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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 第 8 週整潔競賽  107-1 第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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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敏 禮 仁、業  高一 禮 仁 樂 

高二 和 仁、博、平、簡   高二 樂 簡 愛 

高三 仁、群  信、公  高三 敏 公 捷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校優良生當選名單 

班級 二平 二簡 三博 三誠 三慧 

姓名 郭冠妤 吳芊逸 謝宛倫 何昀潔 吳佳芸 

 

 

 

 

一、『註冊組報告』 

民間、政府及校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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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理及資訊競賽： 

1. 北市 107 數理競賽於 11/11(日)於 成功高中與建國中學(化學科)舉行。 

2. 北市 107 資訊能力競賽於 11/9(五) 於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公館校區舉行。 

(二) 北市中等學校學生科學研究獎助計畫及校內科展： 

1. 本校參加 107 學年度北市中等獎助得獎名單如下： 

科別 作品 研究學生 獎項 班級 指導老師 

物理 探討油滴彈跳之量子行為 
黃琦婷 

李婕綾 

二等

獎 
三廉 

陳沛皜 

陳鈞彥 

2. 107 校內科展報名時間為 10/22(一)～10/24(三)，請參加同學注意。 

(三) 2019 年赴日國際科學營學生甄選計畫， 107 年 10 月 30 日(二)中午 12：20~13：10 將舉行

「中山女中未來科學之星」選拔。 

(四) 近期校外科學競賽活動：(詳情請參閱學校首頁「學生活動競賽」) 

競賽名稱 報名截止 報名方式地點 初賽日期 (地點) 

2019 年生物奧林匹亞 10/05 已截止 11/10(六) 09:30~11:30(建國中學) 

2019 年物理奧林匹亞 10/24 已截止 11/10(六) 13:30~16:30(建國中學) 

2019 年化學奧林匹亞 11/12 自行上網報 12/01(六)14:00~16:00(師大附中) 

2019 年臺灣國際科展 11/02 設備組報名中 初審公告 12/08(六) 

(五) 107 學年度中央研究院生命科學研究人才培育計畫甄選錄取名單，本校有 4 人錄取，感謝

游舒琇老師及許哲瑜老師指導。 

班級 一敬 一樂 一公 一群 

姓名 鄭慧苹 李孟庭 柯驊芸 高翊榛 

 

 

 

 

一、『訓育組報告』 

（一）社團幹部補考將於 10/30(二)12:10 中山樓一樓多功能教室 3 舉行，請未出席幹部考試者準

時出席。 

（二）請各社團總務幹部盡速至訓育組登記結清帳戶。 

（三）畢聯會公告 

1. 各高三社團社長，如果需要社團團拍電子檔，可以來學務處找昱臻老師存取。若要加洗社

團團照，請於 10/29 中午到莊敬三樓選修二教室繳交加洗單和費用。 

2. 10/29 班級頁收稿地點在莊敬三樓選修教室二，請要交稿的畢代於 10/29 中午 12:10 出席。 

 

 

 

11 月朝會預定日 

週一 週三 週五 

      11/2 ○ 
高二禮堂 

(芬蘭交流分享) 

11/5 ○ 高一禮堂 11/7 X  11/9 X  

11/12 X  11/14 X  11/16 ○ 高二禮堂 

11/19 X 考前一週 11/21 X 考前一週 11/23 X 考前一週 

11/26 X 第二次期中考 11/28 ○ 

1.高三禮堂 

2.全校旗手彩排 

(操場) 

11/30 ○ 

1.高二禮堂 

2.高一有氧 

(操場) 

（第九週） 日期：107.10.26 

學務處 

教務處 

榮譽榜 

行事曆 

榮譽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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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班聯會公告— 

1. 本週日 10/28 為楓之聆初賽，請各班參賽者準時參加。 

2. 班聯會將於 11/15(四)週會邀請樂擎先生至本校演講，相關優惠書籍的預購單已發放至各班，

請各班班代於 10/30(二)下午 5：10～5：40 及 10/31(三)中午 12：10～12：30 至學務處班聯會

窗口繳交錢及預購單，謝謝。 

3. 10/29（一）~11/2（五）開放校慶紀念品預購，歡迎各位同學選購。 

10/26 (五)第 3 節、11/2 (五)第 3 節課為高三班級活動時間，高三各班班長（除了已排定輔導室進班

說明升學資訊的班級外）請提醒導師指導同學從事全班參與之活動，並請副學藝股長完成紀錄表。 

二、『生輔組報告』 

(一) 【音量】搭乘專車、早自習活動、第 7 節放學班級…等，請同學降低音量，考量其他同學的

感受，互相體諒，將心比心。 

(二) 【防溺宣導】近日溺水事件頻傳，溺水謹記保命 5 字訣「叫叫伸拋划」 

「叫」：大聲呼叫求救。 

「叫」：電話撥打 119、 110 求救。 

「伸」：利用延伸物救援（竹竿、樹枝等）。 

「拋」：拋送漂浮物（球、繩、瓶等）。 

「划」：利用大型浮具划至溺水者處救援（船、救生圈、浮木、救生浮標等）。 

三、『衛生組報告』 

(一) 主要打掃時間雖為下午，但早上仍請同學進行重點整理；評分上，早上會有加扣分，下午則

不會加分。 

(二) 可以回收的東西還是請大家進行分類回收，並且麻煩清洗後再回收。若能減少垃圾或資收物

的產生(減量)，則是更推崇的環保作法。 

(三) 秋冬之際，溫差變化大，提醒同學留意適時增減衣物。若確診罹患傳染病，請通報健康中心。 

四、『體育組報告』 

(一) 121 週年校慶運動會 100、200、800、400 接力及 2000 公尺接力等預賽賽程採計時賽依成績

取前 12 名參加複賽，複賽共分 2 組每組取前 2 名另擇優 2 名，共 6 名參加決賽。若參加人

數不足 18 名則依預賽成績取前 6 名直接參加決賽。 

(二) 121 週年校慶運動會比賽時間表已公告於體育組公布欄並放置體育組網頁上，請各班同學準

時出場參加各項比賽，無故棄權者，須愛校服務乙次 60 分鐘。 

(三) 121 週年校慶運動會賽程更改如下: 

1 高二一三 100、200 公尺預賽 10/29(一)12:20 

2 高二一三 400 公尺接力預賽 10/31(三)12:20 

(四) 校運會賽程依天氣狀況而改變，當日賽程進行與否一律聽廣播決定是否延後賽程。延期時間

表將置於體育組網頁及體育組前公告欄，請康樂務必了解時程調動及善盡通知職責。 

 

 

 

 

 

 

 

一、職涯講座 

未來的方向，能搜尋到答案嗎？Google 行銷解決方案部門大中華區資深業務經理 Max，高中

讀三類，取得台大國企及台大土木雙碩士，投入數位行銷、關注社會議題，工作往返歐美及

亞洲。他將與妳分享如何搜尋未來、與十年後的自己對話。 

日期 講題 地點 手機掃描報名 

10/29(一) 

12:10-13:00 

搜尋未來，與 10 年

後的自己聊聊 

生涯資訊室 

(莊敬大樓 2F) 

 

※全程參加且發表心得並分享者，發公服時數 1 小時！請至輔導室網頁「近期活動報名專區」

或掃描 QR code 完成線上報名。報名者請準時出席，可攜帶午餐前來參加。 

二、國內大學校系介紹講座(10 月份場次)： 

日期 國外大學名稱 地點 手機掃描報名 

 

10/31(三) 

12:10-13:00 

台藝大多媒體動畫

藝術學系 

 

生涯資訊室 

(莊敬大樓 2F) 

 

※請至輔導室網頁「近期活動報名專區」或掃描 QR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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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國外大學升學講座(10-11 月初場次)： 

日期 國外大學名稱 地點 手機掃描報名 

10/30(二) 

12:20-13:00 

英國八校聯招介紹

(杜倫大學等) 

 

生涯資訊室 

(莊敬大樓 2F) 

 

11/1(四) 

12:20-13:00 

香港科技大學 

※請至輔導室網頁「近期活動報名專區」或掃描 QR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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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輔導室 



 
3 

四、中山電影院－生命教育暨性平影展： 輔導室將於 10-11月舉辦生命教育暨性平影展，掃描QR code

完成線上報名，並在妳的行事曆預留時間為影展劃位吧！ 

※該場次全程參加且發表心得並分享者，發公服時數 1 小時！ 

日期/時間 播放電影 片長/分 手機掃描報名 

10 月 31 日(三)下午 4:30-7:30 奇蹟男孩 113  

11 月 7 日(三)下午 4:30-7:30 解憂雜貨店 130 

11 月 12-14 日(一~三)中午 12:10-13:00 女權之聲 106 

五、性平講座 

曾經以為，我們能悠遠綿長的哼著專屬於我們的小情歌，但後來發現，小情歌的旋律，已不知不

覺產生變化，歌曲也悄然進入尾聲。曲終人散，讓我們學習好好地跟逝去的愛說再見，並在逝去

的關係中找回美好的自己。 

日期 名稱 地點 手機掃描報名 

11/7(三) 

12:20-13:00 

小情歌的變奏曲 生涯資訊室 

(莊敬大樓 2F)） 

 

※全程參加且發表心得並分享者，發公服時數 1 小時！請至輔導室網頁「近期活動報名專區」或

掃描 QR code 完成線上報名。報名者請準時出席，可攜帶午餐前來參加。 

六、術科作品集講座★教室無法飲食，請勿攜帶食物，請提早或延後用餐。 

日期 名稱 地點 手機掃描報名 

11/7(三) 

12:10-13:00 

「作品集排版」 

指導講座 

美術教室一 

（莊敬大樓 6 樓） 

 

 

 

 

 

 

 

 

七、生命教育講座-印度志工經驗分享 

是什麼樣的際遇，讓青春洋溢的中山女孩們，毅然決然地踏上印度志工之旅？在這個陌生國度，

她們遇見素未謀面的人、事、物，又會激盪出什麼樣的火花呢？邀請妳，席地而坐，聽聽她們與

印度這片土地，短暫交會的生命故事。 

日期 名稱 地點 手機掃描報名 

11/8(四) 

12:10-13:00 

生命教育講座- 

「印度志工 

經驗分享」 

生涯資訊室 

（莊敬大樓２樓） 

 

※全程參加且發表心得並分享者，發公服時數 1 小時！請至輔導室網頁「近期活動報名專區」

或掃描 QR code 完成線上報名。報名者請準時出席，可攜帶午餐前來參加。 

 

 

 

 

一、『服務推廣組報告』 

(一) 107 學年度赴日海外教育旅行報名至 10/26(五)17：30 截止，請有興趣之同學上學校官網學

生專區查閱相關資訊。 

(二) 10 月份的楓城書訊 10/26(五)出刊囉！請圖資股長協助張貼於班級公佈欄，歡迎大家一起

閱覽。 

(三) 中學生網站全國閱讀心得寫作比賽作品上傳時間於 10/31(三)12：00 截止，請提早上傳作

品，接近截止期限可能因網路壅塞無法上傳，未抄襲切結書由圖書館發出，請準時繳回。 

(四) 中學生網站全國小論文寫作比賽作品上傳時間為 11/15(四)12：00 截止，請同學提早自行

上傳作品，勿等到截止日期接近時網路壅塞而無法上傳，而報名小論文的同學請自行簽妥

未抄襲切結書交至圖書館。 

(五) 107 學年度姊妹校住吉高校來訪歡迎式中、日文司儀與致詞人徵選資訊已公告於學校首頁

學生專區與圖書館網站，請有報名之同學務必自行確認，11/1(四)12：10-13：10 為中文司

儀的徵選，11/5(一)12：10-13：30 為日文司儀及致詞人的徵選，兩場徵選地點皆為自強樓

4 樓之視聽教室一，請準時簽到。 

(六) 接待住吉高校高一、高二各班小組長會議將於 11/8(四) 中午於莊敬大樓 3 樓閱覽室再次舉

行，本次將檢查各班製作之歡迎名牌板，請準時依照規格要求完成並帶來現場檢驗。 

二、『資訊組』 

(一) 請上外堂課的班級上課前，記得先檢查教室內的資訊設備(電腦、投影機)是否已關閉。 

(二) 2018 年「國際運算思維挑戰賽」已開跑，資訊組將於 10/29 完成線上報名，請報名同學注

意自己的測驗時程。 

測驗時間： 

(1) 107 年 11 月 13 日（二）12:25～13:10，共 45 分鐘 

(2) 107 年 11 月 15 日（四）12:25～13:10，共 45 分鐘 

測驗地點：莊敬大樓三樓電腦教室一 

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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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事項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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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全民國防多元活動： 

(一) 預於 11 月 29 日(四)1210 至 1300 時，於逸仙樓 2 樓簡報室辦理「軍校現況說明會」，將邀

請目前就讀各軍校之畢業學姊返校分享，並有國軍人才招募中心專人蒞校說明相關招生訊

息，歡迎有意願的高三同學攜帶午餐踴躍參加。 

(二) 預於 12 月 4 日(二)上午至「國防醫學院」參訪活動(公假方式前往)，歡迎有意願的高三同

學至教官室領取「家長同意書」，請於 11 月 9 日前將同意書及午餐自費 52 元繳回教官室。

(活動流程表，如附件) 

三、國防部函文公告為提升社會青年對國防事務瞭解，招募具備「保國衛民」熱忱者加入國軍，規

劃將「全民國防教育」納入未來軍校招生考試項目，要點如下： 

(一) 配合「線上智力測驗」施測時機併同實施。 

(二) 由國防部完成題庫建立並置於國軍人才招募中心網站提供考生參考。 

(三) 明(108)年度起試行乙年，測驗成績暫不列為錄取標準，惟為鼓勵考生熟悉國防教育內容，

針對成績達 60 至 100 分之考生，給予加分獎勵(加分基準請詳見各軍事院校班隊簡章說明)。 

四、配合教育局宣導國際扶輪 12 月 23 日(日)0600-1200 時於大佳河濱公園舉辦「扶輪反毒公益路跑

暨嘉年華會」，台北市學生團體可免費報名參加，學校報名時間僅至 10/30(二)，有興趣的同學

請立即至教官室登記領取報名表及家長同意書。 

五、交通安全宣導： 

(一) 搭乘公車時請勿飲食，勿遺留垃圾於車上、交談時輕聲細語勿影響他人，請同學們相互提

醒叮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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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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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請同學穿越馬路及步行街道時，應遵行交通號誌及本校交通隊指揮，切勿行進間使用手機、

閱讀書報、耳機聽音樂等，務必行進於人行穿越道(斑馬線)上，並隨時留意周圍交通狀況

快步穿越，以維自身安全。 

(四) 交通安全影片專區： 

 

 

 

 

 

 

 

 

 

 

教官室 

與車同行 
防禦駕駛篇 

國道行車 
安全 

酒駕零容忍 

交通微電影 
學生創作(6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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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請同學注意！11/02(五)，為合作社十月定期消毒日，營業時間至 16：20 止。 

二、為符合教育部食材登錄平臺( https://bit.ly/2OS6wKI )午餐品項登錄要求，自 10/16(二)起午餐自

助餐區副菜上限為十項。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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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作社 

https://bit.ly/2OS6wK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