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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語言研究社參加第十九屆菁英盃全國高中職辯論賽榮獲亞軍，感謝藍郁婷老師、林

佳萱老師辛勤指導，恭喜獲獎同學。 

 
一、『活動組報告』 

(一) 班級家長座談會服務幹部回條—3/4(六)上午將舉行班級家長座談會，「邀請函回 

 條請各班班長協助於 2/18(六)中午前收齊交予活動組。 

時間 活動名稱 主持人 活動內容 

09:00 － 

09:40 

校務報告 (本校

禮堂) 

吳麗卿校長 家長會及各

處室報告 

09:50 － 

12:00 

親師班級座談 

(各班教室) 

各班導師 親師座談 

(二) 高一高二班優良生選舉暨全校品德楷模選拔—請各班班長於 2/23(四)12:40 至莊  

 敬大樓 3樓閱覽室集合。2/24(五)班會課進行班級優良生及品德楷模推選；班優 

 良生個人資料表請於 2/24(五)放學前交予學務處高靜瑜老師。候選人選舉說明會  

 將於 2/24(五)12:30於莊敬大樓 3F閱覽室舉行，請各班班優良生務必出席；不克 

 出席由班長代理。 

(三) 班優良生拍照時間—3月 01 日(三)10:00 於司令台進行，請各班優良學生代表務 

 必著整齊制服，準時前往。 

(四) 高二教育旅行繳費—尚未繳費同學，請於 02/18(六)中午前，盡速前往出納組繳  

 納費用及收據。 

二、『學生社團事務』 

(一) 社團教室教室分配已公告於學校網頁學生專區，第二堂社課起部分社團將略為調  

 整，請同學多加留意網站資訊。 

(二) 2/20(一)12:20將於莊敬樓三樓招開 2月份社長大會，請各社團社長及活動組長長 

 準時出席，未能出席者請派員代理。 

(三) 有報名參加全國音樂比賽的社團，務必於 2/22(三)24:00以前將參賽者名冊寄至 

 社團信箱(stuclub232@gmail.com)。 

三、『生輔組報告』 

(一) 目前目前生輔組協助辦理的清寒助學金如下，同學若有申請需求，請同學先讓導  

   師了解狀況，由導師及生輔組協助辦理： 

1.本校獎助學金：學生個人或家庭生活發生困難，確實有必要救助之本校在籍學生，

 請導師協助申請，將召開相關委員會討論協助。申請時間：依需要辦理。 

2. 財團法人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認助清寒學生基金會:申請時間依需要辦理。 

3. 財團法人臺灣學產基金會急難慰問金:辦理時間為事發 3個月內。 

     (二) 本校 105學年度品格楷模選拔活動。 

 本校將於 2/24(五)班會課時，辦理全校各班核心品格實踐楷模(品格楷模)選拔，由  

 各班導師指導學生根據核心品格實踐規準進行自評與互評，遴選一位品格楷模班級 

 代表接受頒獎表揚。品格楷模不與當學期優良學生名單重複。品格楷模選拔計畫及 

 流程已公告網頁(學生專區)，請同學可先做準備。 

(三) 本學期服儀廠商每月第一週週五 1100-1330固定會在禮堂販售制服，請有需要同 

 學自行到禮堂採購。二月份於 2/24(五)1100-1330販售。 

   四、『體育組報告』 

  (一) 高一二水上活動競賽規程已於 2/14日放置班櫃，請同學注意報名時間。 

  (二) 本學期校內賽事時程如下表： 

  1. 4/5（三）12:20高一班際排球賽 (採用先循環後淘汰制，3/9報名截止， 

    3/10抽籤) 

  2. 4/24（一）12:20全校 3對 3籃球賽 (採單淘汰，4/13報名截止，4/14抽籤) 

  3. 5/15（一）12:20高二班際羽球賽 (採單淘汰，4/13報名截止，4/14抽籤) 

  4. 6/8（四）16:20高二水上活動 (採用計時決賽，5/12報名截止，5/15抽籤) 

  5. 6/9（五）11:20高一水上活動 (採用計時決賽，5/12報名截止，5/15抽籤) 

  (三) 高一班排練習請依排定時間場地練習(1/22-4/17)，上課時間中不可有提前離開教

   室佔場練習，也請勿將球放至公眾場合影響他人。 

  (四)「中山雙棲  越野鐵人」，本學期推動第二期跑步 20公里及游泳 2公里，達成者有

  機會獲得限量 200份的螢光綠色運動束口袋，先達成者先至體育組認證領取，認證

  時間以 6月 01日至 6月 30日期間，請勿提前領取。請同學自行上教育部體育署體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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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O 
高一、二 

開學典禮 
2/15 X   2/17 O 

高二操場 

防震演練 

 2/20 O 
高一操場 

防震演練 
2/22 O 

全校操場 

防震演練 
 2/24  O 高二禮堂 

   2/13(一)07:30禮堂 高一、二開學典禮 

行事曆 

 
（一） 日期：106.02.17 

學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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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能網站-跑步大撲滿平臺登錄跑步距離，帳號為身份證字號，密碼為學號或座號；

  游泳將以公里數或於本校游泳系統登錄次數達 6次任一項即可，期末手機顯示慢跑

  及游泳電子紀錄至體育組認證即可。 

 
一、 大學科系介紹： 

  (一) 北醫中山校友會返校宣傳講座 

  時間：2/21(二)中午 12:20~13:10   地點：生涯資訊室 

  (二) 台灣清大中山校友會返校擺攤宣傳 

  時間：2/22(三)整天   地點：勵志長廊(戶外區) 

二、 高三申請入學活動 

場 日期 主題 主講人 地點 

1 
2/17(五) 

第三節 

學測後甄選入學 

學生說明會 

張靜怡老師 

林韋廷組長 
禮堂 

2 
2/17(五) 

18:30-20:30 

學測後甄選入學 

家長說明會 

吳佩蒨主任 

姜錢珠主任 
演藝廳 

3 
2/24(五) 

11:20-13:00 

備審資料準備及 

面試技巧講座-文理組 

臺大工商管理系 

朱文儀教授 
演藝廳 

4 
3/6(一) 

12:20-13:10 

備審資料準備及 

面試技巧講座-理醫 

北醫醫學系 

吳瑞裕教授 
演藝廳 

5 
3/10(五) 

12:20-13:10 
小論文寫作講座 黃琪教師 生涯資訊室 

6 
3/17(五) 

11:20-13:00 
團體面試示範講座 易怡玲教師 演藝廳 

7 3/17-3/23 各學群模擬面試 
本校教師、 

大學任教之家長 

生涯資訊室、 

閱覽室、 

專科教室 

三、  本校新版升學資訊平台(Google協作平台)正式啟用囉! 登入方式： 

(一) 至 Google首頁登入 

 帳號：學號@m2.csghs.tp.edu.tw  

 密碼：身份證字號(首次登入須變更密碼) 

(二) 登入後連至中山首頁→左側「學生園地」之升學資訊→連至輔導室提供的新平台網  

 址(https://sites.google.com/a/m2.csghs.tp.edu.tw/csghsguidance/) 即可

 查詢。若無法登入，可能因未交同意書或當時勾選不同意，請來輔導室問張老師。 

四、  轉知資訊 (更多資訊 http://ohstudy.net) 

    超過一世紀的都柏林科技大學(Dubl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擁有歐洲的矽

    谷”之稱，為 IT產業的世界中心，學校提供的補助獎學金，積極幫助國際學生， 

    讓學生學無後顧之憂安心念書，就是希望將來能在職場上奠定好基礎。 

    台北場：2/25~2/26 台北世貿一館 2樓 13:00~18:00 

    高雄場：2/27 高雄新光三越左營店 10樓 13:00~18:00 

    台中場：2/28 台中金典酒店 10樓 14:00~19:00 

    新竹場：3/01 新竹芙洛麗大飯店 3樓 18:00~21:00" 

   
一、  『服推組報告』 

(一)臺北市 106學年度國際交換學生學習實施計畫及說明會資訊已公告於學校首頁學

生專區，有意參加的同學請務必參加 2/19於中崙高中舉行的說明會，並於 2/20放

學前繳交報名所需資料至圖書館服務推廣組。 

(二)重申圖書館內秩序規範，圖書館開放時間為 8:00至 17:50之間的課餘時間及中午、

放學時段，上課時間請勿在館逗留；入館禁止飲食、喧嘩、開會、討論，並嚴禁使

用圖書館內電腦進行課業以外的私人活動（如聊天、玩遊戲、看影片等）。 

 
一、  2/18(六)，為彈性上班上課日。線上訂餐系統要先輸入密碼「1234」後，再請依平

  常流程訂餐。 

二、 如果是學校首頁當機，無法透過首頁連結連上訂餐系統時，請試著看看網路是否正

  常，如果網路正常，請至臉書搜尋「合作社粉絲頁」，在粉絲頁的「活動」中有訂

  餐系統的連結。 

三、 多功能書包(後背包)、紀念小書包，會在 3月中以後到貨。貨到時會再透過楓城紀

  事公告。帆布書包，只有販售給新生，現場不再販售。 

  
一、  交通法規及安全事項宣導： 

（一）上學由家長開車接送時，同學應於車上先行準備好個人攜帶物品，請務必告  

     知家長將車輛於「家長接送區」暫停，嚴禁於紅線區臨時停車，車輛停妥後 

     應立即下車，嚴禁長期滯留車內，避免造成交通壅塞及影響用路人安全。 

（二）穿越馬路時，應遵行交通號誌及本校交通隊指揮，切勿行進間使用手機、閱讀書 

     報等，並行走於人行穿越道 (斑馬線）上，留心周圍交通狀況快步穿越，以維自   

     身安全。 

二、 衛生局公告「光華數位新天地」（地址：臺北市中正區市民大道 3段 8號）所屬 1

  樓周邊戶外區域，自 106年 3月 1日起，除吸菸區外為全面禁止吸菸場所，違反規

  定於上開禁菸場所吸菸者，將依菸害防制法第 31條第 1項規定，處新臺幣 2,000

  元以上 1萬元以下罰鍰。詳情請參閱臺北市政府衛生局網站 (網址: 

  http://health.gov.taipei)。 

三、 請有要報名軍校的同學記得至「國軍人才招募中心」網站預約體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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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有疑問的同學請至教官室諮詢報名體檢相關事宜。 

四、 3月 3日(五)1210時，莊敬大樓三樓選修 2、3教室，邀請本校畢業就讀警察大學 

  及警察專科學校之學姐返校說明學校簡介及未來就業相關訊息，請有興趣的高三同

  學攜帶午餐踴躍參加! 

輔導室 

圖書館 

合作社 

教官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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