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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註冊組報告』 

(一)高二轉組申請自 11/21(一)起至 12/21(三)上午 11:20 截止，欲辦理轉組同學請至註冊組領取

申請表。詳細轉組說明及注意事項請見轉組申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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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慶流程一覽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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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校慶預演— 

（1） 11/30（三）07:30-08:10—高一二重點預演。 

（2） 12/01（四）16:20-17:10—高一二全程預演。 

（3） 高一有氧舞蹈預演—將於 11/28(一)朝會時進行。 

（4） 高二創意進場預演— 

 11/29(二) 07:30-08:10—班級旗手、負責人走位及確認音樂。 

 11/30(三) 07:30-08:10—班級走位預演。 

 12/01(四) 16:20-17:10—正式走位。 

 12/02(五) 07:30-08:10—正式走位。 

(二) 請要報名參加 105學年度全國音樂比賽的社團，於 11/28(一)24:00前將報名資料寄至社團信

箱(stuclub232@gmail.com)；其餘相關事項可至全國學生音樂比賽網站查詢

(http://web.arte.gov.tw/music/)。 

(三) 12/8(四)12:20將於莊敬大樓三樓閱覽室舉行社長大會，請各社團的社長及副社長自備午餐準

時出席，無法出席者須派其他幹部代理。 

(四) 11/16(三)-11/25(五)為段考週，請各社團暫停社團活動，違規者將加重扣分。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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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8 O 
高一校慶 

有氧舞蹈預演 
11/30 O 

高一、二校慶 

重點預演走位 
12/2 O 

高二校慶 

創意進場預演 

12/5 X 校慶補假 12/7 X  12/9 O 高二禮堂 

12/12 O 
高一教室 

法律常識測驗 
12/14 X 模考前一週 12/16 O 

高二禮堂 

(專題分享) 

12/19 O 
高一禮堂 

(專題分享) 
12/21 X  12/23 O 

高二禮堂 

(專題分享) 

12/26 O 
高一禮堂 

(專題分享) 
12/28 O 高三朝會 12/30 O 

高一二飢餓 24

打氣時間 

105-1第 11週紀律競賽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高一 忠 孝 義 

高二 群 簡 捷 

高三 敏 博 業 

105-1第 11週整潔競賽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高一 敬 仁、平、敬 誠 

高二 慧 x 敬 

高三 忠 x 智 

時    間 活   動   內   容 地  點 

08:00－08:20 楓之序—學生集合 大操場 

08:20－09:00 楓之慶—高二創意進場比賽、嘉賓進場 

09:00－09:40 楓之喜—慶祝大會  

09:40－09:50 楓之舞—高一有氧舞蹈表演 

09:50－10:30 楓之輪—教職員工/家長/學生3000公尺大隊接力賽 

      —教職員工/家長趣味競賽 

10:30－11:00 楓之樂—樂旗隊表演 

11:30－13:30 楓之友—友校社團表演 司令台 

10:00－12:00 楓之聆—卡拉OK歌唱決賽 大禮堂 

10:00－13:30 楓之美—各學科教學成果展 

      —校慶美展 

      —校史暨相關物品展覽 

      —學姊備審資料展 

第一會議室 

閱覽室 

校史室 

生涯資訊室 

11:00－12:00 楓之聚—校慶茶會 閱覽室 

10:30－13:30 楓之映—園遊會 校  園 

13:30－15:00 楓之淨—整理校園環境 

15:00－15:30 楓之紅—閉幕典禮 大操場 

 
（十一） 日期：105.11.18 

教務處

榜 

學務處

榜 

行事曆 

榮譽榜 

http://web.arte.gov.tw/mu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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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班聯會公告— 

1. 11/29(二)12:20為校慶小義工說明會，名單已經公告在校網上。請錄取同學務必準時前往莊敬

大樓 3樓閱覽室，參加小義工說明會。 

2. 12/1(四)預計發放 119屆校慶紀念品，發放地點另行通知。 

3. 楓之友彩排—將於 11/26(六)11:30-13:30假本校司令台及大禮堂進行，彩排時將有樂器試音

及音樂試播，影響高三學姊自習，還請見諒。 

二、 『生輔組報告』 

(一)依本校學生服務學習課程實施計畫高一二學生每人每學期應至少服務滿 8小時。(高三無強制

規定，若無服務學習時數則德行評量表之服務學習時數欄:高三呈現空白，高一二呈現為 0)。 

(二)如何防止一氧化碳中毒：當我們聞到瓦斯外漏的氣味時，會意識到危機而趕緊處理。然而真正

的隱形殺手-「一氧化碳」，卻往往會因其具有無色、無味的特性而遭忽視，以致不幸事故層出

不窮。如何有效防範一氧化碳中毒，確實遵照「五要」原則，是不二法門。 

1.要保持環境「通風」：避免陽台違規使用、加裝門窗，紗窗不潔及晾曬大量衣物等情形。 

2.要使用安全的「品牌」：熱水器應貼有 CNS（國家標準）及 TGAS（台灣瓦斯器具安全標示）檢

驗合格標示。 

3.要選擇正確的「型式」：室外專用型（RF）、室內強制排氣型（FE）、室內自然排氣型(CF） 熱

水器。 

4.要注意安全的「安裝」：由合格技術士依安裝標準安裝。 

5.要注意平時的「檢修」：熱水器應定期檢修或汰換，如發現有水溫不穩定現象或改變熱水器 設

置位置或更換組件時，均應請合格技術士為之。 

6.一氧化碳中毒處置措施: 發現一氧化碳中毒患者時，首先應放輕動作、緩慢的打開門窗，使一

氧化碳隨空氣流動飄散出去。再將患者移到通風處所鬆解衣物，並使中毒者下顎向上抬高保持

呼吸順暢；若中毒者無呼吸心跳須實施心肺復甦術，並儘速撥打 119電話送醫急救。 

 
一、大學科系介紹－台北醫學大學醫藥衛生學群  

 時間地點：11/21(一)中午 12:20-13:10於生涯資訊室。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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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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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吉高校預計 11/30來訪，接待入場總驗訂於 11/28（一）第八節，請 282位接待同學全體 16:10

下課至校門接待位置就位。社團表演及致詞人、司儀總驗定於 11/29（二）第九節，請以上活

動成員務必於 17:20前準備好所有器材道具，至禮堂集合。 

 

(二) 法國交流因細節尚未確認完畢，報名時程順延，詳細報名時間及程序確定後，將會在學校首頁

學生專區置頂公告兩週，請同學不用擔心。 

(三) 本學期第二次書展定名為「設計台北·藝術中山」將於 11/21-12/3於圖書館內展出，內容以館

藏藝術類著作，包含建築、雕塑、電影、攝影、美術、設計等類為主，並結合北科大曹筱玥教

授師生創作裝置藝術「臺北揮旗手」展覽，歡迎同學前往參觀。 
 

 
一、11/25(五)，月考第二天下午，冷飲、熱食部皆營業至 3點 10分。請同學注意！ 

二、繡學號廠商將於１１／３０(三)，中午 12點 20分起至下午 3點 20分止，於逸仙樓一樓總務

處旁「繡學號」處服務。是本學期最後一次繡學號，請需要補繡的同學務必利用此次機會補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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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只能使用於合作社內消費。如果要在圖書館借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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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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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長開車接送時，同學應於車上先行準備好個人攜帶物品，請家長務必將車輛於「家長接送

區」（嚴禁於紅線區臨時停車）暫停後立即下車，切勿停留車內過久，避免造成交通壅塞及影

響其他用路人安全。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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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菸害防制」宣導事項： 

(一) 電子煙是一種新興產品，其煙油成份及透過電池產生熱能將液體霧化方式，與傳統紙(捲)菸有

相當大的差異，所含成份可能有尼古丁、毒品之成癮物質，尚測量到甲醛、乙醛等致癌性成份，

容易刺激眼部及呼吸道，長期吸入可能引起慢性呼吸道疾病，也可能傷害旁人健康。 

(二) 為了解電子煙危害及正確戒菸管道，同學可至「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官方網站/熱門議題/

電子煙防制專區」自行收視。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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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12月 2日(五)1210時，教官室於選修教室 2、3舉辦軍校說明會，並請各軍校的中山畢業校

友返校說明，此外還有國軍人才招募中心及國防大學理工學院蒞校說明 106年軍校招生訊息

及代訓中科院人才等相關訊息，請有興趣同學攜帶午餐踴躍參加。 

 

輔導室 

圖書館 

合作社 

教官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