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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1第 9 週整潔競賽  105-1第 9 週紀律競賽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高一 敏 忠 敬 高一 忠 平 義 

高二 平 敏 廉 高二 敏 平 簡 

高三 誠 平 和 高三 博 義 群 

  

 

 

 

 

 

 

 

 

 

一、 本校管樂社參加臺北市 105學年度學生音樂比賽榮獲室內樂合奏銅管五重奏西區優等第二，感謝林祐民

老師、黃馨主主任教官辛勤指導。 

二、 本校口琴社參加臺北市105學年度學生音樂比賽榮獲室內樂合奏口琴四重奏西區優等，感謝陳賢銘老師、

林媼彩老師辛勤指導。 

三、 本校弦樂社參加臺北市105學年度學生音樂比賽榮獲室內樂合奏弦樂四重奏西區優等，感謝劉妙紋老師、

李佳諭老師辛勤指導。 

 

一、 『教學組報告』 

(一)勘根班從 11/10開始上課囉!報名至 11/7(一)中午截止，報名表與費用請繳交教務處教學組，詳請看學

校網路公告辦法或詳洽各班數學任課老師。 

二、 『設備組報告』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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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由設備組派人帶隊參加，歡迎師長蒞臨現場給予指導與鼓勵。 

 2.北市中等學校學生科學研究獎助計畫及校內科展： 

(1) 本校參加 105學年度北市中等獎助將於 11/05(六) 於內湖高中進行頒獎及成果發表，歡迎師長同學蒞

臨參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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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展：校內科展報名名單將公布在本校網路，若有誤植或更正作品相關資料者請用 E-mail：

acad3@m2.csghs.tp.edu.tw 通知設備組辦理。 

初審送件：報名作品需繳交作品摘要紙本三份(各科不一)，於 105年 12月 14 日(三)至 12月 16 日(五)

內交到科學館設備組，通過初審之名單於 105年 1 月 4日(三)前公佈於本校網頁。報名科展的同學也

請注意北市中等獎助的相關活動，這是一個獲得獎助金很好的活動，報名預計在下學期一開學。 

3.近期校外科學競賽活動：(詳情請參閱學校首頁「學生專區」) 請有報名同學注意相關時程。 

(1) 11/13(日) 7:40~18:30 北市 105數理競賽在麗山高中 

(2) 11/5(六)13:30~16:30 物理奧林匹亞初選競試在建中考試 

(3) 11/19 (六) 10：00～12：00 生物奧林匹亞初賽在建中考試       

 
一、 『活動組報告』 

(一) 119校慶相關事宜— 

1. 校慶高二創意進場比賽—請於 11/18(五)中午 13:10 分前繳交報名表與音樂光碟(請勿繳交

mp3 或隨身碟)予學務處徐黎雯老師。 

2. 校慶各班班旗比賽—請於 11/18(五)中午 12:40 分前繳交報名表予學務處余育禎老師；各班請

於 12/02（五）12:40 前懸掛於指定地點，供評審評分(未依規定時間放置將斟酌扣分)；當日

17:30-17:40 指派同學協助收妥，以免淋濕或遭風吹毀，以備 12/3(六)校慶當日進場用。 

(二) 班聯會公告— 

1. 第 19 屆楓之聆歌唱大賽相關事宜— 

（1） 決賽入圍名單—已公告於校網頁、莊敬大樓梯廳前公佈欄及班聯會粉專。 

（2） 楓之聆歌唱大賽初賽保證金退費—初賽參賽者保證金及隨身碟將於

11/18(二)12:10-12:40 於學務處班聯會窗口退還，逾時不候，請參賽者務必留意。 

（3） 楓之聆歌唱大賽決賽順序—請入圍者於 11/9(三)中午 12:10-12:40至學務處班聯會窗口

抽決賽順序及領取決賽注意事項。 

2. 校慶園遊會報名事宜－ 

11/2(三)已發下園遊會攤位報名表，請各班於 11/9(三)、11/10(四)中午 12:20-12:40 及放學

17:20-17:40 至學務處班聯會窗口繳交報名表。若有社團及高三學姊有興趣參與者，可至班聯

會社櫃領取報名表。 

二、 『生輔組報告』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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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熱水器不可以裝設在加蓋且通風不良的陽台。 

2. 使用瓦斯熱水器時，勿因天冷而關窗，應保持場所通風。 

3. 天冷時，不可在室內燃燒木材或木炭取暖。 

4. 購買的瓦斯熱水器應貼有 CNS 及 TGAS 標示。 

5. 瓦斯熱水器應由領有合格證照的技術士安裝及維護。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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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提醒高一同學，本校無換季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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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申請假、外出、銷假規定:學生因身體不適到健康中心休息，須依病假實施銷假，未辦理銷假者依

曠課論。學生因事病假需外出者，經家長來電教官室請假後，須至教官室填寫外出單，如於放學前

返校繼續上課者，仍須到教官室報備返校，以免被登記曠課。經填寫外出單後發現於校內逗留者(未

離校)，依曠課論處，不得辦理銷假。 

 

 
一、職涯講座：生命藝樹魔法師－認識樹藝師 

講師：李佩蓉女士 

日期和地點：11/07(一)中午 12：30-13：10生涯資訊室 

 

臺北市 105 學年度學生音樂比賽個人組獲獎名單 

項目 班級 姓名 得名 

直笛 一禮 胡景珩 優等、第二名 

直笛 二仁 吳宜臻 優等 

直笛 二智 邱怡嘉 優等 

長笛 二捷 張文晴 甲等 

長笛 二正 鐘淯溱 甲等 

木琴 一敏 陳霈瑄 優等 

輔導室 

 
（九） 日期：105.11.04 

教務處

榜 

學務處

榜 

榮譽榜 



 
2 

二、轉知資訊 

(一) 國外大學升學說明會： 

 

 

 

 

 

 

(二) 術科作品集講座：邀請美術科呂潔雯老師，11/17(四)中午 12:20-13:10於生涯資訊室說明藝術設計科系

之作品集編排原則。 

(三)  2017 年日本早稻田大學學校推薦報名，欲以學校推薦管道報考早稻田的高三同學，報名表已發至各班，

請於 11/15(二)之前提出報名。推薦資格如下： 

(四) 香港浸會大學學士班海外入學申請(提供 2位學校推薦名額)：於 2017 年 11月 1日展開，截止日為明年

1 月 4 日，詳情請至網頁：http://ar.hkbu.edu.hk/admissions/international 及中山首頁學生專區。

申請資格須符合以下兩項： 

1. 學測總級分達頂標或以上，或持指定科目考試學歷。 

2. 學測英文達頂標或以上。以下成績可作為相應成績： 

（1） 托福筆試達 550 分或以上／網路考試達 79分或以上 

（2） 雅思學術模式考試達 6.5分或以上 

另外為鼓勵優秀學生到浸大升學，學校特設中學校長推薦台灣優秀學生獎學金計劃，並予中山女高兩個推

薦名額，如有表現卓越的同學，會按情況增加名額。全額獎學金金額每年港幣 17萬元，涵蓋學費、宿費

及生活費。欲報名學校推薦的同學，請於 11/15(二)前將報名表交至輔導室。獲推薦的同學請於 2016 年

12月 9日(五)或之前將填妥之“入學申請表”及“校長推薦書” 連同所需文件經電郵 

ardirect@hkbu.edu.hk  ，申請費用全免。 

(五) 11/19(六) 澳門大學學士學位課程說明會： 

日期及時間：105年 11月 19 日 (星期六) 下午 2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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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11/26(六) 澳洲雪梨大學說明會 

日期、時間：105年 11月 26 日 (星期六)，下午 1 點至 4點 

 地點：台北威斯汀六福皇宮（ 地址: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 133號），有興趣參加人士，詳情請見網站 

http://www2.csghs.tp.edu.tw/news/u_news_v2.asp?id={CD55498A-A90C-4D55-B813-6EC681985DB8}&ne

wsid=594 

   
一、『服推組報告』 

(一) 【赴日國際教育旅行】繳費單預計於 11/9（三）發放，請密切留意服務推廣組通知。 

(二) 【住吉接待】各班行程規畫表請於 11/9（三）放學前繳回圖書館，組長請於 11/11（五）中午至視聽教

室一集合（集合通知下週發放各班，請留意。） 

 

一、 繡學號廠商將於 11/4(五)，中午 12點 20分起至下午 3點 20 分止，於逸仙樓總務處旁「繡學號」處服務。 

請更換衣服的同學及其他需要補繡的同學務必利用此次機會補繡。(本訊息已公告於 10/28 楓城紀事，並於 

11/2、11/3廣播通知) 

二、熱食部： 

(一) 自 11/1(二)起販售「關東煮」，如果要盛裝或飲用熱湯者，務必要自行攜帶隔熱餐具，以免燙傷。 

(二) 燴飯麵區服務時間調整因平均五天賣不到四碗造成瓦斯等資源浪費，故自 10/27(四)起下午時段不再提供。 

(三) 線上訂餐同學，請在 13：00 以前將環保餐具送到勵志長廊；未能於此時間前送回者，請 15：20前送合 

作社熱食部自助餐區結帳櫃台，親自交給阿姨「登記」班級座號，以便掌握環保餐具流向。並請勿留廚餘。 

三、學生證遺失時，請務必儘速到合作社找冷飲部阿姨辦理掛失登記以免造成額外損失。合作社會補發臨時學生 

證(粉紅色條碼卡)，但僅限於合作社內消費。若欲圖書館借書、游泳池登錄或校門遲到登記；仍需請至 

教務處註冊組補辦悠遊卡學生證，並在取得新學生證後至合作社辦理重新開卡。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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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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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00~0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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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家長多加利用，以維上學期間人車安全。 

二、交通安全宣導事項： 

(一)家長駕駛汽(機)車接送，乘車前、後座應繫妥安全帶，機車全程配戴安全帽，並提醒家長行車勿當低

頭族且喝酒不開(騎)車，以維生命安全。 

(二)家長開車接送時，同學應於車上先行準備好個人攜帶物品，應請家長將車輛於「家長接送區」(嚴禁

於紅線區臨時停車)暫停後，立即下車，避免造成交通壅塞及影響其他用路人安全。 

(三)騎乘自行車同學，請配戴自行車安全帽，應注意煞車、車鈴、車燈及反光裝置等安全設置，夜間騎乘

應開啟車燈，以維行車與用路人安全。 

三、軍校正期班(105.12.1~106.3.1)及士官二專班(105.12.1~106.3.15)將於上述時段開放報名體檢，如有意

願報考同學請至「國軍人才招募中心」網站預約體檢，或至教官室諮詢報名體檢相關事宜。 

四、近期媒體刊登「毒品化身小熊軟糖 外觀難辨恐誤食」報導，這類軟糖含有 MDMA 成份，不曾接觸的人吃

多了會有昏睡、暈眩、失憶等症狀，嚴重會造成休克、死亡，提醒同學千萬不可食用陌生人提供的食物、

飲料，以免誤食毒品。 

五、同學應培養防範陌生人之危機意識，於校園內或周邊發現行跡可疑人士，應主動向師長、教官反映並撥

打校安專線 02-25090833，讓我們共同維護校園安全。教官室關心每位同學！ 

場次 大學名稱 日期 地點 

8 日本慶應大學 
11/9(三)中午

12:20-13:10 

生涯資訊室 

9 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 
11/11(五)中午

12:20-13:10 

生涯資訊室 

推薦 

資格 

國際教養 

學部 2 名 

政治經濟 

學部 2 名 

社會科學 

部 2 名 

理工學術院基幹/創造/先進學部各 1 名，共 3

名 

學業 

成績 

總平均校百分比前 40% 

英文校百分比前 30% 

總平均校百分比前 50%， 

數學、物理、化學三科校百分比前 40% 

英語 

要求 

符合下列之一：(1)TOFEL(PBT) 550 分以上或(iBT) 79 分以上(2)GEPT 高級(複試)以上 

(3)IELTS 6.5 以上、(4)TOEIC 750 分以上 

圖書館 

合作社 

教官室 

http://www2.csghs.tp.edu.tw/news/u_news_v2.asp?id=%7bCD55498A-A90C-4D55-B813-6EC681985DB8%7d&newsid=594
http://www2.csghs.tp.edu.tw/news/u_news_v2.asp?id=%7bCD55498A-A90C-4D55-B813-6EC681985DB8%7d&newsid=594
https://www.facebook.com/ZSGHCOO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