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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05學年度第 2學期校優良生當選名單  

班序 班級 姓  名 班序 班級 姓名 

101 一仁 蔡亮怡 205 二忠 諸葛玟辰 

103 一禮 謝孟吾 211 二誠 杜苡甄 

 
  

216 二群 梁雅映 

二、  口琴社參加 105學年度學生音樂比賽榮獲口琴四重奏優等，感謝陳賢銘老師、林媼 

彩老師辛勤指導。 

三、  弦樂社參加 105學年度學生音樂比賽榮獲弦樂四重奏特優，感謝劉妙紋老師、李佳

諭老師辛勤指導。 

四、  樂旗隊參加 105學年度學生音樂比賽榮獲行進管樂特優，感謝楊宇翰老師、陳安祐

老師、林佑民老師、黃允謙老師、辜千蓉老師、黃馨主主教、楊宏壬教官辛勤指導。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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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設備組報告』 

（一）教科書：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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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若同學仍未繳交或有其他原因(如助學貸款，ATM 信用卡按錯金錢者)請主動與

設備組聯絡。 

（二）北市科展重要時程： 

  4/7（五）公布通過入選名單；4/24(一) 參展作品說明板送展(送展地點：石牌國 

 中活動中心 3樓。)；4/26(三) 辦理入選作品初審；4/27(四)參展作品複審；5/6(六) 

 頒獎典禮(石牌國中活動中心 3樓舉行) 

（三）北市中等獎助計畫即日起~3/31(五)報名截止，設備組 4/5(三)需進行校內核章，

4/6(四)送件至承辦學校麗山高中。由於今年時程已比去年延後，主辦學校強調必

須按時繳件，沒有彈性！請要報名的高二同學提早因應，別因畢旅而延誤！相關

辦法已公布在本校網頁，請欲參賽師生自行瀏覽，留意相關時程與要繳交的資料。 

（四）台北科學日活動的工作坊時間：2017年 3/25(星期六)，請有意願參展的師生派員

出席。另外，6/4(日)為台北科學日歡迎本校師生共襄盛舉，地點在師大分部。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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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難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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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科學家大師演講 

       地點：莊敬大樓演藝廳 

       人數：可容納 270人 

 
一、  『活動組報告』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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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校內預購票：已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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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季晚會小義工招募－已於 3/17（五）發下通知，請各班班代協助轉達，並有意

願者請於 3/24（五）16:10之前交到班聯會社櫃。請大家踴躍報名! 

  105-4 第 4週整潔競賽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高一 義 忠 誠 

高二 平 和 業 

高三 誠 敏 樂 

   105-4第 4週紀律競賽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高一 忠 智 義 

高二 群 平 敏 

高三 慧 業 正 

 
（五） 日期：106.03.17 

學務處

教務處



 
2 

(三) 牛津大學皇后學院合唱團演出資訊－演出時間：3/31(五)13:30-20:30；演出地點：

師大附中中興堂（臺北市大安區信義路三段 143號）。請有意願參加者，於

3/23(四)13:20前至學務處活動組填寫資料。 

二、 『生輔組報告』 

(一) 高三同學請注意：第 1階段放榜後(3/17)，符合資格的同學才可至學務處領取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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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導師簽名並交至學務處，核准者攜帶紅色核章聯備查。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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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轉知市警局宣導:最近詐騙集團常以電話假冒警察、檢察官，說您個資遭到冒用，

涉及刑案，要監管您的帳戶；或假冒親友，聲稱有資金需求，請您幫忙匯款，都

是詐騙。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提醒您，接到涉及金錢的可疑電話，請立即撥打 165

查證，以保障自身財產安全。 

三、  『衛生組報告』 

(一) 衛生組團隊甄選： 

   1. 衛生糾察隊：整潔評分 

   2. 愛校服務隊：帶領愛校，協助衛生組各項任務 

   3. 環保餐具小義工：中午環保餐具回收 

目標對象：高一同學; 特質：不為公服，只為服務。 

報名地點：學務處衛生組; 截止日期：4/7(五)13：20前 

 
 因逸仙樓高一同學對工區飄出之異味(絕非工業毒氣)有疑慮，學校責成施工廠商於同學

放學後(17:10)及假日期間才能進行去漆作業，請對異味過敏或有疑慮之同學配合於放學

後儘速離開教室，並將門窗關閉，假日請勿進入逸仙樓，謝謝大家的體諒與配合。 

 
一、  高三申請入學活動-詳細場次表請上學校首頁最新消息查看！ 

日期 主題 主講人 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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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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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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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報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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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楓聆第 30期徵稿 

(一) 主題：我的幸福提案 

(二) 徵稿題目： 

   1. 幸福如是說：對你來說，什麼是幸福呢？或是生活中，可以怎樣增加幸福感？ 

   2. 感恩記錄簿：你心裡是否有想表達感恩的對象呢？歡迎趁此機會表達感謝！ 

   3. 讓愛傳出去：印象深刻的助人經驗，或是被人協助的經驗，分享體驗與省思。 

   4. 夢想起手式：說出來的夢想，更有被實踐的可能！你的夢想是什麼呢？ 

   5. 徵圖：符合上述題目的插畫或圖片，電腦或手繪皆可。 

(三) 截稿日期：04/14(五)截止，稿件請寄至 curryfishism@gmail.com 

稿費豐厚，歡迎踴躍投稿喔！ 

   
一、  『服推組報告』 

(一) 圖書館 2017赴日教育旅行心得展已佈展完畢，同時展出日本相關書籍，歡迎同學

前往觀覽，本次展期預計至三月底。 

(二) 全國中學生小論文競賽將於 3/31中午 12點上傳截止，有意參加比賽的同學請務

必提前一週上傳作品（以避免系統壅塞），並繳交切結書至圖書館借書櫃台。 

(三) 法國交流接待家庭說明會預計於 3/24(五)18:30~20:00於莊敬三樓閱覽室舉行，

請擔任接待家庭的同學及家長務必準時出席。當天為段考第二天，欲留校晚自習的

同學注意，自習地點改至選修教室三（三年廉班隔壁）。 

     二、  『資訊組報告』 

   (一) 參與北科大下學期資訊科學先修課程同學，請於本周 3/18(六) 09:30~12:30 至

北科宏裕科技大樓 12樓 1223室，有本學期第一次集體課程。 

輔導室 

圖書館 

總務處 

mailto:學號@m2.csghs.tp.edu.tw
https://sites.google.com/a/m2.csghs.tp.edu.tw/csghsguidance/
mailto:稿件請寄至curryfishism@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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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06年第一次 APCS大學程式設計先修檢測成績已可查詢，有報考的同學可上網查

 詢。 

(三) 自本月起，資訊組將於每個月出刊「楓科技—中山資訊報」，本期出刊日為 3/17

 （五），提供各位同學資訊科技的趨勢與相關知識，每期並附有獎徵答，歡迎各位

 同學多多瀏覽利用。 

 
一、 3/17(五)，合作社熱食部定期消毒。當天營業時間至下午 4 點 20 分。請同學配合。 

二、  3/24(五)，高一二期中考第二天，為本社冷飲部盤點日。當天，冷飲部營業至下午 1

點 20分止；請在停止營業前，完成加值。熱食部照常營業至下午 5點 30分止。 

三、 高三升學輔導參考書籍－指考落點分析，目前有二家出版社(大考通訊社、多元策圖

書資訊社)提供優惠價販售，純屬自由選購。銷售流程如下： 

(一) 3/20(一)下午放學前，由廠商提供樣書及訂購單放置於學務處外高三班櫃，並請

參考訂購單上說明，於期限前與廠商業務人員聯絡； 

(二) 3/27(一)中午 12點 20分至下午 1點 20分，廠商派人於勵志長廊繳費發書。 

(三) 合作社純屬聯繫服務，若錯過上述時間，請各班依訂購單上出版社業務聯絡訊息，

自行與廠商聯絡、確認。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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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菸害防制」法令宣導： 

(一) 菸害防制法第 12條第 1項：「未滿 18歲者，不得吸菸。」。 

(二) 菸害防制法第 28條第 1項：「違反第 12條第 1項規定者，應令其接受戒菸教育；

行為人未滿 18歲且未結婚者，並應令其父母或監護人使其到場。」；同條第 2項規

定：「無正當理由未依通知接受戒菸教育者，處新臺幣 2,000元以上 1萬元以下罰

鍰，並按次連續處罰；行為人未滿 18歲且未結婚者，處罰其父母或監護人。」 

(三) 菸害防制法第 13條第 1項：「任何人不得供應菸品予未滿 18歲者。」；第 29條規

定：「違反第 13條規定者，處新臺幣 1萬元以上 5 萬元以下罰鍰。」 

三、  中華民國汽車安全協會辦理「106年『安全夠正點』全國交通安全海報創作大賽」，

活動期間自 106年 3月 20日至 5月 2日止，最高獎金 2萬元，相關報名資訊已公告

於本校網站首頁，請同學踴躍報名參加。 

四、  交通安全宣導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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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聽音樂、閱讀書報等，並留心周圍交通狀況快步通過，以維自身安全。 

(二) 家長開車接送時，應於車上先行準備好個人攜帶物品，請家長將車輛於「家長接送

區」(嚴禁於紅線區臨時停車)暫停後，立即下車，避免造成交通壅塞及影響其他用

路人安全。 

(三) 家長駕駛汽(機)車接送，乘車前(後)座應繫妥安全帶，機車全程配戴安全帽，並提

 醒家長行車勿當低頭族且喝酒不開(騎)車，以維生命安全。 

(四) 騎乘自行車同學，請配戴自行車安全帽，注意煞車、車鈴、車燈及反光裝置等安全

 設置，夜間騎乘應開啟車燈，以維行車與用路人安全。 

五、  為推動全民國防教育，國防部於暑假期間辦理戰鬥營活動，並採「多元教學」與「寓

教於樂」方式，結合國防專業與軍事特色，以強化同學對國家整體安全重要性之認

知，有意願參加同學請至學校網站或教官室詢問相關報名事宜。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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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作社 

教官室 

http://www.cpu.edu.tw/files/501-1000-1005-1.php
https://www.tpa.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