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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臺北市 105年度中等學校學生科學研究獎助實施計畫決審結果恭喜本校得獎同學!! 

科別 作品 研究學生 獎項 班級 指導老師 

化學 
拉曼光譜應用於酵素連結 

免疫吸附分析法 
許維芳、許維真 佳作 二廉 

陸仲文 

江建文 

生物 
警告費洛蒙可否引發蟑螂

戰或逃之生理反應的探討 
鄧年芮、留詩暐 二等獎 三廉 蔡任圃 

生物 
水蚤、瓢體蟲對重金屬 

(鋅、銅)耐受度之比較 
陳亮伃、葉姿玫 二等獎 三廉 

陳晏如 

陳俊宏 

數學 
雙層幾何堡-正多邊形內接 

正方形 
周詠琪、施家淇 佳作 三廉 林世哲 

應用科學 Emergency Aid Device 徐向穎、彭琍棱、賴萱 佳作 三廉 黃建庭 

二、 

 

 

 

 

 

 

 

 

一、『教學組報告』 

(一) 因高一健康檢查，10/17(一)、10/18(二)高一二晚自習地點改至莊敬大樓 3樓選修教室一。 

(二) 為提升本校同學晚間留校自習效果，並為同學提供學科諮詢的管道，舉辦晚自習課業諮詢之點 
燈計畫(詳細計畫與實施方式請上本校網頁最新消息查詢)。因高三適逢學測，以高三學姐諮詢

需求優先。高三同學優先登記，高一二同學開放未登記時段當場詢問。點燈教室為莊敬大樓一

樓資源教室(學務處對面)。輪值教師與科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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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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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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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時至司令台旁集合，若遇

雨將改為室內廣播。 

3. 候選人宣傳單—請有要發放宣傳單的優良生候選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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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份班代大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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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提議的班代 ，請務必請導師簽完名後，於 10/14(五)17：00前交至班聯會社櫃，逾

時不予統計，謝謝。 

(三) 臺北市學生音樂比賽—賽程及秩序冊已公告在學校網頁，請參賽同學多加留意。 

(四) 班聯會公告— 

1. 119屆校慶主題選票—票選單將與班會紀錄簿一同發放各班，請班代於班上投票表決後統

計票數，一人一票，並於 10/14（五）17：00前交至班聯會社櫃，班聯會將統計出此次校

慶主題，逾時不予統計，謝謝。 

2. 第 18屆楓之聆歌唱大賽—比賽實施辦法及報名表已發放至各班班櫃，請班代協助公告於

班級佈告欄並告知同學下列注意事項： 

初賽時間: 10/30（日）09：00-17：00於中山女高大禮堂。 

報名時間: 10/17（一）~10/19（三）中午 12：20-12：40 及放學 17：20-17：40 於學務處

班聯會窗口，報名時請帶報名表及保證金 100元，若有自備音檔也請一併帶上。 

初賽改歌期限: 10/24（一）中午 12：20-12：40於學務處班聯會窗口。 

3. 歷屆紀念品販售會在禮堂北門樓梯口下，以下為販賣時間： 

 

 

 

 

 

105-1 第六週秩序競賽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高一 忠 博 孝 

高二 群 捷 簡 

高三 禮 博 敏 

105-1第六週整潔競賽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高一 忠 愛 慧 

高二 平 智 信 

高三 禮、智  公 

星期 一 二 三 四 五 

科目 物理 化學 地科 化學 數學 英文 公民 物理 國文 生物 

老師 陳鈞彥 何采軒 袁宇威 吳事勳 徐唯恩 
林芳伃 

葉佳恩 
黃敬欣 林子立 

葉霈萱 

胡起萱 

何承紋 

陳家柔 

競賽名稱 報名截止 報名方式及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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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販售日期 販售時段 

10/21(五) 12:10-12:40/ 16:10-18:15 

10/24(一)、10/25(二)、10/26(三) 12:10-12:40/ 17:10-18:15 

10/28(五) 16:10-18:15 

榮譽榜 

（六） 日期：105.10.14 

 

學務處 

教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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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19屆紀念帽 T套量處設於歷屆紀念品販售會旁，欲購同學可先套量，預購尺寸不可更改。 

5. 10/17-11/1為校慶海報徵稿，請同學踴躍投稿。海報尺寸規格請見網路公告。 

二、『生輔組報告』 

(一)近期高三同學著便服及拖鞋情況嚴重，重申本校服儀規定: 上學、放學及在校期間，得穿皮鞋、

運動鞋或布鞋；非經申請，不得穿著拖鞋或打赤腳。 

    第一次違反規定口頭勸導、站立或靜坐反省。第二次違反規定書面自省。乙週內未完成者，扣

班級紀律總分 1 分。 第三次（含以上）違反規定施以公共服務並通知家長(或監護人)協請處理，

建議列入日常表現紀錄。另依學生生活紀律競賽辦法:經教官及紀糾巡查發現未依規定穿著者，

除當事人接受處分外，並扣班上服儀成績。(跟主任討論後再放上去) 

 (二) 本校無法幫學生收私人包裹或物件，同學請不要寄物品或包裹到校，以免遭退件。 

三、『體育組報告』 

(一) 119週年校慶運動會報名至 10/17日中午 13點止，高一延期至 10/20日中午 13點止，請康樂股

長在各單項及接力名單確實填寫姓名、班級及座號；大隊接力及 400m接力須填候補人員名單。 

(二) 高一有氧舞蹈比賽場地表已放置在中山女高-體育組中，請各班自行下載，確實知道組別、場地

位置、進出場方向及相關規則。請種子帶領同學多加練習，全體須參加 10/24日 12:20預演及

10/27日 16:20比賽。未出賽名單於 10/26日中午 13點前提出。 

 

 

一、國外大學升學說明會 

地點：生涯資訊室 

二、轉知資訊 

10/19(三) 香港城市大學升學說明會（活動不需報名，請直接前往會場參加） 

香港城市大學於 2016年 10月 19日(三)在台北舉行升學說明會。歡迎家長、學生參加！

說明會上城大代表將會講解來港升學和入讀城大的優勢、入學要求及獎學金計劃等。 

1. 日期：2016年 10月 19日(三)下午 6時 

2. 地點：台北君品酒店 5樓笛卡爾、盧梭廳 (台北市承德路一段三號) 

3. 報名詳情見：  

 

 

 

一、『服推組報告』 

(一)【赴日教育旅行】報名至今日(10/14)放學截止，有意參加的同學務必於今日上網填好報名資訊

後，繳交紙本報名表至服務推廣組。 

(二)【接待家庭培訓講座】講座於 10/29(六)上午進行，報名至今日(10/14)放學截止，請有意參加

的同學及家長務必上網填寫資訊並自行下載報名表填妥，繳交至圖書館服務推廣組。 

(三)【芬蘭交流活動】芬蘭學生將於 10/17~10/21入本校交流，無論班上或個人是否參與接待活動，

在校園中若遇到外籍學生，請同學們釋出禮貌、善意與熱情，多多與她們打招呼、說說話，

把握難得的交流機會。 

(四)【全國讀書心得比賽】往年本校獲獎率高達八成，除獎狀外本年度得獎同學還有機會獲得博

客來贈書，請有意參加的同學找國文老師協助推薦，務必自行在 10/23前上傳至「中學生網

站」，並下載切結書繳交至圖書館櫃台。 

(五)【全國小論文競賽】有意投稿的同學務必於 11/15前自行上傳作品至「中學生網站」並繳交

切結書至圖書館櫃台參賽，上學期參賽同學向來較少，下學期通常篇目暴增競爭激烈，鼓勵

同學多多於本學期投稿，提升個人作品獲獎率。 

(六)【日本住吉高校接待】報名中、日文司儀、致詞人的同學請於下週二(10/18)中午 12:20到自

強樓四樓視聽教室一集合，當天將宣布甄選方式及發放甄選內容，請務必親自出席，若已知

無法出席或欲棄權者請務必提前至圖書館向組長說明，當日無故未到者罰愛館服務一次。 

二、『資訊組報告』 
(一) 10月 28日(五)11:20~13:10 資訊推廣講座地點改為演藝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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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高一二圖資股長於班會課登記報

名參加的同學（或全班參加），並於 10/20（三）放學前交回圖書館資訊組。 

 

 

 

一、配合宣導(106)年度中山科學研究院委託國防大學理工學院代訓大學部學生(10員名額)事宜，甄

試入學後比照軍職生待遇及生活津貼，畢業直接至中科院服務，起薪約 45000至 51000元。若

有興趣欲瞭解相關限制、未來進修等資訊，可再至教官室或找教官詢問相關訊息。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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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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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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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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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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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任何相關疑問，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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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館 

http://www2.csghs.tp.edu.tw/news/u_news_v2.asp?id={CD55498A-A90C 

-4D55-B813-6EC681985DB8}&newsid=575 

教官室 

合作社 

http://www2.csghs.tp.edu.tw/news/u_news_v2.asp?id=%7bCD55498A-A90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