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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校參加 105學年度北市中等獎助成績優異，獲獎名單如下： 

 

二、105學年度織錦文學獎得獎名單如下，恭喜獲獎同學！  

三、本校國樂團參加臺北市 105學年度學生音樂比賽榮獲絲竹室內樂西區優等，感謝李佳馨

老師、陳藝驊老師辛勤指導。 

四、本校弦樂團參加臺北市 105學年度學生音樂比賽榮獲弦樂合奏 A組西區優等第一，感謝

劉妙紋老師、李佳諭老師辛勤指導， 

五、本校合唱團參加參加臺北市 105學年度學生音樂比賽榮獲女生合奏西區特優第二，感謝

沈卓沛老師、巫怡人老師、陳小玲老師、王啟文老師、李天來老師辛勤指導。 

六、本校爵士舞蹈社參加國際獅子會 300A1區 2016-2017年度拒絕毒害獅友總動員臺北市、

新北市高中職青春熱舞比賽，榮獲優勝，感謝陳姵樺老師辛勤指導。 

 

一、『教學組報告』 

105-1點燈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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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赴日國際科學營學生甄選決選公告：  

(二) 北市中等學校學生科學研究獎助計畫及校內科展： 

1. 104學年度北市中等獎助成果發表及頒獎將於 11/05(六) 於內湖高中進行，歡迎師

長及同學蒞臨參觀與鼓勵。北市中等獎助獎金不少，請同學多多參加北市中等獎助

及校內科展。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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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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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文獎 新詩組 小說獎 

名次 班級 姓名 作品名稱 班級 姓名 作品名稱 班級 姓名 作品名稱 

首獎 三公 賴子羽 底棲生物 二孝 李秉純 反投影革命 三敏 簡天琪 箱中雨 

貳獎 二孝 李秉純 記憶保鮮 二忠 何佳芸 溫鹽環流 三敏 鄭婷云 毒梟 

參獎 二博 廖思函 旗 三禮 鄭雅心 水壺 三敏 鄭婷云 食物痛 

佳作 三智 鄭家羚 失重 三公 劉庭妤 雁之俯視 二公 張若臻 琴與她和他 

佳作 二忠 劉騏瑋  Tursiops 二孝 李秉純 靜葉思 二智 許璦 一支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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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號 科別 作品名稱 指導老師 班級 座號 姓名 決選通過 

1 生物 利用藥物探討昆蟲包囊

作用之運作機制 

蔡任圃 223二廉 04 吳雨璇 入選 

223二廉 24 趙事柔 

4 生物 文蛤與蟑螂的觸酶活性

在氧化壓力下的角色探

討 

蔡任圃 223二廉 11 施雯文 入選 

223二廉 22 黃瑜緹 

5 生物 攝入酒精對蟑螂各項生

理指標的效應 

蔡任圃 223二廉 20 陳郁婷 入選 

223二廉 26 劉茲妤 

7 物理 Arduino與加速規-生活

中的推廣 

李今寧 223二廉 05 呂愷寧 正取 

223二廉 19 陳昱彣 

9 化學 拉曼光譜應用於酵素連

結免疫吸附分析法 

陸仲文 223二廉 16 許維芳 備取 

 223二廉 17 許維真 

 
（七） 日期：105.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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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數理及資訊競賽： 

1. 北市 105數理競賽於 11/13(日)於麗山高中 舉行，本校共計 5科 22名(數 6名,物

化生地各 4名)選手參加比賽，將由設備組長帶隊參加，歡迎師長蒞臨現場給予指

導與鼓勵。 

2. 北市 105資訊能力競賽已於 10/21(五) 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公館校區舉行，本校

共有 7位選手，並由幹事王文志先生帶隊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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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優良學生代表選舉：於 10/21(五)第 4節班會課進行，統計完成後，各班班長務必於

10/21(五)14:20前將全數選票及統計表送回學務處，逾時未繳交以廢票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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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學務處

領回，專任教師及其他同仁請逕至學務處領/投票。 

(二) 119屆校慶海報暨邀請卡徵稿：相關辦法及報名表已公告於學校首頁，歡迎有興趣的同

學踴躍投稿，稿件請於 105年 11月 1日(二)12:40前交至班聯會文書組二博王姿予。 

(三) 高二週會：10/27(四)第 8節課舉行，請高二各班務必於 16:20 前於禮堂集合完畢。 

(四) 社團公告：自 10/20(四)起，口琴社上課地點更改至中山樓三樓二業教室；英語研究社

上課地點更改至自強樓四樓一仁教室；大傳社備用教室更改至一禮教室。 

(五) 班聯會公告： 

1. 第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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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0-16：30於中山女高大禮堂。 

●初賽改歌期限: 10/24（二）中午 12：20-12：40 及放學 17：20-17：40 於學務處班

聯會窗口。 

2. 歷屆校慶紀念品販售：班聯會 

將於以下時段於禮堂北門階梯下 

進行歷屆校慶紀念品販售，歡迎 

全校師生踴躍前往。 

 

3. 當屆紀念品販售：當屆紀念品預購單將於 10/21(五)班會課前發放各班班櫃，請各班

班代務必留意，並於 10/27(四) 12:10-12:40、10/28(五)12:10-12:40、17:10-17:40，

攜帶樣品、訂購單、金額至學務處班聯會窗口。 

4. 社團公告－ 

(1)自 10/20(四)起，口琴社上課地點更改至中山樓三樓二業教室；英語研究社上課地點

更改至自強樓四樓一仁教室；大傳社備用教室更改至一禮教室。 

(2)10/27(四)12:20-13:10將進行自強樓地下一樓社辦搬家，請有登記的社團所有幹部，

於該時段至社辦集合。 

二、 『生輔組報告』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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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天氣轉涼，同學可添加學校制式背心、毛衣或運動外套，勿任意著便服外套。 

(三) 瓦斯使用安全:內政部「防範一氧化碳中毒宣導影片」影片下載網址：內政部消防署

全球資訊網（http://www.nfa.gov.tw/main/index.aspx），並請依下列操作選項下載：

首頁「防災知識」/「防災宣導下載」/「宣導影片」/「防範一氧化碳中毒」/「標題：

防範一氧化碳中毒安裝篇」。 

三、 『衛生組報告』 

(一) 莊敬一樓窗臺放置的教科書籍為教師辦公室提供學生索取，歡迎有需要的同學前來領

取，並且務必將書籍排放整齊。 

(二) 環保餐具注意事項： 

1. 請班上 2-4位同學至領餐區將便當箱抬回班上，再交由便當小天使負責發放便當，請

勿逕自領取。 

2. 餐後請將廚餘倒乾淨，交給便當小天使清點與檢查。檢查完成後，將餐碗蓋與碗分開

疊放至便當籃。（備註：碗五個一疊，盒蓋擺放在剩餘空間。） 

3. 12:40~13:10由負責同學抬至勵志走廊進行清點。 

4. 中午未準時交回餐碗同學可於 14:10或 15:10下課時間交回合作社並報上班級座號。 

四、 『體育組報告』 

(一) 119週年校慶運動會比賽時間表已放置體育組網頁上，請各班康樂提醒各單項比賽同

學務必準時出場參加各項比賽，若有特殊原因未能出賽，須到場點名後請假。 

(二) 10/24（一）12：20為高一有氧舞蹈比賽預演，請同學準時集合，依組別及出場位置

預演，預演結束後即可回教室。 

(三) 10/27（四）16：20有氧舞蹈比賽，評分標準為整齊度 50% 精神 35% 創意 10% 服裝

5%，各組跳完後，請保持安靜，自行於逸仙樓及莊敬大樓前找位置休息等候！  

(四) 運動會 100、200、800、400接力、3000接力等賽程預賽採計時賽依成績取前 12名

參加複賽，複賽共分 2 組每組取前 2名另擇優 2名，共 6名參加決賽。若參加人數不

足 18名則依預賽成績取前 6名直接參加決賽。 

(五) 校運會賽程依天氣狀況而改變，當日賽程進行與否一律聽廣播決定是否延後賽程。延

期時間將於體育組網頁或體育組前公告欄，請康樂務必了解時程調動善盡通知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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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時段一 時段二 

10/21(五) 12:10-12:40 16:10-18:10 

10/24(一) 12:10-12:40 17:10-18:10 

10/25(二) 12:10-12:40 17:10-18:10 

10/26(三) 12:10-12:40 16:10-18:10 

10/28(五)  16:10-18:10 

學務處

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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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職涯講座：外商或國際性工作的預備及挑戰 

講師：吳尚弘女士 

日期及地點：10/28(五) 中午 12：30-13：10 生涯資訊室 

 

二、轉知資訊：11/19 澳門大學學士學位課程說明會：為了讓台灣學生瞭解更多澳門大學資

訊，本校將於 11 月中旬來台舉辦學士學位課程說明會，內容包括澳門大學簡介、台灣

學生申請要求及流程、獎學金等，誠邀有興趣的同學及家長參與。 

(一) 日期及時間：105 年 11 月 19 日 (星期六) 下午 2 點 

(二) 地點：福華國際文教會館(地址: 106 台灣台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三段 30 號) 有興趣

參加人士，可於 10 月 30 日前登入網頁進行登記手續，已登記之同學或家長將收到由

本處發出之確認電郵。 

三、【楓聆徵稿】主題： 

1. 我的頑固：你有屬於自己頑固的故事嗎？某種熱情的堅持、某種美麗的任性，或某種

未完待續的夢想？ 

2. 楓城速寫：在中山校園裡，你最喜歡什麼地方呢？快用相機及文字記錄下來！ 

3. 阿嬤的話：你與阿嬤(或阿公)有什麼印象深刻的小故事？ 

4. 中山校園美食地圖：中山的合作社或校園附近，你喜愛的美食是什麼？ 

5. 截稿日期為 11/04(五)，詳細徵稿內容已發放至各班。來稿作品獲選刊登，將提供稿費

喔！歡迎大家踴躍投稿(文章或圖片)！ 

 
一、『服推組報告』 

（一）【住吉接待】請高一二務必於今日 10/21（五）中午 12:40前繳交資料核對表至圖書館

櫃台，各班組長請於 10/25（二）中午 12:20 至莊敬大樓三樓閱覽室集合，將發放各

班學伴名單，組長若無法出席，請務必指派可靠的組員一人參加，切勿影響班級權益。 

（二）【赴日教旅】已報名赴日教育旅行的同學，請於今日 10/21（五）中午 12:40至自強樓

四樓「視聽教室一」集合，當天確認公布排序順次，並進行超額抽籤，也會說明國際

教育旅行大致現況，請報名同學全體務必出席，以免影響個人權益。 

（三）【中日文司儀致詞人甄選】請已報名並領取甄選內容的同學務必準時出席甄選，中文司

儀甄選時間為 10/24（一）12:20，日文司儀致詞人甄選時間為 10/27（四）12:20，地

點皆為自強樓四樓「視聽教室一」，請務必提前到場簽到，逾時不候。 

 

（四）【讀書心得比賽】請各班參加讀書心得比賽的同學務必於本週日 10/23（日）前自行上

傳完畢，並上學校首頁「學生專區」列印切結書，繳交至圖書館櫃台。 

（五）【小論文比賽】目前本校投稿篇數不多，得獎機率大增，歡迎有意參加小論文比賽的同

學嘗試投稿參加，作品上傳期限為 11/15，請把握爭取榮譽的好機會！ 

（六）【接待家庭座談會】本校將於 10/29（六）上午 8:30於本校第一會議室舉辦「友善家庭

－－接待家庭培訓講座」，請已報名的同學務必提醒家長準時參加。 

二、『資訊組報告』 

(一)「國際運算思維挑戰賽」校內報名期限至 10/27（四）17:30止，歡迎有興趣的同學至

圖書館資訊組報名，相關資訊請至圖書館公告查看。【註：本學期有電腦課的同學將由

授課教師統一報名參加測驗，不須另外至圖書館報名】 

(二)請尚未繳交 10/28（五）資訊講座報名表之班級請盡快繳交至圖書館資訊組（無論班上

是否有同學要報名，皆要繳回）。 

 
一、高一冬季校服「送繡登記表」(粉橘色 A4紙)、個人黏貼貼紙及班級麻布袋已於 10/19(三)

中午班代大會發給各班班代。請同學依「送繡說明」(綠色 A4紙)處理後，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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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裝繡完後，將於 10/24(一)通知班級領回。如因服裝換發，無法在此次一併繡

學號，會再協調廠商在服裝更換完成後，再來校協助補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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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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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自 105年 1月 1日起，建國北路高架橋下停車場(長安至朱崙段)週一至週五 07:00時

-07:35時，進出停車場之車輛免費停車 20分鐘，停車超過 20分鐘者即依規定繳費(含

前 20分鐘之停車費)，請同學務必轉知家長進入建國橋下停車場(朱崙-長安段)務必抽

卡離場時過卡，才有免費優惠，使用悠遊卡無此優惠，請多加利用維護人車安全。 

輔導室 

圖書館 

合作社 

教官室 

http://reg.umac.mo/admission/nonlocal/taiwan/news/?lang=zh-ha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