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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2第 1週紀律競賽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高一 敏 廉 業 

高二 平 廉 智 

高三 業 簡 樂 

 

一、 

二、 

一、  『實研組報告』 

（一）臺北歌德學院將於 4/5辦理 A1級青少年歌德檢定考試，有意報名的同學請至學

校或教務處首頁「學生專區」下載報名表格(公告標題：「2017年德語 A1檢定

考試」)，並於 3/10前備妥所需表格及證件、費用等資料，交至教務處實研組。 

（二）本學期週六預修大學第二外語專班將於 3/11(六)開始上課，上課同學可至學校

首頁【最新公告】下載本學期上課日程表。 

 

二、  『註冊組報告』 

校內、校外、民間及政府各項獎助學金資訊刋載於本校網站最新消息及教務處註冊組

獎助學金專區，歡迎同學上網參閱，請合於條件者踴躍申請！ 

三、  『設備組報告』 

（一）教科書： 

1. 請總務股長提醒同學，拿到繳款單後，檢查是否有誤；繳費時間至 3/3(五)止。 

2. 請總務股長於 3/10(五)中午前，按照座號收齊全班「學校存查聯」後， 

與教科書書款繳費一覽表一起繳回設備組。 

3. 各班若仍有書籍「缺漏」或「多書」的情況，請同學儘速與設備組聯繫或送回。 

本周設備組將餘書退還給書商。 

（二）校內科展： 

1. 3/7下午 13：20開始評自然科；3/8 下午 13：20開始評數學科，每件作品評 

15分鐘。 

2. 3/10(五)公告校內科展複審結果。 

3. 3/14(二)前請代表學校參賽同學準時將作品繳交到設備組，逾時不候。 

（三）北市中等獎助計畫即日起~3/16(三)報名截止，設備組 3/17(四)需進行校內核章， 

3/18(五)送件至承辦學校內湖高中。相關辦法陸續公布在本校網頁，請欲參賽師

生瀏覽相關時程。 

（四）科教館青少年培育計畫 3/3(五)~3/8(三)報名截止，請於 3/2(四)至設備組布告欄 

索取帳號，在自行線上報名，設備組 3/9(四)需進行校內核章，3/9(四)下午寄掛

號至科教館。相關辦法陸續公布在本校網頁，請欲參賽師生瀏覽並注意相關時程。 

（五）台北科學日活動活動辦法已公告，請同學上學校網頁瀏覽。 

（六）近期將公告中等科學獎助計畫的活動時程，有意願參與的師生請多留意。 

（七）本校於 4/29日(六)將舉辦高中女生科學教育活動(吳健雄基金會)，活動將分上午 

 場的實驗操作與下午場的大師演講，機會實屬難得，請同學留意設備組所公告的   

 報名辦法。 

四、  『特教組報告』 

轉知財團法人吳健雄學術基金會舉辦「2017 年第十屆台灣傑出女科學家獎暨新秀女科

學家頒獎典禮」 

（一）時間: 106年 3月 11日下午 2時至 4 時 

（二）地點:臺北市金融研訓中心 2樓菁業堂(臺北市羅斯福路 3段 62號) 

（三）請本校欲參加頒獎典禮之同學於 106年 3月 1日 17:00至教務處特教組報名，報

名名額 30名。 

 
一、  『活動組報告』 

(一) 班級家長座談會—3/4(六)上午將舉行班級家長座談會，當天活動流程如下：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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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X 高三模考 3/3 O 
高二禮堂 

(社團表演) 

 3/6 O 
全校操場 

(優良生發表) 
3/8 O 

全校操場 

(優良生發表) 

 

3/10 
O 

高二禮堂 

(反霸凌演講) 

3/13 X 考前一週 3/15 X 高三期中考 3/17 X 考前一週 

3/20 X 考試週 3/22 X 考試週 3/24 X 考試週 

3/27 O 
高一朝會 

(反性騷演講) 
3/29 X 高二畢旅 3/31 X 高二畢旅 

   
3/14-3/15 高三第一次期中考 

3/23-3/24 高一、二第一次期中考 

行事曆 

 
（二） 日期：106.02.24 

學務處

榜 

教務處

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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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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級家長座談會服務幹部確認單—請全校班長於 2/24(五)中午將服務幹部出席

確認單送回學務處訓育組。 

(三) 高一高二班優良生選舉—請各班於 2/24(五)班會課進行班級優良生推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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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班優良生拍照時間—3月 01 日(三)中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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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高一合唱比賽：比賽報名表已發放，請各班負責人務必於 3月 03日(五)上午 10:00

至學務處交報名表及進行上台序號抽籤。未到班級視同放棄，由活動組統一抽出。 

(六) 高二教育旅行表演節目資料及器材需求表—高二教育旅行晚會音樂及器材需求表，

請班代務必於 03/10(五)前中午前連同音樂繳交至訓育組。 

二、  『生輔組報告』 

(一) 本週五(2/24)班會進行各班品格楷模及優良生推舉。各班班長發放每位同學核心

品格實踐自評表先行自評，並根據核心品格實踐項目，推薦本班最符合核心品格

實踐項目者。學生自評表收回留供導師參考，班長統計推薦表，產生各班核心品

格實踐楷模一名(不與當學期班級優良生名單重覆)。各班品格楷模資料表請導師

簽章後於 3/1(三)中午前繳交。品格楷模學生照相時間預訂為 3/1（三）12：10。 

     (二) 再次提醒同學室外課應自行攜帶貴重物品並關閉班級門窗，經巡堂師長登記門窗

未關閉班級，扣班級紀律成績。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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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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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三申請入學活動 

場 日期 主題 主講人 地點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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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10(五) 

12:20-13:10 
小論文寫作講座 黃琪教師 生涯資訊室 

3 
3/17(五) 

11:20-13:00 
團體面試示範講座     易怡玲教師 演藝廳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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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本校新版升學資訊平台(Google協作平台)正式啟用囉!  

 本學期新版升學資訊平台已正式啟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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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轉知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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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資訊 http://ohstud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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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服推組報告』 

(一)【法國交流活動二次招募】本次招募兩位正取、三位備取，實施計畫及報名表已發

放各班，並上網公告至學校首頁學生專區，請有興趣的同學務必完成線上報名並準

備紙本報名資料，3/3中午 12:40前交至圖書館服務推廣組。甄選日期訂於

3/8(三)13:20，於圖書館討論室 A舉行。 

圖書館 

輔導室 

mailto:學號@m2.csghs.tp.edu.tw
https://sites.google.com/a/m2.csghs.tp.edu.tw/csghsguidance/
http://ohstud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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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5學年度姊妹市青年大使】相關校內甄選辦法已公告於學校首頁學生專區，圖

書館並於 3/8(三)中午 12:20於第一會議室舉行去年學姊參與之分享說明會，歡迎

同學自由參加。本次甄選報名至 3/9放學截止，於 3/13星期一中午在視聽教室一

舉辦甄選，歡迎有興趣的同學備妥報名資料繳交至圖書館服務推廣組。 

三、【圖書館國際交流義工】國際交流組義工將於 3/9中午於圖書館討論室Ａ舉行

面談（英文自介／中文問答），面談序號將於 3/2 公告於校首頁，請有報名的同學

務必上網確認。 

     二、  『資訊組報告』 

 (一) 106年度第一次大學程式設計先修（APCS）將於 3/4（六）檢測，檢測通知單也已

 經在官網開放查詢，請有報名參加的同學務必準時到場測驗。 

(二) 開學至今已即將邁入第三週，請圖資股長協助檢視班上資訊設備是否能夠正常使用，

  若有故障情形，請盡快上網報修。 

 
一、  為避免同學儲值卡中餘額不足，導致消費時無法付款，可以利用下列兩種方式查詢

餘額： 

(一) 同學可以利用合作社靠莊敬大樓側入口處的電腦查詢餘額。只要是在查詢畫面(就

是同學平常結帳時看到阿姨電腦上的畫面，不過顏色不同)，直接輸入「學號」，按

「Enter」，就可以看到個人餘額。 

(二) 利用班級電腦， 

1.在「線上訂餐」畫面→選擇「訂餐查詢」

後， 

2.將「查詢條件」改為「個人」， 

  

3.就會出現「查詢目前消費卡餘額」，再

輸入「學號」，「密碼」(個人身分證

後四碼)，然後按「查詢目前消費卡

餘額」，  

4.就會呈現同學目前帳戶中的餘額。 

  

二、  訂餐系統反應太遲頓，我只要訂一份但是顯現「十」份，怎麼辦？ 

答覆： 

(一) 拜託同學，可以直接在班級電腦或到合作社「餘額查詢電腦」線上「退訂」。因為，

如果你只是跑來跟阿姨說訂錯了，我們雖然可以先幫你消掉，但是其他「九」份的

額度，是沒有辦法再開放給其他同學訂餐的！ 

(二) 如何「取消、改變訂單」？ 

1.依照本來的程序登入訂餐系統。 2.輸入完班級密碼後，在原來「請選擇訂餐

方式」時，下拉出「個人訂餐」 

  

3.依螢幕指示輸入「學號」，「密碼」(個人

身分證後四碼)，然後按「確認」。 

4.就會進入下面畫面。請選修「取消今日訂

單」。(注意，一樣要在 10:25前完成) 

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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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接著就會出現「今日訂購項目」。勾選取

消，並按「確認取消訂單」。 

6.大功告成。之後的畫面，按「取消」後，

就會再回到「訂餐系統」。 

  

 

二、 「紀念小書包」已經到貨，歡迎同學到合作社購買。「多功能書包」(後背包)預定 3 

  月中以後會到貨。也會利用楓城紀事公告。 

  
一、 重要安全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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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專車資訊： 

因應客運公司班次調整，各專車發車時間(路線不變)已公布於本校網站首頁「學生

專車資訊 」，請注意搭車時間，避免影響上放學，若有疑慮請至教官室反映詢問。 

三、 陸、海、空軍軍官學校、國防大學(理工、政戰、管理學院)、中科院代訓生或國防 

醫學院，報考重要注意事項： 

（一）3月 1日(三)前完成體檢(網址 http://rdrc.mnd.gov.tw/rdrc/index.aspx)，至 

「國軍人才招募中心」登錄智力測驗檢測(網址

http://rdrc.mnd.gov.tw/rdrc/index.aspx)。 

（二） 體檢及智力測驗合格人員，請依照民國 106年軍事學校正期班甄選入學招生簡 

章，備妥學校推薦及個人申請相關資料，於 3月 1日(三)至 3月 13日(一)止(逾期

不候)，將資料送至教官室統一寄送或自行線上網路報名。 

（三）若有報考軍校相關疑問，請於課餘時間至教官室詢問或電洽(02)2507-3148轉 

291-295，將由專人為您解答。 

四、 「106年度國防部營區開放」共計 4場次，分別於 9月 2日（六)臺中成功嶺營區、7

月 15日(六)高雄左營基地、8月 12日(六)高雄岡山空軍官校及 11月 25日(六)新竹

空軍基地辦理。相關活動訊息公布於國防部「政戰資訊服務網」（http：

//gpwd.mnd.gov.tw）、「全民國防教育網」（http：//aode.mnd.gov.tw）及「全民國

防臉書專頁」。 

五、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公告「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周邊人行道，自 106年 4月 1日起為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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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址:http://health.gov.taipei)。 

教官室 

http://203.68.236.6/fdownload/fdlist.asp?id=%7b3BDF69CB-F40C-4027-B3B4-DD7AD1B2A48A%7d
http://203.68.236.6/fdownload/fdlist.asp?id=%7b3BDF69CB-F40C-4027-B3B4-DD7AD1B2A48A%7d
http://rdrc.mnd.gov.tw/rdrc/index.aspx
http://rdrc.mnd.gov.tw/rdrc/index.aspx
http://gpwd.mnd.gov.tw/
http://aode.mnd.gov.tw/
http://health.gov.taipe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