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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2 第五週整潔競賽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高一 禮 樂 忠、誠 

高二 平 廉 業 

高三 誠 敏 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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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有很多科學活動及暑期營隊如：2017航天科技夏令營，「2017倫敦國際、青年科學論壇

（LIYSF）」甄選實施計畫、2017旺宏科學獎、106年-台北市『生活物理演示服務市民』物理

演示(國父紀念館-)、106年度智慧鐵人創意競賽……等，請想同學自行上本校網頁瀏覽。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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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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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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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各班學藝股長將報名表交至設備

組，如不夠填寫，請至設備組領取備用表單。 

時間 場次 主題 場地 人數 

4/29(六) 
上午場 

實驗操作(國際物理與化

學奧林匹亞實驗器材) 

物理實驗室（1、2） 

化學實驗室（1） 

每場 40人 

三場共計 120人。 

下午場 女科學家大師演講 莊敬大樓演藝廳 可容納 270人 

三、『特教組報告』 

  本校與「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者自立更生創業協會」合作舉辦特教宣導活動「生命浪漫

力量-認識肢障」，於 4月 7日(五)11:20-13:20邀請劉天富理事長(重度肢障者)來校分享其經歷，歡

迎同學於各班特教宣傳單上填寫報名表或是自行來特教組報名喔！ 

 

 

 

一、『活動組報告』 

(一) 中正國小志工隊－03.28（二）12:20於莊敬大樓 3F閱覽室召開召募說明會，請之前已報名的高

一同學，務必準時出席，逾時視同棄權！ 

(二) 各大展覽校優票－03.27（一）12:00～13:00於勵志長廊銷售票券，請有意購買之班級，由班代

攜帶登記表及現金至現場購票取票。 

(三) 高一合唱比賽領隊會議—請高一各班合唱比賽負責人，於 04/11(二)12:40準時前往禮堂，召開

合唱比賽領隊會議，務必派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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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校內一般票：高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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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一於 3/31(五)、高二於 4/5(三)中午 12:20～12:40交至學務處班聯會窗口，以利統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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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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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0～12:40交至學務處班聯會窗口，以利統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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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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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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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04月班代大會—04月 12日(三)12:30於閱覽室舉行，請各班班代準時出席。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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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X 清明連假 4/5 X  4/7 O 
高二禮堂 

繁星上榜分享 

4/10 O 

高一禮堂 

一廉女性科學

營分享、頒獎 

4/12 O 
全校操場 

(法國人參觀) 
4/14 O 

高二禮堂 

頒獎 

4/17 O 

高一禮堂 

一禮偏鄉服 

分享 

4/19 X 
高三模考 

前一週 
4/21 O 

高二禮堂 

繁星上榜分享 

4/24 O 
高一禮堂 

繁星上榜分享 
4/26 X 高三模擬考 4/28 O 

高二禮堂 

繁星上榜分享 

4/8 春晚 4/21 高一實彈射擊 

105-2 第五週秩序競賽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高一 忠 平 智 

高二 群 平 簡 

高三 正 義 簡 

 (六) 日期：106.03.24 

 

教務處 

 

榮譽榜 

 

學務處 

 

行事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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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輔組報告』 

(一) 提醒同學若到健康中心或輔導室務必告知副班長以知安全去向。在校內除公假外應正常到課不

可請假(除有健康中心證明單) ，外出需有外出單才准假。 

(二) 「兩公約」之定義： 兩公約是指『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

約』。二者乃重要之國際人權法典，其不僅為國際條約，並取得國際慣用法之地位，業成為人

權保障體系之普世價值及普世規範。 

(三) 兩公約宗旨及重要內涵：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包括前文及六個部分，共五十三條條

文，公約中所規定的權利內容，主要是世界人權宣言中所規定的「公民與政治權」以及「民族

自決權」。規定應受保護的人權主要包括：生命權、免於酷刑和不人道待遇的自由、免於奴役

和強迫勞動的自由、人身自由權、公平審判權、人格權、參政權、少數族群權等。「經濟社會

與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包括前文與五個部分，共三十一條條文，其主要內容除詳細規定世界人

權宣言的「經濟、社會與文化權」之外，同時亦進一步地確保「民族自決權」這項集體人權。

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有關人權的規定則有十條，其主要規範的內容包括：工作權、良

好工作環境、組織工會權、社會保障權、對於母親及兒童的特別保護、健康權、受教權、參與

文化生活及享受科學進步及其運用所產生利益的權利等。 

(四) 轉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反詐騙宣導：近期警察機關查獲詐騙集團常利用電話、Line訊息假冒親

友，以資金周轉、車禍生病急需用錢等理由，誘騙被害人匯款至指定帳戶，接獲可疑來電或訊

息，請向親友或「165」專線查證。提醒所有學生、家長及教職同仁防範上揭詐騙手法。 

三、 『體育組報告』 

(一) 中山雙棲‧越野鐵人活動邀請同學挑戰慢跑 20公里及游泳 2公里，慢跑建議每次以 1000公尺以

上，游泳建議每次以 400公尺以上為目標，規律執行，自行登記，期末認證後贈送限量運動束口

袋(螢光綠色)。 

(二) 游泳課間游泳將在 4/05至 06/16日開放! 逢上課日中午 12:20分至 13:20分(最慢 12:30分要進

場，12:55清場)，段考時不開放，請同學多加運用場館並自行調整作息時間。 

(三) 高一班際排球賽 4月 05日開始，請同學穿著夏季運動服或班服參賽，賽程表已放置體育組網頁，

請康樂留意賽程並提醒同學準時參加比賽。 

 

 

 

一、 高三申請入學面試心得分享 

  高三同學們大學面試完後，請留下面試題目及心得供學妹參考(甄試心得回饋表檔案掛在最

新消息中，歡迎打字 Email給老師)！妳的回饋善行，將會保佑妳考上理想大學喔！  

二、 高一文理組座談 

  為了協助高一同學瞭解文組與理組的讀書概況與類組學習特色，輔導室特別請到化學科陸

仲文老師及國文科李淑雲老師來為大家說明文理組的狀況，對於未來選組還未有明確方向的

你，這兩場講座可以幫助你進行選擇的評估及學習的準備唷！ 

主題 時間 場地 講師 

理組座談 3/29(三)中午 12:20~13:10 生涯資訊室 陸仲文 老師 

文組座談 3/30(四)中午 12:20~13:10 閱覽室 李淑雲 老師 

三、 性平講座 

主題 時間 場地 講師 

APP交友守則 4/6(四)中午 12:20~13:10 生涯資訊室 王靖雅 實習諮商心理師 

四、 指考方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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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需要的高三同學自

由報名參加！ 

主題 時間 場地 講師 

指考方程式 3/30(四)中午 12:20-13:10 生涯資訊室 劉世媛學姐(輔大醫學系) 

五、 楓聆第 30期徵稿 

主題：我的幸福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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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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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推廣組』 

(一) 全國學生小論文競賽將於 3/31(五)中午 12:00關閉上傳系統，請有意參加的同學務必於 3/27(一)

前上傳（尤其是高二），以免系統壅塞，影響個人權益。切結書最晚可於 4/5(三)繳交，逾期

將失去參賽資格。 

(二) 原定 4/21(五)之駱以軍講座，因講師身體不適需住院療養，故暫時取消，請同學見諒。 

二、 『資訊組』 

(一) 「楓科技—中山資訊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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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報路徑：學校首頁>圖書館網站>左側「楓科技—中山資訊報」 

本期內容：https://goo.gl/uOltu3 

(二) 近期校外資訊相關活動與競賽一覽，歡迎有興趣的同學報名參加。 

活動 日期 主辦單位 相關網站 

2017 年全民 e 化程

式設計競賽 

報名至 106/4/10 止 

作品上傳至 106/4/20 止 

嘉南藥理

大學 
http://www.testcenter.org.tw 

2017 年世界盃電腦

應用技能競賽 

即日起開始報名 

106/4/29 起舉辦各區賽 

台灣資訊

整合協會 
http://www.mos.org.tw/action.php 

 

 

 

 

一、 3/24(五)，高一二期中考第二天，為本社冷飲部盤點日。今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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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高三有購買「升學輔導參考書籍－指考落點分析」的同學，請在 3/27(一)中午 12 點 20 分至下午

1 點 20 分，以班級為單位，洽廠商領書、付款。 

三、 請同學在結帳或加值時，注意電腦螢幕是否正確顯示同學的姓名，以免發生款項誤扣、或將儲

值金並未存入的情形。若對於消費金額有疑問，也請於發生問題的當天，儘速至合作社查詢，以

方便找出問題並處理。 

四、 紀念小書包及多功能書包都已到貨，請有需要的同學，自行至合作社儲值購買。 

 

 

輔導室 

 

圖書館 

 

合作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