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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合唱團參加 105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榮獲女聲合唱特優第三，感謝巫怡人老師、    

沈卓沛老師、王瑞琴老師、陳小玲老師、陳啟文老師、李天來老師辛勤指導。 

二、 弦樂團參加 105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榮獲弦樂合奏 A組特優第一，感謝劉妙紋老

師、李佳諭老師辛勤指導。 

三、 管樂社參加 105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榮獲銅管五重奏甲等，感謝林佑民老師、楊

宇翰老師辛勤指導。 

四、 國樂團參加 105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榮獲室內絲竹樂優等，感謝李佳馨老師、陳

藝驊老師、周星瑋老師辛勤指導。 

 

 

 

一、  『教學組報告』 

為提升本校同學晚間留校自習效果，並為同學提供學科諮詢的管道，舉辦晚自習課業

諮詢之點燈計畫(詳細計畫與實施方式請上本校網頁最新消息查詢)。因高三適逢大考，

以高三學姐諮詢需求優先。高三同學優先登記，高一二同學開放未登記時段當場詢問。

點燈教室為莊敬大樓一樓資源教室(學務處對面)。輪值教師與科目如下： 

星期 二 四 五 

科目 英文  數學 化學 物理  生物 

老師 林芳伃 陳穎君 何采軒 陳鈞彥 
 何承紋 

陳家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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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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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0前將所有選票及統計表送回，逾期以廢票記。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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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0前連同音樂繳交至活動組高靜瑜老師。 

(三) 高一合唱比賽：合唱比賽各班禮堂排練時間及比賽順序將於近日公告，請高一各

班負責人留意學校網頁及班櫃；若排練時間有問題，請各班自行協調。 

(四) 春季晚會售票事宜—4/8(六)將舉辦「中山女高 2017跨校公益流行藝術晚會─藍

圖 Conceiver」我們邀請了陳芳語 Kimberley、許凱皓等時下流行藝人一同狂歡，

尚有兩組藝人未公布，請大家持續關注「中山女高春季晚會」粉絲專頁 ！預購門

票還會附贈精美的「藍圖紀念徽章」，數量有限，歡迎同學踴躍訂購！ 

 

 

  105-3 第 3週整潔競賽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高一 誠 敬 義 

高二 義 仁 忠 

高三 敬 樂 公 

   105-3第 3週紀律競賽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高一 忠 愛 和 

高二 捷 平 廉 

高三 捷 簡 禮 

 
（四） 日期：106.03.10 

學務處

榜 

教務處

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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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校內預購票：將於 3/13(一)發下訂票統計單，高一、高二校內預購票 100 元，

每人限購一張，當日請憑學生證、校內票及兩張發票入場。班級團訂請各班班

代將訂票統計單連同現金收齊後，於 3/16(四)、3/17(五)中午 12:20至 12:40

交至學務處班聯會窗口，以利統計，謝謝。 

2. 校內一般票：高一、高二同學若欲加訂，將於 3/27(一)發下訂票統計單，每張

預購價 150元，不限定張數，當日憑票券及兩張發票入場。班級團訂請各班班

代將訂票統計單連同現金收齊後，高一於 3/31(五)、高二於 4/5(三)中午 12:20

至 12:40 交至學務處班聯會窗口，以利統計，謝謝。 

3. 高三優待票：高三同學於 4/8(六)舞會當日憑學生證及兩張發票入場即可。若

有意願個別購買「藍圖紀念徽章」，將於 3/13(一)發下紀念品統計單，每份 40

元，請各班班代將紀念品統計單連同現金收齊後，於 3/17(五)中午 12:20 至

12:40 交至學務處班聯會窗口，以利統計，謝謝。 

4. 校外售票：3/27(一)~4/7(五)17:20~18:30 將於中山女高傳達室前販售，每張

150元，當日憑票券及兩張發票入場。 

5. 現場購票：4/8(六)舞會當天 16:00~19:30 將於中山女高校門口販售，每張 200

元，入場請務必攜帶兩張發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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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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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防制霸凌申訴專線:02-25090833(校安專線) 

   本校防制霸凌信箱:mili@m2.csghs.tp.edu.tw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防制霸凌申訴專線:1999轉 6444 

(三) 反詐騙宣導: 

  請同學網路購物時注意，詐騙分子會電話連絡你因公司會員作業疏失，請問你是

否要取消會員身分，否則每月要繳 300月費，如要取消，請至附近銀行或郵局 ATM

做設定解除。請同學聽到此就掛斷電話，以免落入陷阱，並打 165詐騙專線回報。 

(四) 小心防範 LINE詐騙訊息; 

 詐騙案例 

 本市何小姐在 LINE上收到朋友訊息，稱手機故障請她代收購物簡訊，提供手機號

碼、身分證號碼等資料，並回傳認證碼簡訊。何小姐誤以為訊息真的是朋友發出，

就依指示照做，待收到電信公司小額付款交易確認訊息後才驚覺被騙，損失 1000

元。另一位吳先生亦在 LINE上收到訊息，內容是：「吳○○嗎，老同學來看我現

在的照片能想起來我是誰嗎^^安卓手機看 http://photo.appphoto.net/」，吳先生

依指示下載程式後，就收到電信公司小額付款的通知簡訊，損失 6000元。 

 詐騙流程 

 

 

 

 

 

 

 

 

 

 

 

防範之道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提醒您，詐騙集團常使用 LINE假冒親友傳訊，請您提供個人資料並 

代收簡訊、回傳認證碼，或誘騙您點選不明連結、下載不明程式，再利用手機小額付款 

功能詐財。為保障 LINE的使用安全，建議您在 LINE的隱私設定中開啟「阻擋訊息」功 

能，讓非好友的用戶無法傳訊給您。若收到不明簡訊及連結應先向親友查證，不要隨便 

提供個人資料、小額付款認證碼或下載不明程式，也可以向電信公司取消小額付款功 

能，以免落入手機詐騙的圈套。 

三、  『體育組報告』 

(一) 高三游泳能力 50公尺通過證書已放置班櫃。 

(二) 3/6高三體適能獎章有需要提出證明者，請自行上教育部體適能網站下載列印後

 再至體育組核章。 

 
一、  高三申請入學活動 

場 日期 主題 主講人 地點 

1 
3/17(五) 

11:20-13:00 
團體面試示範講座       易怡玲教師 演藝廳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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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輔導室 

收到小額付款認證碼簡訊，將認證

碼告知對方或直接由手機回傳認證

簡訊。 

假冒親友傳訊息，以手機故障、沒

電等理由請您告知手機號碼、身分

證號碼等資料。 

歹徒入侵網路社群軟體（如 facebook、LINE 等）。 

假冒親友傳訊息，附上不

明連結。 

點下連結，下載程式後，

木馬病毒入侵，攔截小額

付款認證碼。 

歹徒利用小額付款功能詐騙得逞，費用於手機帳單中顯示。 

mailto:學號@m2.csghs.tp.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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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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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平講座 

「APP交友守則」講座;時間：4/6(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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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指考方程式 

輔導室邀請去年學測失利，指考應屆考上醫學系的學姊回校分享，如何調適心情，專

心投入指考的讀書方法與準備策略，歡迎有需要的高三同學踴躍報名參加!! 

  時間:106年 3月 30日(四)12:20-13:10;地點:生涯資訊室 

  主講人:劉世媛學姐(輔大醫學系) 

   
一、  『服推組報告』 

(一) 圖書館於三月份辦理【閱讀日本－－書展暨赴日教育旅行成果展】，預計展至三

月底，歡迎有興趣的同學前往圖書館閱覽。 

(二) 本年度臺北市議會姊妹市青年大使校內甄選於 3/13(一)中午舉行，請報名的同學

務必於 12:20準時到自強樓四樓視聽教室一報到。 

(三) 參加本學期全國讀書心得比賽的同學請務必於 3/10(五)前將作品上傳完畢並繳交

切結書，否則即使通過國文老師推薦，都將失去參賽資格。上傳有任何問題請逕洽

圖書館服務推廣組詢問。 

(四) 欲參加本學期全國學生小論文比賽的同學請務必於 3/27(一)前上傳作品，並繳交

切結書至圖書館，以免系統壅塞失去競賽資格。 

     二、  『資訊組報告』 

   (一) 北科大下學期資訊科學先修課程內容已確定，報名至 3/13（一）止，請有興趣的

 同學至學校首頁查看。 

  (二) 請高一二尚未進行資訊素養與倫理議題的班級盡快安排時間進行討論，並請圖資

  股長於 3/13（一）放學前將學習單交至圖書館資訊組。 

 
一、  本月班代大會提問回覆： 

(一) Ｑ1：因逸仙樓距離合作社有些距離，造成同學往返時間超過下課 10分鐘。請於

   逸仙樓提供學生證加值服務。 

   Ａ1：是下課時間都是合作社現場最忙亂的時間，如在逸仙樓增設加值點，對 

   於合作社的人力成本及儲值系統控管都會是新的問題。其實，同學可以利用

   每天早上 6：40至 8：10第一節上課前；10：00至 10：20以及中午 12：00

   至 12：40、1：00至 1：20的時段，這些是超過 10分鐘可以來回的時間。 

(二) Ｑ2：合作社增設熱飲或微波爐。(歷年天氣較寒冷時，皆有同學提問。已於 105-1，

  10月班代大會回覆。)  

   Ａ2：為何不販售熱飲？ 

   1.保溫櫃是高耗電設備，且合作社並非全天營業，每天上班開啟、下班關閉

    保溫櫃電源，保溫櫃中飲品重複復熱也會增加保溫櫃中飲品變質的風險。 

   2.其次，微波爐有使用上的安全疑慮，且冷飲部內空間有限，下課時間結帳

    同學眾多，阿姨也無法控管微波爐使用。 

   3.同學可將牛奶等飲品放在室溫下讓它回溫；或另外用容器盛裝熱水後，將

    飲品放入其中隔水加熱較為安全。 

二、  對於與合作社營運有關的疑問或建議，歡迎利用合作社粉專

(https://www.facebook.com/ZSGHCOOP/)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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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鑒於新興混合式毒品逐漸在年輕族群間流行，有關此類毒品除有精美包裝之特徵，

易降低施用者對於毒品的警戒外，新興混合式毒品多為第三、四級毒品與精神藥物

之隨機混合，其危險性乃至致死率更難以預估，請同學切勿接受陌生人提供之食物

及飲料，以免誤食毒品。 

三、 106年軍事學校及中央警察大學（專科學校），報考注意事項：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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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至 3月 13日(星期一)

 止(逾期不候)，請報名同學注意相關時程。 

 （二）中央警察大學報名資訊網路報名系統開放時間：106年 3月 1日上午 9時至 106

 年 3月 22日 17時止（http://www.cpu.edu.tw/files/501-1000-1005-1.php）；臺

 灣警察專科學校報名資訊網路報名系統開放時間：106年 3月 20日上午 0時至 106

 年 3月 29日 18時止（https://www.tpa.edu.tw/）。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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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教官室 

合作社 

圖書館 

https://sites.google.com/a/m2.csghs.tp.edu.tw/csghsguidance/
https://www.facebook.com/ZSGHCOOP/
http://www.cpu.edu.tw/files/501-1000-1005-1.php
https://www.tpa.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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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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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圖在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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