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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高二班際羽球賽，感謝教師及同學們熱情參與，得獎班級名單如下: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第七名 第八名 

敬 愛 信 和 業 誠 敏 禮 

吳艾潔 

楊采芸 

尤品婷 

周書瑋 

張家綺 

江育珮 

蔡睿穎 

曾薇珊 

王云宣 

陳韶蔓 

陳彥安 

陳玟伶 

張子萱 

金天尹 

林  岫 

洪笠茹 

吳宜蓉 

陳若嵐 

陳霈渝 

陳資霈 

賴承琳 

黃沛婕 

杜苡甄 

倉菀瑜 

王雅嫺 

雷晴嵐 

周怡彤 

林采妮 

劉燕容 

李莊柔 

黃妤婷 

王翾幑 

林家佑 

李宇婕 

賴沛青 

徐嘉謙 

陳郁萱 

潘柏安 

張惟甄 

陳品蓁 

吳埶君 

徐子涵 

徐長鈺 

王奕婷 

陳彥薰 

任育萱 

曹瀞之 

朱家慧  

莊婷莉 

吳艾蓁 

陳怡蓁 

黃詩涵 

陳沚伶 

曾湘云 

宋映葦 

顏孟玄 

郭奕安 

廖晧雲 

簡辰倢 

楊喬絜 

陳誼庭 

 

 

一、 『註冊組報告』 

(一) 106學年度第 1學期減免學雜費申請日期為 106年 5月 15日(一)至 6月 2日(五)，

請於規定時間內辦理完畢。 

(二) 105學年度第 2學期高二轉組申請即日起至本年 5月 26日(五)下午 3:20止，轉組

申請表請至教務處註冊組領取，須於上述時限內完成申請表之家長、導師、輔導

老師簽章並繳交至註冊組，逾時不予受理。務必詳讀申請轉組說明，並審慎考慮

所選組別是否適合本身程度與興趣，亦必須與家長及師長充分討論，凡經編班確

定後不得更改。 

 
一、  『活動組報告』 

(一) 高一二週記抽查時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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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二

(5篇) 
05月 22日（一） 

10：00 

～ 

10：20 

05月 24日（三） 

10：00 

～ 

10：20 

05月 31日（三） 學務處 

高一

(5篇) 
05月 31日（三） 

10：00 

～ 

10：20 

06月 03日（六） 

10：00 

～ 

10：20 

06月 07日（三） 學務處 

(二) 禮堂封館—配合 6/1(四)畢業典禮，禮堂封館時間預計從 5/22(一)至 6/3(六)止。 

(三) 117屆畢業典禮—畢業典禮將於 6/1(四）下午 17:00舉行，畢業生請於 13:00 準

時在教室點名，並請於 17:20前至禮堂就位完畢。畢業生獲獎名單、畢業典禮相

關彩排時程及注意事項，將於近期公告於學校網頁並發放班櫃通知，請高三同學

留意。 

(四) 班代大會—6月份班代大會於 6/14（三）12:30 於閱覽室舉行，請各班班代務必

準時出席。 

(五) 班聯大會暨社團服務學習經驗分享—6/22（四）第八節綜合活動課辦理，請高一

高二學生準時前往禮堂聆聽。 

(六) 「中山女高 105年度領導人才暨服務學習營」—將於 7/6-7 (四)、 (五)舉行，

近期將發放相關報名訊息於各社社櫃及網頁，請高一社團要參加營隊的新任幹部

先預留時間。 

(七) 106學年度畢聯會籌組—近期將籌組 106年度畢聯會，待高二各班新任班代選出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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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X  
   高一二 

藝能科考試 

  6/5 X  O 
  高一禮堂 

芬蘭交流分享 
  6/7 X     6/9  O  高二禮堂 

  6/12 X    6/14 O  

全校操場感

恩頒獎，如遇

天雨則改至

6/16 

  6/16 X   

  6/19 X 考前一週   6/21 X 考前一週   6/23 X      考前一週 

  6/26 X 期末考週   6/29  X 期末考週    

6/1畢業典禮;6/28-6/29期末考;6/30休業式 

   105-2第 14週整潔競賽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高一  敬   誠  和、公 

高二  敬 孝  平 

高三  慧 敏 和 

   105-2第 14週紀律競賽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高一 禮 敬 和 

高二 廉 慧 平 

高三 禮 簡 義、博、公 

 
（十五） 日期：106.05.26 

學務處

榜 

行事曆 

教務處

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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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活動組將集合開會討論畢業紀念冊事宜，請高二各班新任班代留意。 

(八) 活動訊息公告—各類營隊、競賽等活動，皆公告於學校首頁學生專區，請同學留

意活動訊息公告。 

(九) 臺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 105學年度 117屆畢業典禮流程表： 

 

 

 

(十) 社團活動： 

1. 6/1(四)為畢業典禮，當天放學後校園不開放社團活動，請所有社團準時離校。 

2. 目前尚未收到旗槍社、數學研究社、地球科學研究社、大眾傳播社、康輔社、

炫音社及戲劇社的公服心得，請盡速將檔案寄至 stuclub232@gmail.com。 

3. 請各社團將幹部名單、幹部執掌電子檔寄至 stuclub232@gmail.com，並將已簽

署完成之幹部家長同意書收齊交至活動組。 

二、 『生輔組報告』 

(一) 高一二班長務必宣讀：6/1(三)高三畢業典禮，第 7節下課後高一高二可至高三學

姊教室歡送學姊，高一二教室樓層將於 16:40上鎖，高一二同學歡送學姊時務必

將書包及所需物品帶下樓，並於 16:40前離校，不開放觀禮。 

(二) 高三畢典當日全體同學 13:00在教室集合點名，受獎同學 13:20務必準時彩排。 

(三) 高三各班點名卡夾(紅色)副班長請於 6/1放學前交回學務處。 

(四) 高一二本學期德行評量成績表之服務學習時數登錄預定於 6月下旬前，提醒同學

注意時限。 

三、 『體育組報告』 

(一) 高二混合式 200公尺接力於 6月 8日(四)16:30準時比賽；高一蛙式 200公尺接

力於 6月 9日(五)11:30準時比賽。注意事項如下: 

1. 請參賽同學 11:20前先換好泳衣；戴泳帽及蛙鏡；事先做好熱身操並準時至泳

池集合點點名。 

2. 盥洗室只提供賽後沖身換回校服用，請勿使用沐浴乳及洗髮精。 

3. 鞋子請放置鞋櫃內，更換衣物請放置物櫃。 

4. 第一組準時於 11：30比賽，其餘組別請於集合點做操預備。 

5. 比賽分組表及規則相關提醒事項已放置體育組網頁上，請自行下載閱讀。 

 
一、   性別暨生命教育影展－我就要你好好的 

日期:106年 6月 5日(一)至 106年 6月 7日(三)中午 12:30-13:10; 

地點:莊敬大樓二樓生涯資訊室 

全程參與並完成心得學習單，協助宣導將給予公服時數一小時。歡迎同學踴躍報名! 

二、  10件出國前他們不告訴你的事 -學姐經驗分享座談會 

 出國讀書與文化衝擊是怎麼一回事？獨在他鄉為異客又有哪些好氣又好笑的秘辛？ 

 114屆中山畢業的庭翊學姐目前就讀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大四一年移居印度於 NGO

實習，將與你分享『10件出國前他們不告訴你的事』！希望可以和有打算出國(不

管是留學、遊學、交換、或做海外志工、海外實習等)的學妹們一起分享和討論。 

 講座：張庭翊學姐(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國際發展學系);地點：生涯資訊室; 

 時間：6/8(四)中午 12:30-13:10 

 

時間 分鐘數 活動名稱 內容 

17:00-17:20  20 九又四分之三

月台 

學生入場 

17:20-17:30 10 教師、貴賓進場 

17:30-17:50 20 魔法降臨 校長、來賓致詞 

17:50-17:54 4 奇幻樂章 音創表演 1(致青春˙我們的歌) 

17:54-17:56 2 身歷奇境 開場影片 

17:56-18:01 5 夢遊仙境 串場 1 

18:01-18:11 10 榮耀加冕 頒獎（市長、議長、局長獎） 

18:11-18:15 4 森林之舞 串場 2  

18:15-18:25 10 聖光加持 頒獎（校長、家長會長、區長獎） 

18:25-18:30 5 彼得潘症候群 串場 3 

18:30-18:40 10 光芒加倍 頒獎（體育績優、蘭心蕙質、服

務熱心獎） 

18:40-19:05 25 時光倒流 班級影片 

19:05-19:10 5 恆星嘉許 頒獎（青年服務獎、全勤獎） 

19:10-19:14 4 紅色翻轉 串場 4 

19:14-19:34 20 有腳的書 老師影片 

19:34-19:41 7 星火指引 師長受禮 

19:41-19:46 5 最後祝福 在校、畢業生致詞 

19:46-19:49 3 法力認證 頒發畢業證書 

19:49-19:53 4 夢醒時分 串場 5 

19:53-19:58  5 閉幕影片 

19:58-20:01 3 鐘聲響起 快樂中山人+校歌 

20:01-20:04 3 餘音嫋嫋 音創表演 2(記˙念) 

20:04-20:10 6 午夜夢迴 謝幕(壹肆一一柒) 

輔導室 

mailto:stuclub232@gmail.com
mailto:stuclub232@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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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服推組報告』 

(一) 外交小尖兵學姊分享會將於 5/26（五）12:20-13:10於自強四樓視聽教室一舉行，

請有興趣的高一同學務必踴躍出席。 

(二) 外交小尖兵校內甄選報名將於 6/2（五）10:00截止，並於當日中午 12:20抽籤，

請有意報名的同學務必把握時間。 

(三) 參加教官室舉辦漆彈體驗的同學請務必於 5/31（三）上午 7:40之前準時抵達校

門口，請著長袖長褲制服，專車將於 7:45準時出發，逾時不候。 

     二、  『資訊組報告』 

   (一) 【楓科技】五月份已出刊，歡迎各位同學踴躍瀏覽並參加有獎徵答。 

(二) 【資訊推廣講座】「人生至少做一次創業家－22歲後的創業人生」講座已辦理完

畢，請友參加的同學將講座心得單於 6/2（五）放學前交至圖書館資訊組。 

 
一、 5/26(五)，熱食部定期消毒。當天營業時間至 16：20止。請同學注意配合。 

二、 高三同學，請注意： 

(一) 5/31(三)12:40後辦理退股、退儲值金並關閉線上訂餐系統功能。當天放學前，

將拜託各班畢籌會代表協助簽領全班同學股金及儲值金。 

(二) 畢業後，如來校自習，且每天繼續至合作社消費、用餐的同學，請跟合作社阿姨

借用「畢業生臨時卡」儲值使用，並於 6/29(四)中午合作社結束本學期營業前，

繳回儲值卡並退還卡內餘額。且「畢業生臨時卡」沒有學生證的記名效用，遺失

後餘額無法停卡，請務必妥善保管。 

三、  環保餐具使用現況說明： 

(一) 有利用線上訂餐並使用環保餐具的同學，請務必在 13：10以前，將環保餐具及便

當箱送回勵志長廊，以方便環保義工清點及廠商回收清洗。 

(二) 如無法在當天 13：10以前，將環保餐具送回勵志長廊者，也拜託在當天放學前將

環保餐具直接送到「熱食部快速取餐區」櫃檯，以便回收送廠商清洗。送回時，

不用清洗，但是務必將廚餘清除。如果已經隔了好幾天，則拜託沖洗一下！以免

嚇壞合作社阿姨們。 

(三) 106/5/10(三)盤點環保餐具。目前已有 295個便當盒不知所蹤！如果在班級或校

園各地有發現環保餐具，拜託務必送回合作社熱食部。否則，年度盤點時，合作

社為了賠償國家遺失的環保餐具，將導致明年的回饋金至少縮水五分之一(147元

*295個，合計 43,365元)！感謝大家幫忙。 

四、  6/3(六)為彈性上班上課日。線上訂餐系統要先輸入密碼「1234」後，再依流程訂餐。 

五、  因合作社已不再辦理校服販售，故自 106學年度起，停止辦理繡學號業務。 

 

一、 「106年度臺北市交通安全創意教學教材徵選活動」: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為研發優良

創意之交通安全教學教材供教師教學運用，期能鼓勵學生、家長參與交通安全教育

宣導活動，特別辦理徵選活動，相關細節請詳閱本校網頁「最新消息」公告 實施

計畫，尚有疑問請逕洽教官室詢問。 

二、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舉辦「106年反毒黑客松」活動，訂於 106年 5月 27~28

日（星期六、日），於 yourspace（臺北市光復南路 102號 3樓），活動相關資訊請

至參考 http://mohw.kktix.cc/events/hackath0n，請師長同學踴躍報名參加。 

三、 嚴禁「酒後駕車」宣導：酒後駕車是高危險性之交通行為，常常造成害人害己之憾

事，同學一定要提醒家長、親朋好友，養成「開車不喝酒，酒後不開車」的正確觀

念，希望大家珍惜自己生命安全，更要關懷他人生命安全！ 

四、 「金門縣 2017再戰英雄島全國漆彈比賽」自 106年 6月 09日至 11日止（共三天），

欲報名同學，請於 6月 1日前至教官室登記。 

教官室 

合作社 

圖書館 

http://mohw.kktix.cc/events/hackath0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