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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19週年校慶班旗比賽得獎名單： 

年級 第 1名 第 2名 第 3名 第 4名 第 5名 

高一 一簡 一捷 一業 一誠 一博 

高二 二孝 二慧/二廉  二義 二智 

高三 三愛 三義 三公 三信 三和 

二、 119週年校慶創意進場比賽得獎名單： 

名次 第 1名 第 2名 第 3名 最佳造型獎 最佳團隊精神獎 

班級 二平 二博 二群 二和 二業 

三、 119週年校慶園遊會最佳攤位比賽得獎名單： 

名次 第 1名 第 2名 第 3名 第 4名 第 5名 

班級 二廉 一忠 一敏 二慧 二公 

四、 二仁鄒宇晴、二義潘怡謙、二愛黃俐穎、二群沈易欣參加外交小尖兵全國競賽，榮獲全國特優！感謝英文

科游雅如老師、楊治和老師辛勤指導！ 

五、 本校合唱團參加 105學年度臺北市師生鄉土歌謠比賽榮獲高中組原住民語系西區特優第一，感謝巫怡人老

師、沈卓沛老師、陳啟文老師、李天來老師辛勤指導。 

六、 人文資優班參加臺北市 105年度中等以上學校服務學習榮獲學校團隊特優，感謝施小琴老師、黃琪老師、

蔡紫德老師、張馨仁秘書辛勤指導。 

七、 自然科學研究社參加臺北市 105年度中等以上學校服務學習獲學生團隊優等，感謝陳威宏老師辛勤指導。 

八、 典禮組服務隊參加臺北市 105 年度中等以上學校服務學習榮獲學生團隊甲等，感謝王淑貞老師辛勤指導。 

九、 語言研究社參加 105年度全國高級中等學校績優學生社團甄榮獲佳作，感謝藍郁婷老師、林佳萱老師辛勤

指導。 

 

一、 『教學組報告』 
(一) 「2017年第三十五屆全球華文學生文學獎」自 1月 1日至 3月 3 日中午一時止徵稿，歡迎同學踴躍投稿。 

(二)  本次徵文共分高中短篇小說組、高中散文組、高中新詩組、國中散文組、國中新詩組。詳情請見學校首頁

公告或上明道文藝網站(http://www.mingdao.edu.tw/culart/)查詢。 

二、 『設備組報告』 
(一) 科展初審送件(重要)： 

報名作品需繳交作品摘要紙本三份(各科不一(各科不一,數 3 份,物 3份,化 3份,生 3 份,地科 2份,應科 3

份)，於 105/ 12/ 14(三)至 105/ 12/ 16(五)內交到 科學館設備組，通過初審之名單於 106 年 1月 4日(三)  

前公佈於本校網頁。 

 
一、 『活動組報告』 

(一) 園遊會保證金退還/點券兌款—班聯會將於 12/14（三）中午班代大會，一併辦理請各班班代務必參加。 

(二) 12 月班代大會—12 月 14日(三)12:30於閱覽室舉行，請各班班代準時出席。 

(三) 飢餓 24專題講座—12月 29日(四)第八節將進行飢餓 24 系列活動專題講座，請高一二各班於 16:20準

時至禮堂集合。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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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校園優惠票—有興趣購買師生，請於 12/13(二)12:20-12:50前往勵志長廊購買。本學期最後一次校園

優惠票，請務必把握！  

擺台時間 展覽名稱 展覽日期 展覽地點 原價 優惠價 

12/13(二) 

12:20-12:50 

勵志長廊 

皮克斯 30週年特展 105/11/11-106/2/12 國立歷史博物館 280 180 

杯緣子 105/12/24-106/2/12 三創生活園區 12樓 280 180 

小積木大冒險 105/12/23-106/4/4 中正紀念堂-中正藝廊 280 180 

魔法屋 105/12/17-106/3/12 
國立台灣科學教育館 

七樓西側特展區 
280 180 

二、 『社團報告』 

(一) 105學年度第 2學期轉社辦法將於 12/15(四)公告於學校網頁、莊敬一樓梯廳及各班班櫃，請有轉社意願

的同學自行留意。 

(二) 相關轉社時程如下，請同學留意： 

日期 項目 

12/15(四) 公告轉社人數限制【預估表】 

1/5(四) 最後一次社課 

1/3(二)-1/9(一)17:30 繳交轉社意願單 

1/19(四) 公告轉社人數限制【確定表】 

1/20(五)~1/25(三)24:00 開放選社系統選社 

2/14(二) 系統公告選社結果 

2/16(四) 第一次社課 

三、 『生輔組報告』 

(一) 依本校學生服務學習課程實施計畫：高一二學生毎人毎學期至少應服務滿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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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本學期預計於 106、

1/3(二)發下服務學習登錄表，請同學務必及早準備。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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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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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大考中心高三第 2次英聽測驗於 12/17(六)借用本校 30間教室擔任試場，將出借中山樓及自強樓所有普通

教室(一仁至一信、二仁至二敏)，並以二慧、二公為預備試場，閱覽室為試務中心，當日高三返校自習不

受影響。請這 32間高一、二班級同學協助於 12/16(五)放學前完成教室淨空及清潔，並預排 6x6 座位(多餘

課桌椅請整齊排於走廊)，以利總務處師長於第 8 節入內進行考場布置及播音測試。 

二、 大學學測訂於 106年 1 月 20、21日舉行，本校出借莊敬 3-5樓、中山 2-3樓及自強 2-3樓普通教室做為考

場，請高三同學於 1月初期末考結束後利用時間陸續淨空個人物品及清潔教室，以免 1/19休業式當日上午

全校大掃除時影響心情。援往例 1/19下午及學測兩日將開放逸仙樓高一教室供高三留校應試同學做為休息

室，屆時將由輔導室安排配對教室。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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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大學科系介紹： 

中央大學生命科學系說明會 

時間：12/16(五)中午 12:20~13:10 

地點：生涯資訊室 

三、 性別平等暨生命教育影展 

電影：高年級實習生 

日期：12/12(一)~14(三)中午 12:20-13:10 

地點：生涯資訊室 

備註：全程參與並於會後繳交心得並協助推廣者，可獲得公服時數 1小時 

四、 聖誕傳情，聖袋來囉！ 

活動內容： 

溫馨的耶誕節，輔導室小義工將化身為耶誕老公公，為您傳遞「聖袋」的祝福。欲購買聖袋者，可於 12/13(二)

前向各班輔導股長登記。聖袋將於 12/22(四)-23(五)發送給您想祝福的同學、學姊/妹或師長喔！ 

聖袋內容：甜蜜糖果、溫馨卡片及祝福小語，每份 30元。 

備註：購買繳費後領回溫馨卡片，寫完卡片請於 12/16(五)前繳回輔導室，以利製作聖袋。 

五、 創意愛心大募集 

內容：歡迎以各種方式排列出愛心，拍成照片，並將電子檔寄送至指定信箱。耶誕節前夕，大家的創意愛

心將會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出現在中山的校園裡喔！分享創意、分享愛！ 

電子信箱：shareloves2016@gmail.com (輔導室小義工)照片募集日期：即日起至 12/16(五)。 

 

一、 『服推組報告』 
(一)【赴日教育旅行】於今日 12/9 中午 12:20於視聽教室一舉行第一次大集合，通知單已發放，請自備午餐紙

筆，準時出席。 

(二)【住吉接待照片募集】募集活動至 12/9（五）放學為止，有意參加照片募集評比活動的同學務必把握時間

繳交照片。活動辦法已於上週發放至各班，亦公告於學生專區，請自行查閱。 

(三)【作家講座】12/16（五）11:20-13:10將於演藝廳舉辦作家賴以威講座，講題為「超展開數學約會」班級

報名表已於週四發放至各班班櫃，請圖資股長於 12/12（一）放學前繳回。（無人報名亦請導師簽名後繳交 

(四)【法國交流活動】與法國里爾蒙特貝魯學校合作計畫已於星期三發放至各班班櫃，請幹部務必張貼公告。電

子檔亦已公告於首頁學生專區置頂，請完成線上報名，並自行下載表件填寫，繳交至圖書館服務推廣組。

報名期限至 12/23（五）13:10 逾時不候。 

二、 『資訊組報告』 

(一)為配合教育局無線網路服務採購案施工，本周六、日(12/9-12/10)將於莊敬大樓三、四、五樓教室施工，

請同學勿將貴重物品留在教室。施工期間難免產生噪音，請來校自習的同學多體諒。 

 

一、 中山女高「50重聚」校友將於 12/16（五）蒞校辦理沙龍講座，歡迎有興趣的同學踴躍報名參加。 

時間：12/16（五）12:20-13:20 

地點：逸仙樓簡報室 

主題：在課業學習及工作生涯中，令我感受深刻的經驗 

講座：大法官 徐璧湖 校友 

報名表已放置到各班班級櫃，填妥後請務必於 12/14（三）12:30前交至學務處沙龍報名專箱。 

 

一、「線上訂餐系統」連線問題排解： 

(一)如果發生無法經由「學校首頁／Ｅ化校園／學校系統」，進入訂餐系統，但是網路正常。這個時候，只是

「學校首頁」主機掛掉而已。請連線到「臉書(FB)」，搜尋「中山女高合作社」粉絲專頁。在裡面搜尋「線

上訂餐系統」，就可以找到「線上訂餐系統」的連結。 

(二)如果「學校首頁」、網路都正常，但是「線上訂餐系統」出現錯誤訊息無法連線。這個時候，應該真的是

「線上訂餐系統」主機當掉了。請通知合作社。不過，因為「線上訂餐系統」跟合作社刷卡系統是相同

主機，所以，合作社阿姨應該也會發現！ 

二、學生證是同學在校內合作社消費的重要憑證。所以，如果學生證遺失，請務必通知合作社阿姨停卡，以

免遭其他人拾獲冒用。補辦正式學生證期間，會由合作社製發「粉紅色」「臨時卡」，但只能在合作社刷

卡消費。等到正式學生證製發後，請至合作社將「正式學生證」重新開卡，並繳回「粉紅色」「臨時卡」，

以免造成「正式學生證」與「臨時卡」衝突而無法使用！  

 

一、 重要宣導：同學若在捷運站、公車上或校園周邊遇到(看到)騷擾情形，應鼓起勇氣大聲呼叫或吹哨尋求

協助，要懂得保護自己、也保護她人；另外，如遇不明男子藉故搭訕時，不要理會，儘速往人群方向離

開，以維護自身的安全，有任何需要協助或幫忙事項，請至教官室反映或撥打校安專線 02-25090833，

教官室關心每位同學！ 

二、 交通隊招募：高一同學請注意，欲報名 105 學年度第 2學期交通服務隊同學，請找各班輔導教官或路凱

翔教官報名，預定於 12月 13 日(二)12:40(12:30 開始發號碼牌)於莊敬大樓二樓第一會議室實施「值勤

哨別選填」，12月 14日(三)12:40 於莊敬大樓二樓第一會議室實施「值勤前訓練」，12月 19日起見習，

12月 26日起實習，全程參與訓練、見習與實習者，核予本學期 8小時公服時數。 

三、禁菸宣導： 

(一) 衛生局公告「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轄 31 所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以下學校周邊人行道，自 105 年 12月 26

日起為全面禁止吸菸場所」，其他相關資訊請參閱學校網頁「最新消息」。 

(二) 衛生局公告「臺北市 932個公車站之 1,150 座公車候車亭，自 106 年 1月 1日起為全面禁止菸吸場所」。 

(三) 國教署舉辦「全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親師拒菸（含電子煙）、拒檳生活技能融入健康創意桌遊設計競賽活

動」，即日起至 105 年 12月 30 日止，請本校師生踴躍報名參賽，相關資訊請參閱學校網頁「最新消息」

或至教官室洽詢。 

輔導室 

圖書館 

秘書室 

合作社 

教官室 

總務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