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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2第 7週整潔競賽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高一     忠     慧     業 高三   誠   敏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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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市科展注意事項：參賽北市科展的同學近期注意，審查通過入選名單 4/7(五)

公布初審結果。作品說明書入選的作品請於 4/7(五)12:00~4/20(四)17:10利用課

餘時間至設備組進行海報的列印。印一張海報大約 20分鐘。切勿擠在同一天並耽

誤送件時間。 

（二）北市中等獎助計畫：設備組已送件至承辦學校麗山高中。複審將於 106年 4月 30

日(日)進行，分書面審查及面談二階段，進行研究計畫之評審。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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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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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臺北醫學大學 2017 探索營：相關內容請參看學校網頁，由於此活動與本校 4/29

所辦理的高中女生科學教育巡訪活動撞期，同學可等到確定錄取北醫探索營後再

決定是否參加高中女科營。 

（五）106年-台北市『生活物理演示服務市民』物理演示(國父紀念館-)：本校團體報

名已完成，共 14位同學，還可再來設備組加報。參與活動的同學請於 4/8下午一

點十分，在國父紀念館中山公園噴水池西側廣場找王文志老師簽到(當天身著粉紅

色背心)，詳細內容請看學校網頁。 

（六）2017兩岸四地高校科學營本校還有一個名額，機會難得，請踴躍報名。 

 
一、  『活動組報告』 

(一) 高一合唱比賽領隊會議—請高一各班合唱比賽負責人，於 04/10(一)12:40準時前

往禮堂，召開合唱比賽領隊會議，務必派人參加。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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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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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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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4月 8日(六)為春季晚會，當日將於中午 12:10開始進行教學大樓淨空上鎖，請

同學們留意離校時間。 

(四) 畢業生獎項審查－本學年度畢業生獎項審查實施計畫暨表現傑出市長獎推薦說明

已公告於本校首頁，請高三同學留意繳件期限，有任何問題請洽學務處活動組。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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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高三週記抽查時程—請各班學藝股長提醒同學，務必依指定期限繳交。 

年級 送交導師 時間 送交學務處 時間 領回時間 地點 

高三(3篇) 04月 17日（一） 
10：00- 

10：20 
04月 19日（三） 

10：00- 

10：20 
04月 24日（一） 學務處 

(七) 社團活動公告－ 

(A) 請各社團文書組長請於 4/11(二)12:20 至莊敬三樓閱覽室集合，將說明社團

評鑑本製作事宜，若社團  無文書組長者，請派美學組長出席，若兩者皆無

法出席者，請社長代理。 

(B) 提醒各社團若有申請外校人員入校，務必於活動前上班日確認已取得蓋有活

動彰戳的活動核准單及入校人員名單。 

(C) 提醒有借用隔音教室 1、隔音教室 2、視聽教室 2務必於活動結束後將鑰匙歸

還至學務處，以免造成其他社團後續借用的不便。 

二、  『生輔組報告』 

(一) 提醒同學皮包、手機等貴重物品應隨時保管，勿任意放置教室桌上或操場週邊。 

(二) 依本校學生服務學習課程實施計畫高一高二學生每學期至少修習 8小時。高一高

二德行評量表之公服時數預計 6月初開始登錄，提醒同學注意時限。 

(三) 106.4.6日起，為確保學生進出校園安全，凡本校學生每日於 07:45後進入校園

者，均須配合於傳達室刷卡紀錄，確認到校時間，也利管制非本校人員進入，以

維師生安全。請各位師長同仁知悉、同學配合刷卡作業，共同維護校園安全!學生

如發現校園有任何異狀，請立即通知學校師長、教官處置。 

(四) 學生放學時如遇到陌生人騷擾，請立即打 110通知警察到場，並盡速到安全店家

尋求幫助，不要打草驚蛇讓陌生人發現已報警，免得陌生人逃跑，以利警方以現

行犯逮捕並記錄。 

 
（八） 日期：106.04.07 

學務處

教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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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體育組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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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進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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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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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全校 3對 3籃球賽及高二班際羽球賽報名時間於 4/13日中午 13時截止，4/14中

午 12:20假敏求軒抽籤。 

 
一、  繁星上榜學姐學習策略分享講座 

時間 分享者 地點 

  4/17(一)理組 

 12:20-13:10 

三業江品嫻(交大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三廉蘇 琪(台大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 

三信楊若筠(長庚醫學系)、三捷林昱慈(中國醫醫學系)、 

三慧賴厚耘(北醫醫學系) 

生涯資訊室 

（莊敬二樓） 

 4/25(二)文組 

 12:20-13:10 

三義史靜宜(政大法律系)、三愛莊智雅(台大中國文學系)、 

三愛梁毓茹(台大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 

生涯資訊室 

（莊敬二樓） 

二、  高三申請入學面試心得分享 

  提醒有參加模擬面試的同學，記得繳交一份完整的備審資料到輔導室留存。另外，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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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自殺守門人初階講座 

時間：4/18(二)中午 12:20~13:10;地點：生涯資訊室;講師：陳之懷 實習諮商心理師 

四、  楓聆第 30期徵稿 (稿費豐厚，歡迎踴躍投稿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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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四、  性平暨家庭教育書展 

時間:106年 4月 5日(三)至 4月 28日(五);地點:莊敬大樓二樓圖書館 

歡迎同學踴躍至圖書館參觀性平暨家庭教育主題書展! 

   

一、  『服推組報告』 

(一) 4/7-4/14法國里爾蒙特貝羅高中來訪交流，同學若在校園內遇見外籍師生，請友

善相待，把握難得的交流機會。 

(二)教官室提供 5/31漆彈體驗課程給圖書館小義工報名參加，請有興趣的義工至圖書

館櫃台領取家長同意書，並於 4/14（五）放學前繳交同意書至圖書館即完成報名。

名額僅有 40位，若超過將舉行抽籤。歡迎踴躍參加！ 

 
一、 代轉學務處生輔組通知－【校服得標廠商到校販售服務】－本學期(105學年度第 2

學期)每月第一週星期五。四月到校販售時間為： 04/07(五)，11:00-13:30；地點

在禮堂西側。請自備零錢，銀貨兩訖。 

二、 高三各班有購買大考通訊社之《106指考落點分析》的同學，如擬退書，煩請各班負

責同學於「4/7(五)中午 12點 40分前(逾時不候)」協助收書後送至合作社經理處，

以便通知廠商退書還款。 

三、 自即日(4/6)中午 12點 10分起，不再接受「報學號」方式消費，請務必攜帶學生證

刷卡。以免誤報或 key錯學號造成其他同學的困擾及合作社的損失！ 

四、 在結帳或加值時，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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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儲值金未存入的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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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在學校內部發現陌生可疑人員，應立即向身旁師長反映並同時向教官室回報，讓我

們共同維護校園安全！另外在搭乘捷運、公車或校園周邊遇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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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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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維護自身安全，有任何需要

協助或幫忙事項，請立即撥110報案或校安專線02-25090833，教官室關心每位同學！ 

二、 同學請家長辦理請假時，請撥打教官室請假專線，切勿佔用校安專線，避免緊急事

件無法即時聯繫，電話表如下：【請假專線】：02-25073148轉 292~295。 

【24小時校安專線】：02-2509-0833（請留給需要協助的同學使用）。 

三、  為推動全民國防教育，國防部於暑假期間辦理戰鬥營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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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4月 17日 08時起至 4月 28日 17時止，於「全民國防教育暑期戰鬥營報名

網站」（https://camp.gpwb.gov.tw）開放網路報名，有意願參加同學請至上述網站

自行報名並可至教官室詢問相關事宜。 

四、  台北市教育局辦理 106年樂儀旗舞觀摩表演活動，規劃 4月 23日(星期日)0930至

1530時於中正紀念堂民主大道及國家演藝廳前廣場，邀請本校、成功、北一女、建

中等 12所北市著名高中職樂、儀隊及海軍儀隊參加，請有興趣的師長與同學踴躍前

往觀賞。 

輔導室 

圖書館 

合作社 

教官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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