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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 第 4 週整潔競賽  107-1 第 4 週紀律競賽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高一 敬 樂 平  高一 禮 敏 平 

高二 捷 簡 正  高二 捷 敬 和 

高三 信 禮 仁  高三 廉 簡 禮、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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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山女高「未來科學之星」，2019 年赴日國際科學營學生甄選計畫已公告，請有意願參加的同

學詳閱參賽辦法，107 年 10 月 1 日(一)中午 12：40 前，請繳交相關初選報名文件。  

(二) 請代表學校參加 107 北市數理、資訊能力競賽培訓的同學，記得填寫並完成公假同意表(請請假

的該節任課老師、導師及培訓指導老師簽名)，於 10 月 2 日(二)16:20 前繳回至設備組。 

(三) 107 校內科展報名時間為 10 月 22 日(一)～10 月 24 日(三)，請參加組別將報名表交至設備組。

註：二廉因北京參訪請於 10 月 17 日(三) 至 10 月 19 日(五)提前報名。 

 

 

 

 

一、『訓育組報告』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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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10/4(四)-101/12(五)為段考週，請暫停社團活動，違規者將酌扣社團評鑑成績。 

(三) 請尚未辦理社團帳戶結清作業之社團，盡速至學務處訓育組辦理。 

(四) 請尚未登記社團開戶的總務幹部，盡速至學務處訓育組登記，並於登記日期備齊文件至郵

局辦理開戶作業。 

(五) 自強樓社團辦公室分配一覽表已公告於社團網頁，請各社自行查詢，於輪值日期進行打掃。 

(六) 班聯會公告— 

1. 校慶紀念品決選結果已公布於校網以及班聯會粉專，歡迎同學們上網查看。 

2. 楓之聆初賽(10/28)報名至 9/28(五)（9/29 00:00 截止），以下是表單網址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LgLsAwbwkkJ4ZUne2RTc3lP28u3Gag7BMwV

qdlC5Kfp7UKQ/viewform，歡迎同學們踴躍報名，名單將於 9/30（日）公告於校網及中山

班聯粉絲專頁。 

請報名成功的楓之聆參賽者 10/1 中午 12：10 至多功能教室一進行順序抽籤。 

3. 10/2(二)、10/3(三)中午將在學務處前班聯會窗口收取楓之聆報名保證金。 

4. How's ZSGH app 已全數開通完畢，帳密的邏輯是：帳號：學號@zsgh.tp.edu.tw。 

密碼：zsgh+學號。如同學有無法登入或其他問題請告知班代，並請班代於班代群反映。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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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可投稿之項目為帆布提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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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紀念品

投稿可一稿多投，不限單一品項。 

3. 畢冊班級頁下次收稿時間為 10/29，請高三各班注意。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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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搭乘莊敬大樓電梯時因空間狹小，請勿大聲談笑，應暫停或低聲交談；另注意搭

乘人數限制，安全第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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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源，並留意個人財物的保管，課間巡堂時若發現班級未依規定關閉門、窗、電源，

將扣該班紀律成績。 

(四) 【海報標語比賽】臺北市 107 年度兒少保護、家庭暴力、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教

育「創意海報標語製作比賽」相關實施計畫已公告於學校首頁「學生專區」鼓勵同學踴躍

參與，校內收件截止日為 10 月 15 日(一)，如欲報名請洽學務處生輔組。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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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年 10 月朝會預定日 

週一 週三 週五 

10/1 X 考前一週 10/3 X 考前一週 10/5 X 考前一週 

10/8 X 考試週 10/10 X 國慶日 10/12 X 第一次期中考 

10/15 ○ 高一禮堂 10/17 ○ 
全校操場 

(校優良生) 
10/19 ○ 

全校操場 

(校優良生) 

10/22 ○ 高一禮堂 10/24 X X 10/26 ○ 高二禮堂 

10/29 ○ 
高一禮堂 

(芬蘭交流分享) 
10/31 X X    

（第五週） 日期：107.9.28 

學務處 

教務處 

榮譽榜 

行事曆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LgLsAwbwkkJ4ZUne2RTc3lP28u3Gag7BMwVqdlC5Kfp7UKQ/viewform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LgLsAwbwkkJ4ZUne2RTc3lP28u3Gag7BMwVqdlC5Kfp7UKQ/viewform
http://zsgh.tp.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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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比賽 
甄選網頁 

Show私藏
照網頁 

全民國防 
有獎徵答 

三、『衛生組報告』 

(一) 各班申請外食，一人上限為一份，請勿違規；另外，建議先確認班上同學暑假返校打掃、班級

愛校、個人愛校等均完成始送出，可減少退回的機率。 

(二) 各班教室內均有傘桶，若有缺少或故障請到衛生組領，雨具請放在傘桶內，勿晾在走廊、教室

後方，以免影響通道，也請勿放在窗台。 

(三) 同學如果食物或飲料掉(倒)了，請務必處理乾淨，避免別人踩到滑倒或造成髒亂，而且這也是

負責的態度。 

(四) 下雨時，戶外的外掃區仍需撿人為垃圾，僅落葉不須清掃。 

(五) 圖書館支援打掃所需之舊報紙，請需要的同學可到衛生組領取，或到莊敬一樓東側(近資收場女

廁旁)的掃具間取用。 

 

 

 

 

一、國外大學升學講座(10 月份場次)： 

日期 國外大學名稱 地點 

10/1(一) 香港城市大學  

生涯資訊室 

(莊敬大樓 2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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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國八校聯招場次尚未開始報名，有興趣的同學敬請留意輔導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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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一、二接待住吉高校報名截止只到今天(9/28)中午 12：30，請各班圖資股長務必完成紙本繳

交以及線上報名，勿影響班級同學之權益。 

(二) 高一、二接待住吉高校各班"小組長"會議改為 10/1(一)12：20-13：00 於第一會議室(莊敬大樓 2

樓校史室內)舉行。請注意兩點： 

1. 本場地禁止飲食，請提早於第三節下課或利用 12：20 前、13：00 後用餐。 

2. 請各班小組長務必前來參加，若小組長本人請假無法參加，請該班一定要派接待住吉的一

位組員前來參加，以免錯過重要資訊!!! 

(三) 本學期首期"楓城書訊"已於今日出刊(未來將於每月月底出刊一期)，請各班圖資股長自班櫃領回

後，務必張貼於班級公佈欄醒目處。 

(四) 第 161 回「文學風景」徵稿囉！你喜歡以文字記錄自己的生活與心情嗎？你想能藉由文字關注

社會議題、發表個人評論嗎？「文學風景」徵文活動起跑囉！本回徵文分為新詩與散文兩類，

主題不限，快把你珍藏許久的作品拿出來，在 10/18 前送出，歡迎全校同學踴躍投稿。來稿請寄

收件信箱：csghswen@yahoo.com.tw 

 

二、資訊組 

(一) 大學程式設計先修檢測（APCS）報名時間至 107 年 09 月 30 日止，檢測日期為 107 年 10

月 27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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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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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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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107 年全民國防網際網路有獎徵答自民國 107 年 10 月 1 日至 31 日止，請至

全民國防教育全球資訊網(https://aode.mnd.gov.tw)點選「全民國防有獎徵答」

圖示，依指引作答，全數答對者，即可參加抽獎活動，獎項計有「 MAC 筆

記型電腦」、「IPhone 智慧型手機」等 11 項 1,450 名，請師長同學踴躍參

加。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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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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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所有訂餐同學請儘量在 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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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逾時送回，則務必於當天 17：30 前，直接送到合作社熱食部並且要跟阿

姨核對環保餐具數量及班級。 

三、各年級同學如有參加學校於中午時段辦理的活動時，請儘量利用下課時間至合作社購餐，以免

線上訂餐的便當放置太久未食用而導致餐點變質。 

四、合作社線上訂餐提供 11 點取餐，絕非代表同意同學在第四節上課時用餐！請務必遵守任課教師

的相關課堂規範，彼此互相尊重。 

五、高二、三理組實驗衣訂購、繳款已於 9/28 中午結束。實驗衣到貨後，會廣播通知。最遲會在 10/10(月

考週)送貨。 

合作社 

教官室 

輔導室 

圖書館 

mailto:csghswen@yahoo.com.tw
https://apcs.csie.ntn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