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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05學年度臺北市國語文競賽與本土語文競賽得獎名單如下： 

    請為代表學校參加比賽的同學掌聲鼓勵加尖叫!! 

參加項目 班級 座號 得獎選手 名次 指導老師 

寫字 二義 28 黃詩雅 第一名 林世奇 

作文 一樂 31 劉佩玟 佳作 王怡心 

演說 

一禮 3 吳宜臻 佳作 

李淑雲 二禮 8 莊婕湄 佳作 

三愛 14 洪譽 佳作 

閩南語朗讀 

一慧 8 呂亭萱 佳作 

賴昀仙 二仁 04 申容菱 第三名 

二誠 16 許維婷 佳作 

閩南語演說 
二忠 24 彭亮昀 佳作 

蔡瑋玲 
二和 27 廖曼婷 佳作 

客語朗讀 
二義 33 盧湘瀅 第三名 

徐熒蓮 二捷 18 曹加繪 佳作 

客語演說 一群 31 劉承歡 第五名 

原住民族語朗讀(阿美族語) 二智 09 林子芃 第二名  

二、生活教育競賽 

 

 

 

 

 

 

 

 

 

一、『教學組報告』 

(一) 10/3(一)開始，高一二晚自習地點，高二同學開放高二各班教室自習；高一同學於集中場

地進行自習。 

(二) 高一二晚自習相關規定：詳請見本校網站學生專區「集中夜自習實施計畫」 

      時間：18:30~21:20 

      地點：莊敬大樓三樓閱覽室(   二

)為維護同學自習品質，並給予同學最好的自習環境。

除 18:00~18:30與 19:45~20:00之間同學可進出上廁所與提早離場外，其餘時間皆

不可自行進出閱覽室。 

  （三）【文學風景徵稿】第 146回文學風景徵稿於 10/13截稿，本次徵求高一、高二的新詩（500

字內）、散文（20行內），預計 10/20出刊。截稿當日 12:00前將作品電子檔寄至投稿信箱：

csghswen@yahoo.com.tw 

二、『設備組報告』 

(一) 進入 105北市中等獎助決審之組別，請各組同學先行與指導老師進行準備，並於 10/2準時

到內湖高中參加決審。 

(二) 105校內科展報名時間為 10/24(一)～10/26(三)，請參加組別將報名表交設備組。 

(三) 請有參加 105北市數理、資訊能力競賽培訓的同學，記得填寫並完成公假同意表，並於

10/4(二)前繳回至設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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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競賽名稱 報名截止 報名方式 or 地點 

2017 年臺灣國際科學展覽會 10/25~11/4 設備組 

 

 

 

一、『生輔組報告』 

(一) 同學如至健康中心休息後，仍須檢附健康中心證明，並完成請假手續，以免曠課。 

(二) 重申同學請假規定:請於 5日內交假單至輔導教官處，如逾時則依規定曠課處理。 

(三) 班級比賽或室外課全班不在教室時，要特別注意財物的保管，經巡堂師長登記未關閉門窗、

電源班級，扣班級紀律成績。 

(四) 搭乘莊敬大樓電梯時因空間狹小，請勿大聲談笑，應暫停或低聲交談；另注意搭乘人數限制，

安全第ㄧ。 

10 月朝會預定日 

高一朝會 高三(全校)朝會 高二朝會 

週一 週三 週五 

10/3 X 
考前一周 

朝會暫停 
10/5 X 

考前一周 

朝會暫停 
10/7 X 

考前一周 

朝會暫停 

10/10 X 雙十假期 10/12 X 考試 10/14 O 高二禮堂 

10/17 O 

全校操場 

高三優良生 

發表 

10/19 O 

全校操場 

高二優良生 

發表 

10/21 O 
高二禮堂 

(主題分享) 

10/24 O 
高一禮堂 

(主題分享) 
10/26 X  10/28 O 

高二禮堂 

(主題分享) 

10/31 O 
高一禮堂 

(主題分享) 
      

105-1第 4週秩序競賽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高一 敏 廉 慧 

高二 信 慧 平 

高三 公 正 簡 

 

學務處 

教務處 

（四） 日期：105.09.30 

行事曆 

榮譽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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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搭乘專車及第 7節放學班級請降低音量，考量其他同學感受。互相體諒，將心比心。 

二、『活動組報告』 

(一) 高二高三班優良生選拔── 

1. 請各班 9/30（五）班會課前完成班優良生選拔；當選同學請於 9/30(五)放學前填妥「班級

優良生代表資料表」繳回學務處徐黎雯老師，報名表電子檔可上網下載。 

2. 優良生宣傳說明會—10/03(一)12:30於莊敬大樓 3樓閱覽室進行，請班優良生務必出席。 

3. 班優良生拍照時間—請班優良生於 10/04（二）10：10～10：20至司令台集合拍照。 

4. 優良生選前說明會—10/20(四)12:30於莊敬大樓 3F閱覽室進行，請班長務必出席。 

5. 優良事蹟發表—高三於 10/17（一）朝會進行、高二於 10/19（三）朝會進行，每位候選人

1分鐘，若遇雨將改為室內廣播。 

6. 校優良生投票—10/21(五)班會課至 14:20前截止。 

(二) 原定於 9/27(二)織錦文學獎新詩決審會因颱風影響，改至 10/4(二)12:20於莊敬樓三樓閱

覽室舉辦，請同學相互通知。 

(三) 建築研究社日後社課地點，除 11/10於原場地(二群教室)外，其餘更改至莊敬三樓選修教

室一。 

 

 

 

一、 因本校逸仙樓古蹟修復及再利用工程僅能利用假日進行噪音較大之鑽除工項，可能影響校內自

習品質，請同學自行斟酌是否於假日返校自習。 

二、 10/15(六)大考中心借用本校逸仙樓 2-3樓、中山樓 1-3樓、自強樓 2-3樓及莊敬大樓 3樓東側，

做為高三英聽試場，屆時請高一、二相關班級協助於 10/14(五)放學前淨空教室抽屜，謝謝配合。 

 

 

 

一、創意海報標語製作比賽 

主題為性侵害防治、性霸凌防治、家庭暴力防治。 

歡迎各位同學邀約同伴發揮創意、踴躍參加！詳情請洽輔導室陳巧芸老師。 

(一) 作品規格：1~4 人一組，以對開圖畫紙設計 30 個字以內的標語。 

(二) 獎勵：特優-圖書禮券 1000 元、優等-圖書禮卷 800 元、佳作-圖書禮券 500 元。 

二、轉知資訊 

(一) 波蘭留學教育說明會 

華沙貿易辦事處將舉辦波蘭留學教育說明會 

1. 共有八所波蘭頂尖教育機構代表與會 

2. 時間：2016.10.13(四) 9:30 入席 10:00 開始(敬備午餐) 

3. 地點：世貿聯誼社(台北市基隆路一段 333 號 33 樓) 

4. 報名請聯絡：(02)7718-3300#304 

(二) 日本名古屋大學 Global 30 international program 申請事宜 

1. 於 12/1-12/6 開放第一梯次申請 

2. 詳情請參考網頁 http://admissions.g30.nagoya-u.ac.jp/apply/ 

三、轉知：2017 香港大學的體驗營 

(一) 主辦單位：留港臺灣學生會－香港大學分會。 

(二) 活動時間：2017 年 1 月 20 日至 2017 年 1 月 23 日。 

(三) 活動費用：新臺幣 22,500 元整(含機票保險食宿交通營服及活動必須支出)。 

(四) 報名期限：2016 年 9 月 12 日至 2016 年 10 月 10 日止。 

(五) 報名方式：至 http://hkutsa2015.wixsite.com/excamp 官網報名或 

聯絡 email：hkutsaexperiencecamp@gmail.com 

 

 

 

  

  一、『服推組報告』 

(一) 【住吉接待報名表】請高一、高二圖資股長務必於今日（9/30）中午 12:40前上網填報線

上報名表，並繳交各班紙本報名表（務必取得導師簽名）至圖書館櫃台。 

(二) 【國際交流說明會】因颱風假延至 10/6（四）中午 12:20，地點同樣在莊敬大樓二樓校史

室內「第一會議室」，當天將簡單說明赴日國際教育旅行及法國交流活動計畫，歡迎有興

趣的同學到場聆聽。注意：場地座位有限，請務必準時出席；現場禁止飲食，請勿攜帶午

餐入場。 

(三) 【赴日教育旅行】相關簡章及報名表單將於今日放學前公告於學校首頁「學生專區」，並同

步發放至高一、二各班班級櫃，請各班班長或圖資股長務必公告全班，報名至 10/14(五)。 

(四) 本學期第一期【楓城書訊】將於 9/30（五）中午發放至各班班級櫃，請圖資股長務必張貼

於班級公佈欄。 

 

 

 

一、 09/30(五)，為合作社每月定期消毒日，營業時間至下午 4點 30分止。 

二、 原訂 9/28收單繳款的「天下文化科普優惠購書活動」，因颱風假緣故改於 10/3(一)，12

點 20分至 16點 20分於勵志長廊收單繳款。 

三、 合作社依法只對社員交易，本校師生皆是本社社員。同學在繳交股金成為社員，方可於次

年四月帳務結算後，依個人交易金額分配回饋金。請高一各班副總務股長於 105/10/5(三)

協助收繳股金並同「高一股金繳交清冊」(09/29已放置高一各班班櫃，明黃色 A4紙)送

交合作社阿姨。 

四、 為避免結帳出口人潮壅塞，且輸入卡號恐導致誤扣其他同學款項，請務必使用「個人（自

己的）」學生證（或臨時卡）刷卡消費；同時，熱食部因衛生考量，也不得使用現金消費

或儲值。請同學注意餘額並善用合作社內（靠莊敬大樓入口處）查詢機或利用班級電腦查

詢餘額。詳細操作方式，請參考「中山女高合作社粉絲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ZSGHCOOP/)」。 

五、 合作社銷貨系統並不會自動從同學的「悠遊卡學生證」中扣款。所以，請同學在消費時： 

（一） 注意消費及儲值金額，如果有金額或姓名不符，請當場更正！或當天找經理、冷飲部

阿姨協助處理； 

（二） 或是同學曾經將卡片借給其他同學使用卻忘記了。也請找經理、冷飲部阿姨列印消費

明細核對。 

六、 如有消費金額疑問，連續退款兩次後；合作社會先行鎖卡，並通知同學變更條碼，以免卡片

遭到盜用而發生損失與糾紛。 

七、 各年級同學如果有參加學校於中午時段辦理的活動時，請儘量利用下課時間至合作社購餐，

以免線上訂餐的便當放置太久未食用而導致餐點變質。 

八、 所有訂餐同學請務必在 13：20以前，將環保餐具及便當箱送回勵志長廊，以方便環保義工

清點及廠商回收清洗；如逾時送回，請直接送到合作社熱食部自助餐結帳處。 

圖書館 

輔導室 

合作社 

總務處 

http://admissions.g30.nagoya-u.ac.jp/apply/
http://hkutsa2015.wixsite.com/excamp
https://www.facebook.com/ZSGHCOO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