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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活教育競賽 

 

 

 

 

 

 

 

 

一、『實研組報告』 

(一) 德語班 PASCH吉祥物 PASCHi造型設計比賽。 

(二) 比賽任務：在德語課堂上，同學們集思廣益，討論一下 PASCHi應有的造型為何?(要   

能使所有參與此項目的國家的 PASCH學生都能產生認同感的吉祥物)，然後畫出你的設計

圖，並附上一篇用德語書寫的說明文字。 

（三）  相關規則：詳細辦法已請德語班學藝公告在班上，截止日期為 10月 26日。有興趣的同學

可請德語老師指導，完成參賽。 

二、『設備組報告』 

(一) 105校內科展報名時間為 10/24(一)～10/26(三)，請參加同學注意，參加辦法已公告於學校網

頁，請依規定準時辦理。 

(二) 本校將於 10/17~10/19辦理 3D列印巡迴活動，在禮堂旁邊的停車場會停放展覽的貨櫃車，歡迎

各班學藝股長來設備組提出參觀需求的報名。 

(三) 校內學科能力競賽的得獎名單已公告於學校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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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 

 

 

 

 

 

 

 

 

 

一、『活動組報告』 

(一) 高二高三班優良生選拔—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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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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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各班優良生及 2位助選員於活動當日早上 07:30請準時至司令台旁集合，若

遇雨將改為室內廣播。 

3. 優良生候選人宣傳單—請有要發放宣傳單的候選人，務必辦理文宣品申請，經活動組核章

後方得張貼發放，並於 10/21(五)放學前拆除完畢。 

4. 校優良生投票—於 10/21(五) 14:20 前在各班教室進行，請同學審慎投票，選出本校優良

生代表。學生及班導師選票請各班班長於第二節下課自學務處領回，專任教師及其他同仁

請逕至學務處領/投票。 

(二) 高三週會—10/14(五)第 3 節課舉行，請高三各班務必於 10:20 前於禮堂集合完畢。 

(三) 10月份班代大會 10/19（三）12:30 於莊敬大樓 2F第一會議室舉行，各班班代請準時出席。 

(四) 有報名參加臺北市 105學年度音樂比賽團體組的社團，請至臺北市五項藝術比賽網站

(http://www.tpcityart.tp.edu.tw/files/11-1001-16.php)下載參賽者名冊，填妥資料

後，於 10/12(三)13:20前將電子檔寄至社團信箱(stuclub232@gmail.com)。 

(五) 105學年社團幹部考試訂將於 10/14(五)中午 12:20於禮堂舉行，請各社團所有幹部務必

出席，未能出席者請事先至活動組報備。 

(六) 【下一個成功的故事由你們來說】演講報名期限及方式： 

1. 高二社團幹部：10/12（三）13:20 前至本校學務處報名系統線上報名。 

2. 班級同學：採紙本報名，請各班班長統計完畢後，於 10/7(五)13:20前將下列回條交至學

務處活動組蕊伊老師。 

 

二、『生輔組報告』 

(一) 針對校園安全防護措施，本校作為如下： 

1. 值勤教官每日會實施校內巡邏，並協請長安東派出所加強上、放學時段校園周邊巡邏勤務。 

2. 與學校周邊商家簽訂愛心商店約定，以提供即時協助或應變避難。 

3. 利用各項集會時機，教育學生遇到各種狀況(偷拍、暴露狂、襲胸色狼等)時之正確處理因

應方式，同時避免夜間單獨行走，或邊划手機而未注意周邊狀況，確維個人安全。 

4. 請各位同學隨身攜帶哨子或防狼噴霧，遇狀況時可大聲求救或斥退陌生人，或請旁人協助。 

5. 遇陌生人會客或外人入侵校園時，應立即通知師長或教官室協助處理，請勿單獨前往會客。 

(二) 提醒各位同學注意，請勿攜帶過多現金(1000以上)到學校，幹部收取班上費用時，請當日收

齊並繳交，如未收齊，請將現金委託師長保管，確保財產安全。 

＊校園防竊宣導標語:(各教室如要上鎖，請逕向總務處申請鑰匙) 

貴重物品妥保管／教室上鎖好習慣／彼此提醒好友善／確為你我的財產 

 

三、『衛生組報告』 
(一) 段考當日環保餐具回收時間及地點為 12：40~13：00勵志走廊，13：00 後請送至合作社。 

 

四、『體育組報告』 
(一) 校慶活動各項競賽規程已放置於學務處-體育組-表單下載中，請各年級康樂於 

10/17日前完成選拔及報名，紙本務必請導師簽章後繳至體育組。 

(二) 「中山雙棲 越野鐵人」活動鼓勵同學一學期中跑步 20公里及游泳 2公里(校內 6次紀錄)，

達成有機會獲得限量 200份的運動背袋，可置體育組前公布欄觀看 6期的背袋。活動推 6

學期，同學可蒐集 6種不同顏色的運動背袋。 

(三) 慢跑登錄請同學自行上教育部體育署體適能網站-跑步大撲滿平臺登錄每週的跑步距離，

帳號為身份證字號，密碼為學號或座號；游泳將以本校次數系統登錄，期末手機顯示電子

紀錄至體育組認證即可。 

105-1第 5週秩序競賽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高一 忠 博 孝 

高二 群 捷 簡 

高三 禮 博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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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物理奧林匹亞初選 10/14 設備組 

2017年生物奧林匹亞初選 10/18 設備組 

學務處 

 

榮譽榜 

教務處 

（五） 日期：105.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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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雙十連假期間，若從事水上活動，請多注意水域安全，提醒以下十點: 

1. 戲水地點需合法，要有救生設備與人員 2. 避免做出危險行為，不要跳水 

3. 湖泊溪流落差變化大，戲水游泳格外小心 4. 不要落單，隨時注意同伴狀況位置 

5. 下水前先暖身，不可穿著牛仔褲下水 6. 不可在水中嬉鬧惡作劇 

7. 身體疲累狀況不佳，不要戲水游泳 8. 不要長時間浸泡在水中，小心失溫 

9. 注意氣象報告，現場氣候不佳不要戲水 10. 加強游泳漂浮技巧，不幸落水保持冷靜放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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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外大學升學說明會 

地點：生涯資訊室 

場次：請見右圖 

二、 大學科系介紹 

主題：台北大學法律系介紹 

日期：10/14(五)12:30-13:10 

地點：生涯資訊室 

三、 10/14(五)第三節畢業學姐學測準備經驗分享 

10/14(五)第三節綜合活動課輔導室將邀請畢業學姐返校分享學測準備經驗，請高三同學準時 

於第三節下課至禮堂集合！ 

四、 轉知資訊 

(一) 10/18 (二)  Discover USC 南加大入學申請講座 台北場由南加大負責入學事務的最高階主管,

副校長 Dr. Katharine Harrington 帶領負責大學部入學與研究所申請的主管人員來台舉辦。

活動中將介紹南加大現況、各種學習資源及申請相關的重要訊息與提醒等。  

時間：10/18(二) 晚上 7-9時 

場地：台北晶華酒店, 中山北路 

報名：admission.usc.edu/DiscoverUSC 歡迎家長一同參加 

(二) 2016年秋季班入學大一新生的相關 freshman profile 

http://www.usc.edu/admission/undergraduate/firstyear/prospective/profile.html 

(三) 南加大最新排名： 

1. 全美第 15 (by華爾街日報/泰晤士報高等教育, Wall Street Journal/Times Higher 

Education) 

2. 全球第 60 (by泰晤士報高等教育, Times Higher Education) 

3. 其餘排名可參考： 

http://www.usc.edu/dept/International_Offices/archive/Taipei/Admissions/USCRan

kings.pdf 

 

 

 

 

一、『服推組報告』 
(一) 【赴日教育旅行】報名資料已發放各班，圖資股長務必張貼於班級佈告欄。欲報名者請於10/14

（五）前自行至學生首頁「學生專區」下載，線上報名完畢後繳交紙本報名表至服務推廣組。 

(二) 【接待家庭培訓講座】將於 10/29（六）上午於本校「第一會議室」舉行，報名表已公告於

「學生專區」，並發放至各班，請圖資股長務必張貼於班級佈告欄。培訓後將授予證書，有利

同學未來爭取國際交流名額，意者請於 10/14（五）放學前完成報名手續，限額 80人，額滿

為止。 

(三) 【全國讀書心得競賽】請各班有意投稿全國讀書心得比賽的同學，務必取得國文老師的初選

推薦，於 10/23前自行將作品上傳至中學生網站，並繳交切結書，有問題請洽服務推廣組。 

二、『資訊組報告』 
(一) 本學期資訊推廣講座將在 10月 28 日(五)11:20~13:10於閱覽室舉行，由長庚大學許炳堅教

授主講"人工智慧與機器人雙重夾擊年輕人的出路在哪裡!?"。圖書館將於 10月 13日集合圖

資股長領取報名表，請圖資股長當日留意通知。 

 

 

 

 

(一) 本校樂旗隊擴大招生，不論您是甚麼社團，只要有興趣的同學，都可以向樂旗隊同學報名

參加，或是親洽教官室古教官辦理報名事宜。 

 

 

 

 

一、 熱食部自 10/6(三)起，麵食部分營業至下午 5 點 30 分，有需要的同學請自備餐具購餐。 

二、 10/11(二)因冷飲部盤點，營業及加值時間至下午 1 點 30 分止。熱食部照常營業。 

三、 高一冬季服裝繡學號部分，配合服裝將於 10/20(四)發放。收繡流程如下： 

(一) 請高一各班副總務股長於 10/19(三)第二節下課，至學務處領取「送繡登記表」(粉橘色

A4 紙)、個人黏貼貼紙及班級麻布袋。請同學依「送繡說明」(綠色 A4 紙)處理。 

(二) 10/21(五)中午，「以班級為單位」將服裝送至逸仙樓總務處旁「繡學號」處，與廠商確

認數量並繳費。 

(三) 服裝繡完後，將於 10/24(一)送回並通知班級領回。 

四、 其他年級加槓、繡班號，也請在 10/21(五)中午送至逸仙樓總務處旁「繡學號」處，請廠商處

理。加年級槓 12 元／件；繡班號 12 元／件(請自行拆除舊班號，以方便加速送繡作業；由廠

商代拆者，一字 15 元)；二年級全繡 77 元／件，三年級全繡 89 元／件，請自備零錢。 

五、 校服、運動服，今年合作社皆不再提供現場販售，開學第二週曾由學務處生輔組發送需求調

查表給各班登記。未來如有需要或疑問，仍請洽詢學務處生輔組辦理。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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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請高一尚未繳交股金的班級儘速繳交。

若「高一股金繳交清冊」遺失，請找合作社經理補發。 

七、 合作社相關訊息，自 105/9/15 起皆同步公告於臉書中山女高合作社粉絲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ZSGHCOOP/)；有任何合作社相關疑問，可以先於粉絲專頁搜尋或

提問。 

場次 大學名稱 日期 

6 香港理工大學 10/19(三) 中午 12：30-13：10 

7 香港大學 10/21(五)第八節 

輔導室 

合作社 

總務處 

教官室 

圖書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