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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活教育競賽 

107-1第 3週紀律競賽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高一 敏 愛 禮 

高二 簡 業 和 

高三 禮 信 正 

 

 

 

 

一、『註冊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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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107校內數理與資訊能力競賽決賽成績將於 9/21(五)或 9/24(一)公告於學校網站上。 

獎勵：   

科目 一等獎 二等獎 三等獎 佳作 獎勵 

數學科 1~2名 1~2名 1~3名 若干 一等獎：每名獲頒獎狀一幀 

        及圖書禮券 300元 

二等獎：每名獲頒獎狀一幀 

        及圖書禮券 200元 

三等獎：每名獲頒獎狀一幀 

        及圖書禮券 100元 

佳作：每名獲頒獎狀一幀 

物理科 1~2名 1~2名 1~3名 若干 

化學科 1~2名 1~2名 1~3名 若干 

生物科 1~2名 1~2名 1~3名 若干 

地球科學科 1~2名 1~2名 1~3名 若干 

資訊科 1~2名 1~2名 1~3名 若干 

(二) 前幾名同學經各科老師培訓後，將代表學校參加 11/11(日)的台北市數理科實驗能力競賽(資訊

科時間另訂)。 

 

 

 

一、『訓育組報告』 

(一)9/27（四）第八節課為高二班級活動，請高二各班同學配合導師安排。 

(二)請各社團總務幹部盡速至訓育組進行社團帳戶結清作業。 

(三)自強樓地下室社辦分配一覽表已公告於社團網頁，請各社團自行查詢；並於 9/27(四)12:10

進行大掃除及搬家，請有登記社辦之所有社團幹部準時出席。 

(四)社團幹部考試預計於 10/18(四)12:20-13:00 於禮堂舉行，請符合幹部資格之同學準時前往，

若因故無法出席者，請事先至訓育組請假。 

(五)班聯會公告— 

1. 楓之聆決賽確定於 12/7（五）晚上 18:00-20:00舉行，另外這週五 9/21將發放楓之聆參

賽辦法及報名表和器材表，並同步開放網路報名 歡迎各位同學參與。 

2. 9/25（二）將於校網及班聯會粉專公告校慶紀念品票選結果。 

(六)畢聯會公告— 

1. 畢冊封面及書殼徵稿延長至 9/28(五)放學 17:00，歡迎高三同學踴躍投稿，稿件請交給畢

聯會美編組組長（三愛何雅筑）。 

2. 畢業紀念品徵稿同步延長至 9/28(五)放學 17:00，仍可投稿之品項為帆布提袋、飲料提袋、

資料夾這三樣品項，稿件請交給畢聯會紀念品組組長（三敏李珮慈）。 

(七)高二高三班優良生選拔— 

1. 請各班 9/28 （五） 班會課前完成班優良生選拔；當選同學請於 9/28 (五)放學前填妥「班

級優良生代表資料表」交至學務處高靜瑜小姐，報名表電子檔可上網下載。 

2. 優良生宣傳說明會—10/1 (一) 12:10於莊敬大樓三樓閱覽室進行，請高二三各班優良生

務必出席。 

3. 班優良生拍照時間—請班優良生於 10/2（二）15：00至司令台集合拍照。 

4. 優良生選前說明會—10/15 (一) 12:10於莊敬大樓三樓閱覽室進行，請全校各班班長務必

出席。 

5. 優良事蹟發表—高三於 10/17（三）朝會進行、高二於 10/19（五）朝會進行，每位候選人

1分鐘，若遇雨將改為室內廣播。 

6. 校優良生投票—10/19 (五) 班會課至 14:00前(選票需在 14:10前送回學務處)截止。 

二、『生輔組報告』 

(一) 【賃居生】座談會 9/26(三) 12:10於莊敬大樓 3樓選修教室舉行，請賃居生同學準時與會。 

(二) 【提醒】每日晚間 18 時 30 分除晚自習教室、高三教室及已申請之活動外，校園淨空，請同

學勿逗留晚歸。 

(三) 【安全】非經許可，請勿擅自進入他人班級，也請各班留意，不在教室時，務必關閉門窗，

留意個人財物的保管。 

(四) 【反詐騙】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提醒您，詐騙集團常假冒公務機關、檢察官、警察要求監管帳

戶，或假冒親友請您協助匯款。接獲任何可疑來電，切勿依指示交付現金、存摺提款卡(密碼)

或匯款，請立即撥打 165專線查證。 

(五) 【反霸凌】如果妳或同學在學校被其他同學恐嚇、威脅、毆打或勒索，請主動向學校反映，

學校會幫助妳們解決，妳可以利用下列方式： 

1. 學校投訴信箱：stu234234@gmail.com 

2. 學校投訴電話：25090833 

3. 學校實體信箱：教官室前 

4. 教育局投訴電話：1999轉 6444 

5. 教育部 24小時免付費投訴電話：0800-200885 

三、『體育組報告』 

(一) 高一班排排場表將於 9/24日前放置各班班櫃，請各班遵循排場表。若當日該班沒有使用，

其餘班級才可使用。 

107-1第 3週整潔競賽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高一 禮、敬  平 

高二 和 博、信  

高三 禮 群 義 

（第四週） 日期：107.9.21 

學務處 

教務處 

榮譽榜 

mailto:stu234234@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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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衛生組報告』 

(一) 目前衛生組衛生糾察仍有空缺，歡迎高一、高二有意願者向衛生組報名。衛生糾察為第二社團，

評分時段:上午 7:50~8:10和下午大下課。期末將給予公服，表現優良者可獲嘉獎。 

(二) 高一二各班請盡量利用午休時間(12:30~12:50)倒資收，該時段有環保股長執勤為大家服務。 

(三) 請同學歸還環保碗時，務必交給小義工或是熱食部工作人員登記。 

(四) 高二、三暑假返校打掃尚未完成的同學，請於 9月底前補打掃完。 

 

 

 

 

一、9/22(六)因高壓電機房整修工程停電 1日，請同學勿到校活動。 

 

 

 

 

一、國外大學升學講座(9-10月份場次)： 

日期 國外大學名稱 地點 

9/26 (三) 立命館亞洲太平洋大學(APU) 

生涯資訊室 

(莊敬大樓 2F) 

10/1(一) 香港城市大學 

10/15(一) 日本京都大學 

10/30(二) 英國八校聯招(杜倫大學等) 

講座時間皆為中午 12:20-13:00，請於活動前三日完成線上報名。請報名的同學準時出席，可攜帶

午餐前來參加。 

二、牌卡或個別晤談服務預約： 

除了廣受歷屆學姊歡迎的職業興趣組合卡外，輔導室還有許多有趣的牌卡，歡迎體驗。針對想瞭解

的主題，例如學業、家庭、友情、愛情、生涯等，透過牌卡聽見內心的聲音！或有些小困擾想找人

討論，歡迎至輔導室預約！ 

 

 

 

 

 

 

 

 

 

 

 

 

 

 

 

 

 

一、『服務推廣組報告』 

(一) 中學生網站全國閱讀心得與小論文寫作比賽之資訊已公告於圖書館網站上，請欲參賽之同學

把握時程參加喔！ 

(二) 高一、高二接待住吉高校之報名表繳交截止時間為 9/28(五)12：30前，請各班圖資股長掌

握時間，勿延遲而導致班級同學損失權益。提醒：線上報名表要填寫完畢，並且繳回紙本報

名表，才算報名完成喔！ 

(三) 本學年的日語課開課囉！ 

日本語教室  

日期：周一~周五 

時間：12時～13時 

地點：圖書館辦公室小方桌(莊敬大樓 2F)(若人數較多時，將移至圖書館討論室) 

 

日本に興味がある方、熱烈歓迎！ 

歡迎對日本有興趣的同學參加! 

 

日本語の勉強、テスト、日本文化、恋愛、何でも OK。 

皆さん是非来てください。 

不論是想學習日文、日文考試、日本文化或是戀愛諮詢，什麼都可以，請大家一定要來~ 

 

お待ちしています。 

期待大家的參與唷~~  

 

日本語老師：圡岐頼子(國際交流基金 日語合作夥伴) 

(四) 其他最新之重要消息皆會公告於圖書館網頁，請同學養成習慣自行上網確認(若有附加檔

案，應點選逐一確認相關資訊)。 

二、資訊組 

(一) 請圖資股長務必撥空於班上宣達每週五發放的楓城紀事，避免疏漏通知訊息影響同學權益。 

(二) 大學程式設計先修檢測（APCS）將於 107年 10月 27日舉辦，報名時間自 107年 9月 10日

至 107年 09月 30日止，檢測詳細資訊請參考「大學程式設計先修檢測」官方網站

(https://apcs.csie.ntnu.edu.tw)。 

(三) 高一新生的校園 Google帳號已建置完成，有申請的同學請抽空登入並試試看是否能觀看本

校的升學資訊平臺，若有任何問題請洽圖書館資訊組。 

1. 帳號：學號@m2.csghs.tp.edu.tw 

2. 密碼：身分證字號（英文字母大寫） 

3. 登入方式：從 Google首頁右上方點選「登入」（請先登出其他 Google帳號） 

4. 升學平臺網址：https://sites.google.com/a/m2.csghs.tp.edu.tw/csghsguidance/ 

 

 

輔導室 

圖書館 

總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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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比賽 
甄選網頁 

 

 

 

一、107學年度第 1學期防震防災演練： 

(一) 演練期程： 

 

 

 

 

(二) 第二次演練缺失改進事項： 

1. 經教官糾正未積極配合疏散同學，已通知導師個別叮囑要求。 

2. 高一疏散集合動作最慢，煩請高一導師及授課老師多加叮囑要求。 

3. 煩請各授課教師要求同學積極配合廣播執行室內避難(趴下、掩護、穩住)與逃生疏散動作(書

包護頭迅速至操場集合點名)。 

二、重要事項宣導： 

搭乘大眾運輸工具時，如遇異常情況或陌生人藉故攀談，應不予理會盡速離開前往人群多的地方，

並第一時間向站務人員或司機反映，周遭同學應發揮互助團結精神，主動伸出援手幫助他人，共同

維護你我乘車安全。 

三、全民國防多元活動： 

(一)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自 9月 1日至 11月 30日舉辦『我與全民國防

～SHOW 出你的私藏照 』，同學將自己的全民國防主題相片分享

至活動頁面，並留言說明相片背景或故事即可參加抽獎，相關活

動說明請至學校網站學生專區查詢。 

(二) 國防部「107年全民國防教育海報甄選活動」，自 107年 7月 16

日起至 10月 1日截止報名，榮獲第一名最高可獲得 3萬元獎金，

詳情請掃描右側 QR-CODE瀏覽查詢，請同學踴躍報名參加。 

四、交通安全宣導：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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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家長開車接送時，同學應於車上先行準備好個人攜帶物品，應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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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107學年「交通安全」、「防災教育」、「反毒運動(防制藥物濫用)」、

「全民國防教育」、「防制校園霸凌」暨「性別平等教育」等 6 合一

海報比賽，請同學務必於 9月 28日前將作品繳交至教官室。 

六、高三同學適逢學測衝刺的關鍵時期，各年級同學應秉持互敬互重，共

同發揮同理心，於平(假)日任何時段行經逸仙樓周圍、內部或於戶外實施活動時，請務必相互提醒

放輕音量，提供高三同學最優質的讀書環境。 

 

 

 

 

 

 

一、 餐具回收： 

(一) 用餐後，請倒掉廚餘，不用清洗。 

(二) 12：30~13：00，高一同學以班級為單位、高二三可以個人為單位，將「班級便當箱」及環保

餐具(個人借用的環保餐具也可以併在班級便當箱)送回勵志長廊，由環保義工清點裝箱，以

便下午餐具清洗公司回收清洗。 

(三) 如果無法在 1點以前送回勵志長廊，請在下午 5點 30分以前，自行送回合作社熱食部自助餐

結帳櫃臺，並跟阿姨確認班級或個人姓名，以減少環保餐具遺失的責任。 

二、 實驗衣販售說明： 

(一) 高二、三理組及高一廉班的「實驗衣(每件 440 元)訂購單」及訂購費用，應於 9/21(五)中午

午休前送交合作社。團體訂購一年只辦理一次，請各班儘速送回訂單及費用，以免影響未來

實驗課時使用。請尚未送回訂單及費用的班級至遲在 9/26(三)午休前送交合作社。 

(二) 尺寸「Ｓ、Ｍ」由各班化學老師帶到班上讓同學套量。如需「Ｌ、ＸＬ」者，請利用早自習

及各節下課，至合作社套量試穿。 

三、 請同學注意！09/28(五)，為合作社每月定期消毒日，營業時間至 16：20止。 

四、 合作社相關說明(含線上訂餐系統使用手冊)，皆公告於臉書粉專

(https://www.facebook.com/ZSGHCOOP/)；熱食部菜單，也會在前一天下午公告在粉專

(https://www.facebook.com/ZSGHfood/)，請同學善加利用。 

演練時間 9月 21日 (星期五)  09:21 

演練地點 操 場 

演練對象 全校(高一、二、三) 

合作社 教官室 

Show私藏照 
活動網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