學只能選擇一科參加。9月 14日(三)會發通知請初賽通過同學到設備組就複賽科目

(物,生,化,地)選擇一科參加。9月 14日(三)12:20 請初賽通過同學到科學館一樓多媒體

教室就複賽科目(物,生,化,地)選擇一科參加或將本組所發「重榜選手應考科目選取表」

於 9/14日(三)16:20前將本表直接交回給設備組師長即可。 

(三) 2017年赴日國際科學營學生甄選計畫將於 105年 9月 9日(五)放學前公告初選結果，請通過的

同學開始進行後續研究，並於 105年 9月 30日(五)中午前，繳交專題實驗進度及初步研究成果(須

有實際數據圖表)。 

(四) 近期校外科學競賽活動：(詳情請參閱學校首頁「學生活動競賽」) 

1. 2016年手擲飛行競賽 

2. 第 22屆遠哲科學趣味競賽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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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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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9月份班代大會—9月份班代大會為 09/14（三）12：30於閱覽室舉行，各班班代請準時出席。 

(四) 119週年校慶紀念品徵稿—相關資訊已公告上網及發放各班，有興趣投稿同學請於 09/14(三)前

完成交稿。 

(五) 117屆畢業紀念冊封面徵稿—相關資訊已公告上網及發放各班，有興趣投稿的高三同學請於

09/12(一)前完成並交稿至畢聯會美編組長。 

(六) 典禮組入選名單於 09/12（一）放學前公布校網頁，09/13（二）中午 12:20小義工第一次集合。

司儀、指揮集合地點為莊敬選修教室(1)，小秘書集合地點為選修教室(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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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現空白)。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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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熱水器不可以裝設在加蓋且通風不良的陽台。 

●使用瓦斯熱水器時，勿因天冷而關窗，應保持場所通風。 

●天冷時，不可在室內燃燒木材或木炭取暖。 

●購買的瓦斯熱水器應貼有 CNS及 TGAS標示。 

●瓦斯熱水器應由領有合格證照的技術士安裝及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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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現代婦女基金會辦理「性騷擾防治插畫標語徵件活動」活動資訊說明如下，報名請洽生輔組： 

1. 徵件時間：即日起至 09月 30日止(以郵戳為憑)。 

2. 徵件內容：透過「插畫」並搭配「一句標語」描述「性騷擾防治」之相關概念。 

3. 參加辦法：可用電腦繪圖或手繪圖(需符合作品規格)，並須以 200字內闡述創作理念。 

4. 徵件獎項：【首獎】壹名，百貨禮券 10,000 元【貳獎】壹名，全聯禮券 6,000元【參獎】壹

名，全聯禮券 3,000元，【優等】參名，全聯禮券 1,000元。 

5. 收件地點：現代婦女基金會性暴力防治組(台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一段七號十樓之四)。 

(四) 反詐騙宣導:近期警察機關查獲詐欺犯罪案例發現，邇來詐騙集團多以吸收未成年學子擔任取款

車手，然依民法第 187條「限制行為能力人，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其法定代理人連帶負損

害賠償責任」，被害人可提起民事訴訟向車手的父母要求損害賠償；又刑法沒收新制自 105年 7

月 1日開始施行，可針對不法犯罪所得進行沒收或追徵其價額，以保護被害人權益。 

 

 

學務處 
(二) 日期：105.09.09 

 
榮譽榜 

教務處 

http://www.tpcityart.tp.edu.tw/bin/home.php)%E5%8F%83%E9%96%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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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國外大學升學說明會 

時間：中午 12：30-13：10 

地點：生涯資訊室 

場次表如右圖： 

二、 揪團獻愛 百人捐髮 

1. 活動：募集千頂假髮，陪癌友走一段路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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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捐髮條件：頭髮長度 30公分以上，未染燙。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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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轉知：澳洲教育展-首推英語課程實境教學 

時間：2016.9.24(六)、25(日) 

地點：台北文創大樓-松菸(台北市信義區菸廠路 88號) 

「2016澳洲教育展」今年推出英語課程實境教學，讓有興趣的學子能在參觀教育展的同時

也體驗澳式互動教學！詳細活動資訊可至官方網站

http://www.studyinaustralia.org.tw/Experience/intro.html 查詢電話 04-23269289 

/0937329061 

 

 

 

一、『服務推廣組報告』 

(一) 【外交小尖兵】外交小尖兵校內甄選報名同學注意！9/10（六）12：20於圖書館辦公室抽籤，

9/12（一）13：20於自強四樓視聽教室一進行甄選，我們會幫甄選的同學請一節公假。請務必

準時出席。 

(二) 【圖資股長輪值】9/5起，圖資股長需於每天中午 12：40至圖書館櫃台報到輪值，輪值表公告

於圖書館外公布欄，請務必確認時間，前來輪值！ 

(三) 【圖書館小義工】集合通知今日會發至各班班櫃，依據以下各組說明，請務必準時執勤或集合！ 

1. 機動組：義工輪值表已張貼於圖書館外公布欄，請務必依照自己選填時間前來櫃檯報到。 

2. 秩序維護組：報名秩序維護組的義工請於 9/12（一）10：00下課至圖書館 

3. 清潔組：報名清潔組的小義工請於 9/12（一）中午 12：20至閱覽室集合。 

4. 館訊組：報名楓城書訊的義工請於 9/13（二）中午 12：20至閱覽室集合。 

5. 資訊組：資訊組義工請依資訊組長規定集合。 

(四) 【讀書心得與小論文寫作說明會】講座將於 9/14（三）12：20～13：20辦理，地點在莊敬大樓

二樓第一會議室（敏求廣場樓上，校史室內），座位有限，已報名的同學請務必準時參加。 

注意：當天會場禁止飲食，因此建議參加同學提前於第三節下課或是講座會後用餐，請勿攜帶

便當至講座會場。 

(五) 【博客來巡迴書展】本學期首次書展與博客來合作，將於 9/19～9/30展開，屆時歡迎同學踴躍

參加。 

二、『資訊組報告』 

  為提升同學對於資訊科學的興趣與能力，本學期與北科大資工系合作的【程式設計課程】將在

9/24起開始上課。詳情與報名表請參閱圖書館公告，歡迎對程式設計有興趣的同學報名參加。 

 
一、繡學號： 

(一) 高一已在 9/8由學務處發放「送繡登記表」(粉橘色 A4紙)及黏貼貼紙給各班，請依說明(綠

色 A4紙)處理。並在今天(9/9)下午聽廣播領回送繡運動服。 

(二) 高二加槓(每件 12元)、拆班號(一字 15元)，將於下週三(9/14)以班級為單位收件。班級「送

繡登記表」及裝衣服布袋請各班副總務股長在 9/14(三)聽廣播至學務處領取。 

(三) 個別零星送繡，將視廠商人力狀況再行通知，請注意每週楓城紀事。 

二、熱食部： 

(一) 訂餐同學請注意，請在取餐後儘快食用；以免因夏季溫度較高，且環保餐具保溫效果較佳，

而造成飯菜變質。 

(二) 餐具回收：用餐後，請先倒掉廚餘，不用清洗，並請在下午 1點 10分以前，以班級為單位

將「班級便當箱」送回勵志長廊清點裝箱，以便下午餐具清洗公司回收清洗。 

(三) 配合「禁用一次性餐具」，且為減少因合作社空間狹小無法容納下課眾多同學捧場的困境，

請多利用線上訂餐系統訂購午餐。且，未來秋冬將至，也不宜使用塑膠袋裝盛熱食，請盡快

養成攜帶環保餐具用餐的習慣。 

三、帆布書包、多功能書包： 

(一) 高一各班請依訂購數量(帆布書包 258元、多功能書包 375元)收齊後，至合作社繳費。 

(二) 多功能書包：目前仍有現貨。售完後，將請同學登記，滿 100人再通知廠商製作。 

(三) 帆布書包：合作社與廠商皆無現貨。有需要的同學，請自行參考學校首頁左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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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班聯會提供校外的廠商資料，請自行洽購。 

四、校服、運動服，今年合作社皆不再提供現場販售。已由學務處生輔組發送需求調查表給各班登

記。如有需要，請先行登記後，待學務處通知。 

五、高三升學輔導參考書籍，目前有二家出版社(大考通訊社、多元策圖書資訊社)提供優惠價販售，

純屬自由選購。銷售流程： 

(一) 9/19(一)，由廠商提供樣書及訂購單放置於學務處外高三班櫃 

場次 大學名稱 日期 

1 加拿大哥倫比亞大學 UBC 9/13(二) 

2 日本名古屋大學 9/14(三) 

圖書館 

輔導室 

http://www.studyinaustralia.org.tw/Experience/intro.html
http://goo.gl/Y64Z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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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9/22(四)中午 12點 20分至 40分，廠商派人於勵志長廊收繳各班訂購單 

(三)9/26(一)中午 12點 20分至 40分，於勵志長廊繳費發書 

(四)合作社純屬聯繫服務，若錯過上述時間，請各班依訂購單上出版社業務名片，再與廠商聯絡、

確認。 

六、實驗衣販售說明： 

 (一)高二理組及高一廉班訂購單將於下週一(9/12)放置於學務處外班櫃，每件售價 440元，請同

學視需要自由登記購買，並請於 9/21(三)前，將統計表及費用收齊後送合作社。 

 (二)尺寸對照表請參閱第一週楓城紀事，如仍不確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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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防災宣導： 

(一) 依據：臺北市教育局 105年 7月 29日北市教安字第 10537701900號函辦理。 

(二) 實施日期與時間： 

（三）演練內容： 

1. 地震避難掩護：趴下、掩護、穩住（演練時以 1 聲哨音發佈） 

 

2. 疏散逃生避難演練：依表訂路線至操場集合 

 演練時以 2聲哨音發佈 

 疏散圖及集合位置己發予各班 

註：一、計畫已於 8/29 幹部訓練集合班長說明並發放，請各班班長張貼公告，並確實指導同 

    學。 

二、若有修正，將另予通知。 

日期 時間 年級 演練內容 

9月 5日(一) 朝會時間 高一 地震避難掩護及疏散逃生避難演練 

9月 7日(三) 朝會時間 高三 地震避難掩護及疏散逃生避難演練 

9月 9日(五) 朝會時間 高二 地震避難掩護及疏散逃生避難演練 

9月 12日(一) 朝會時間 高一 地震避難掩護及疏散逃生避難演練 

9月 14日(三) 朝會時間 全校 1.地震避難掩護及疏散逃生避難演練 

2.請消防局松江分局指導「油盤滅火」演練 

9月 21日(三) 9時 21分 全校 地震避難掩護及疏散逃生避難演練。 

中山女高 105年度國家防災日地震避難掩護演練時間流程及注意事項（9月 21日） 

演練階段劃分 演練時間序 
校園師生 

應有作為 
注意事項 

地震發生前 
9月 21日 

9時 20分 59秒前 

依表定課程正

常上課。 

1.針對演練程序及避難掩護動作要

領再次強調與說明。 

地震發生 

（以警示聲響

或廣播方式發

布） 

9時 21分 

( 本 校 自 主 啟

動，如以廣播或

喊話器等) 

  地震發生時首

要保護自己，

故應先執行避

難 3 步驟(趴

下、掩護、穩

住動作)，地震

搖晃停止後，

再去關閉電源

並檢查逃生出

口及動線。 

 

1.師生應注意自身安全，保護頭頸
部，避免掉落物砸傷。(因頭頸部
最為脆弱) 

2.室內：應儘量在桌下趴下，並以雙
手緊握住桌腳。 

圖示來源:內政部 
3.室外：應保護頭頸部，避開可能的

掉落物。 

地震稍歇 

（以警示聲響

或廣播方式發

布） 

9時 22分 

(本校自主啟

動，如以廣播或

喊話器等) 

1.依平時規劃

之路線進行

避 難 疏 散

（離開場所

時再予以關

閉電源）。 

2.抵達安全疏

散地點 

3.各班任課老

師於疏散集

合後 5 分鐘

內完成人員

清 點 及 回

報，並安撫

學生情緒。  

1.以防災頭套、較輕的書包等具備緩

衝保護功能的物品保護頭頸部。 

2.不推、不跑、不語，在避難引導人

員引導下至安全疏散地點集合。 

3.以班級為單位在指定位置集合 

(集合地點在空曠場所時，不需再

用物品護頭)。  

4.任課老師請確實清點人數，並逐級

完成安全回報。 

5.依學校課程排定，返回授課地點上

課。 

備註：1.9月 21日演練結束後，請各班任課老師帶同學回教室上課。 

      2.如遇雨天，請攜帶雨具，進行疏散演練。 

教官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