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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05中山女高參加北市數理能力競賽得獎名單如下，恭喜得獎同學及感謝所有指導老師辛勤指導! 

 

 

 

 

 

 

 

 

 

 

 

 

 

 

 

二、 恭喜三廉林依蓁同學通過物理奧林匹亞初選，106 年 2 月 11 日將進行物理奧林匹亞複選。 

 

一、 『教學組報告』 
(一) 2016中山女中 119屆校慶系列活動開跑囉!11/29~12/9 每天 8:00~17:00，只要到莊敬大樓二樓校史館

(游泳池正上方)參觀學科靜態展，並在現場拿起活動單，寫下你的答案，就有機會獲得經典校慶紀念品！ 

二、 『設備組報告』 
(一) 請(中獎、能力競賽)得獎同學，將獎狀繳回設備組,本組將會幫同學的獎狀護貝並統一於週會進行頒獎. 

 
一、 『活動組報告』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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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119 校慶相關事宜— 

1. 校慶流程一覽表— 

 

 

 

 

 

 

 

 

 

 

 

 

 

 

 

 

 

 

 

2. 校慶各班班旗比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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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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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園遊會各班攤位—12/03(六) 15:00前需打掃乾淨，物品歸位，以利廠商收帳篷。 

5. 園遊會點券使用—點券為當日票券，請於 12/03(六) 13:30前請使用完畢，逾期作廢不可退款。 

6. 園遊會點券黏貼憑證—12/03(六)13:00-15:30務必交至敏求廣場，所有點券需事前黏貼妥當，15:30    

後不再收取且作廢。相關注意事項班聯會將另行發放通知，請各班攤位負責人務必依規定辦理，以

免影響班級權益。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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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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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1第 12 週整潔競賽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高一 義 敬 愛、信 

高二 平 孝 信 

高三 誠 平 敬 

105-1第 12 週紀律競賽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高一 平 智 忠 

高二 敏 簡 群 

高三 公 義 廉 

科別 獎項 班級 得獎學生 指導老師 

生物科 一等獎 三群 隋昀華 陳晏如 

數學科 二等獎 三正 蔡昀倢 黃秀貴 

化學科 三等獎 三正 劉思含 王聖茹 

數學科 佳作 三廉 周詠琪 林世哲 

物理科 佳作 三廉 林依蓁 蘇益加 

物理科 佳作 三慧 褚又嘉 蘇益加 

化學科 佳作 三慧 陳亞欣 曹雅萍 

化學科 佳作 三公 王亭筑 曹雅萍 

生物科 佳作 三簡 陳欣 陳晏如 

生物科 佳作 三廉 陳亮伃 陳晏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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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務處

榜 

學務處

榜 

 
（十二） 日期：105.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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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週記抽查時程—請各班學藝股長提醒同學，務必依指定期限繳交。 

年級 送交導師 時間 送交學務處 時間 領回時間 地點 

高三(3 篇) 12 月 12 日（一） 10：00 

～ 

10：20 

12 月 14 日（三） 10：00 

～ 

10：20 

12 月 19 日（一） 

學務處 高二(5 篇) 12 月 19 日（一） 12 月 21 日（三） 12 月 26 日（一） 

高一(5 篇) 12 月 26 日（一） 12 月 28 日（三） 01 月 03 日（二） 

二、 『生輔組報告』 

(一) 校慶活動注意事項 

1. 12/03(六)校慶當天依平日上學時間 7:45前到校，遲到照常登記，副班長確實點名，放學繳交點名卡(當

日未到者登記 7 節缺課)。 

2. 12/03(六) 教學大樓各班教室不開放參觀，請同學轉知來校親友勿進班級教室；校慶活動當天因進出人士

眾多，提醒同學帶夠用現金即可，手機錢包相機等物品務必隨身攜帶保管好，以免遺失或遭竊。 

3. 12/03(六)學生操場集合及園遊會時間:中山樓只開放南側鐵門、自強樓只開放中央鐵門、逸仙樓只開放教

官室旁樓梯、莊敬與自強樓連接門當日不開放。 

4. 12/03(六)提醒高三同學 12:30 前將個人物品帶下樓。園遊會結束 13:30 除本校師生外，所有來賓需離校，

學生進行環境清潔。 

5. 各班旗桿由旗手負責保管，各班製作班旗時應注意重量及包裝，請保持旗桿完整性，於校慶補假隔日由旗

手登記歸還至學務處。 

6. 12/03(六) 進校穿著服裝：以班級為單位統一穿著(校服或運動服或班服)。 

7. 12/03(六)校慶慶祝大會各班位置圖(含雨天備案禮堂座位表)已公告學校首頁、各班也都拿到，

請班長宣導公布張貼，以利同學迅速就位。 

(二) 提醒各班於:8 ：00高一、高三集合於操場中央成一路縱隊，高二直接到籃球場就位準備創意進

場表演。創意進場後，開始進行慶祝大會程序。開幕式後，高一留在操場表演大會舞，高二散

至排球場、高三散至籃球場觀看表演。 

(三) 再次提醒同學因故臨時請假外出返校後，一定要到教官室登記返校以免遭登記曠課。 

 
一、高三甄選入學： 

  1.學生說明會~日期：105年 12 月 9日(五)上午 10：20-11：10， 

地點：禮堂(請全體高三同學第二節下課至禮堂集合) 

2.家長說明會~對象：高三家長自由報名參加 

日期及地點：105年 12月 10 日(六)上午 9：00-11：30演藝廳 

二、高三繁星推薦學生說明會：   

日期：105年 12月 15日(四)中午 12：20-13：10 

地點：生涯資訊室 

三、性平講座： 

1.「性騷擾~危險情人退散」講座 

時間：12/6(二)中午 12:20~13:10 

地點：生涯資訊室 

講師：王靖雅 實習諮商心理師 

2.「愛情掌舵手」講座~時間及地點：12/8(四)中午 12:20~13:10，生涯資訊室。 

講師：陳禹先 (婦援會) 

四、轉知資訊： 

1. 香港中文大學：Advance Offer申請截止時間：2016 年 11月 05 日 

 Regular round 申請截止時間：2017年 01月 04日 

 註：Advance Offer 申請的時間較早，拿到獎學金和有條件錄取的幾率比較大，假如在 Advance Offer

中沒有拿到錄取，仍然可以參加 Regular round 的審核，適合條件很優秀的學生。香港中文大學網站：

http://www.oafa.cuhk.edu.hk/，香港中文大學線上詢問： www.cuhk.edu.hk/adm/intl/enquiry 

2. 澳門大學可憑學測成績申請澳門大學，以應屆學測成績申請上、且成績優良者，澳門大學會提供學費全

免及住宿式書院之費用。報名日期：2016年 12月 5日至 2017年 4 月 21日，若有疑問可寄信詢問：

natao@umac.mo 或致電 (853)88224810 

 
一、 『服推組報告』 

(一) 【住吉高校接待】 

1. 11/28 接待人員總彩排，請全體接待同學務必於 16:20前就門口迎接位置，並攜帶歡迎看版。 

2. 11/29 第九節為社團表演總彩排，請本次司儀、致詞人及各表演項目同學務必於 17:20前抵達，並完成

預演準備，17:20準時預演。 

3. 11/30 當天住吉高校師生將於 10:30 抵達本校，請各班務必做好整潔工作。中午住吉高校同學將在教室

用餐，若班級有安排團體活動，請注意音量，勿影響高三學姊休息。 

(二) 【設計臺北．藝術中山】：本次書展與北科大曹筱玥教授團隊合作，展出臺北施工揮旗手裝置藝術，及

館藏藝術類相關圖書，歡迎同學課餘時間前往觀賞，也歡迎師長結合課程善加運用，展出期程預計延

至 12 月中旬。 

二、 『資訊組報告』 

(一) 近日校內發生多起隨身碟病毒感染事件，主要徵兆為隨身碟內資料莫名消失，僅留下與隨身碟名稱相

同的「捷徑」。請各位同學發現此狀況時，請勿點擊該捷徑圖示以免造成電腦中毒。簡易解決方式如下： 

1. 將隨身碟資料夾開啟為「顯示隱藏檔」模式：資料夾視窗左上方「組合管理」「資料夾與搜尋選項」

「檢視」中的「進階設定」「隱藏檔案和資料夾」選擇「顯示隱藏的檔案、資料夾、及磁碟機」

「確定」。 

2. 找到原有資料：回到隨身碟資料夾找到「_」為開頭的資料夾，裡面即為原有的檔案，請將資料搬出。 

3. 進行隨身碟格式化：到「我的電腦」中，對著該中毒的隨身碟按右鍵，選擇「格式化」，直接按下「開始」，

待格式化結束即可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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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輔導室 

圖書館 

合作社 

http://www.oafa.cuhk.edu.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