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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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二)進行物理、化學、生物、應科複審，地點在科學館各專科實驗室。 

 3/8(三)進行數學、地科複審。 

 3/9(四)統計各科評審結果。 

 3/10(五)公告校內科展複審結果。 

 3/14(二)線上報名北市科展。 

 3/15(三)進行校內核章。 

 3/16(四)送件(本校排定於 3/16(四)09：00 ~ 12：00並送件至石牌國中) 。 

 請代表學校參賽同學準時交件，逾時不候，以免耽誤全校整體送件時程。 

（三）北市中等獎助計畫內容即將公告，請欲參賽師生留意相關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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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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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科學日活動請有參加師生準備。 

兩次工作坊時間：2017年 3/11與 3/25(星期六) 

  6/4(日)台北科學日歡迎本校師生參加，地點在師大分部。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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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將分上下

  午兩場，請各位老師多多鼓勵本校學生參加，目標場場爆滿！ 

 1.上午場：實驗操作(國際物理與化學奧林匹亞實驗器材) 

   地點：物理實驗室（1、2）與化學實驗室（1），共計 3場實驗活動。 

   人數：每場 40人，共計 120人。 

 2.下午場：女科學家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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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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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優良生代表選舉—3/10(五)班會課舉行，各班班長請於10:00至學務處領選票；   

該日 14:20前將所有選票及統計表送回，逾期以廢票記。 

(三) 3月份班代大會—3/9(四)12:30於莊敬 3樓閱覽室辦理，請各班班代準時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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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務處繳交報名表及進行序號抽籤，未到班級視同放棄，將由活動組統一抽出。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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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組。 

(六)高一同學若想報名新加坡訪問團甄選，請於 3/6（一）13:10填妥報名表交回學務處。 

二、 『生輔組報告』 

(一) 高三同學請注意：第 1階段放榜後，符合資格有需求的同學才可至學務處領取準

備備審公假單(兩個半天，共 1天，校內)，由各班導師簽辦。其餘時間同學要整

理備審資料者應自行請事假回家準備，在校內除公假外不准事假，未到課者以曠

課登記。公假應於公假前親自指導師簽名並交至學務處，核准者攜帶紅色核章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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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查。(大學面試的公假請至教務處申請，校內模擬面試請找輔導室申請公假) 

     (二) 3月起，請同學依本校服儀規定穿著到校，違規者依規定登記，確維校園安全。 

(三) 避免一氧化碳中毒安全宣導: 

 

三、  『衛生組報告』 

杜絕禽流感，不接觸、不餵食、不野放禽鳥；禽鳥肉、蛋類要熟食；接觸禽鳥肉、蛋

類或排泄物，要用肥皂洗手；發燒請戴口罩速就醫。 

四、  『體育組報告』 

(一) 高一二水上高一班際排球賽報名至 3/09日截止，將於 3/10日中午 12:20敏求廣

 場進行抽籤，請各班代表準時參加。 

  (二) 3/6日前自行上教育部體適能網站查詢 105學年度體適能檢測成績，若有誤植，

 請自行通知體育組更正。特別提醒:逾期本組將無權限更正，事關同學權益，請務

 必在時間內完成檢查動作。 

 
 預計 3/4下午 3時至 6時復裝校內高壓變電總站於 1月中旬拆卸保養修復之設備，屆時

全校將停電約 3小時，為避免未提前關閉電器電源造成設備損壞，以及復電時造成用電

浪費，將於當日下午 2時 30分全校廣播，請同學關閉室內電源後返家，謝謝大家的配合。 

 
一、  大學科系介紹:  

(一) 清大附中山校友會返校宣傳講座 

 時間：3/7(二)中午 12:20~13:10 

 地點：演藝廳 

(二) 成大附中山校友會返校擺攤宣傳 

 擺攤時間：3/7(二)下午、3/10(五)整天 地點：勵志長廊(戶外區) 

 講座時間：3/10(五)中午 12:20~13:10  地點：演藝廳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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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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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青年就業領航計畫 

為鼓勵 18歲高中職畢業青年，更清楚自己未來的目標，教育部試辦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

帳戶方案。青年經過 2-3年探索，若想繼續升學，可利用體驗期間的資歷，申請進入大

學就讀；參加此職場體驗的學生，可在正式聘用的薪資之外，每月額外獲得由教育部與

勞動部共同提撥一萬元(時間最長為 3年)，這筆存下來的資金可以作為青年學子未來就

學、就業或創業的準備金。詳情請洽輔導室諮詢。 

   
一、  『服推組報告』 

(一)【姊妹市青年大使說明會】因應臺北市議會招募姊妹市青年大使計畫，圖書館邀請

兩位去年獲選的學姊辦理經驗分享會，時間是 3/8(三)12:20~13:00，地點為莊敬

大樓二樓第一會議室（校史室內），除提供甄選建議外，還有很多交流過程的分享。

通過甄選擔任青年大使的同學除接待姊妹市外國學生外，尚可由市議會公費出訪姊

妹市半個月，歡迎有志於國際交流的高一同學踴躍參加說明會。校內甄選日期為

3/13(一)。 

(二)【法國交流二次招募】招募期限為 3/3(五)12:40，請務必在此之前上網

https://goo.gl/68Gbxf報名，並繳交紙本報名表至圖書館服務推廣組，甄選日期

為 3/8(三)13:20，地點圖書館討論室 A。 

(三)【國際交流小義工甄選】序號已上網公告，面談時間為 3/9(四)12:20，地點圖書

館討論室 A。 

(四)【圖資股長輪值】本學期每日中午 12:40均有排圖資股長輪值，輪值表公告於圖書

館門口佈告欄，請圖資股長務必牢記並準時出席。缺席者將補輪值，圖書館並於期

末提供輪值紀錄給導師，作為幹部獎懲依據。 

     二、  『資訊組報告』 

圖書館 

輔導室 

總務處 

mailto:學號@m2.csghs.tp.edu.tw
https://sites.google.com/a/m2.csghs.tp.edu.tw/csghsguidance/
https://goo.gl/68Gbx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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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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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年度第一次大學程式設計先修（APCS）將於本週六（3/4）檢測，檢測通知單也已

 經在官網開放列印，請有報名參加的同學務必列印與攜帶通知單並準時到場測驗。 

  (二) 北科大下學期資訊科學先修課程內容已確定，本學期進行名方式與上學期略有不

  同，請有興趣的同學自行至學校首頁查看。 

 
一、  環保餐具回收前，請先倒掉廚餘，「不用清洗」，並分「班級便當箱」或「個人取餐」

依下列說明處理： 

(一)有抬回班級便當箱的同學，請在「中午 12點 40分至下午 1點」以前，以班級為單

位將「班級便當箱」及環保餐盒一併送回勵志長廊，由環保義工清點登記後送廠商

清洗。 

(二)沒有抬回班級便當箱的同學，請在「下午 1點」以前，送回勵志長廊給環保義工同

學登記；如果無法在「1點以前」送回勵志長廊的同學，請「直接送回合作社熱食

部」，並由熱食部阿姨登記後送廠商清洗。 

(三)不要不好意思送回來！吃完的便當放在班上也會滋生蒼蠅、蟑螂。麻煩只要看到是

我們合作社的環保餐盒，拜託請順手送回合作社。謝謝大家！ 

二、  多功能書包(後背包)已於 106/3/1(三)下午到貨。有需要的同學請至合作社加值購

買。 

三、  Ｑ：什麼時候賣制服、運動服？請參閱 105-2第一週楓城紀事(2/24出刊)。Ａ：服

裝廠商會在每月第一週週五 1100-1330固定在禮堂販售校服，請有需要的同學自行

至禮堂採購。二月份於 2/24(五)辦理。三月份，將在 3/3(五)辦理。學務處已於

3/1(三)，1312-1315時全校廣播通知。請同學務必把握時間。(本訊息也於 3/1下

午公告於中山女高合作社粉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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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學期間「家長接送車輛」停靠地點： 

因應上學期間家長接送車輛眾多，易致學校西側建國北路「家長接送區」交通壅塞，

另學校南側長安東路亦為紅線禁止臨時停車區，為維護學生安全「家長接送車輛」

建議停靠地點如下： 

（一）建國北路右側公車站前「家長接送區」。(如圖示○1 ) 

（二）建國北路高架橋下停車場(長安東路至朱崙路段)，自去(105)年 1月 1日起，週

 一至週五 0700-0735時，進出停車場之車輛可免費停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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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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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示○2 ) 

（三）經建國北路高架橋下迴轉道後，於建國北路(南向)路邊黃線區停靠。(如圖示○3  

（四）自朱崙街右轉，於長安東路二段 153巷內空停車格停靠。(如圖示○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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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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