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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 第 9 週整潔競賽  107-1 第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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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禮 平 博、慧  高一 樂 仁 禮 

高二 信 樂、簡、敏   高二 群 孝 樂 

高三 仁、誠  群  高三 群 捷 敬 

 

一、本校口琴社參加臺北市 107 學年度學生音樂比賽榮獲口琴四重奏優等，感謝林媼彩老師、陳湘頴

老師、林佳宜老師辛勤指導。 

二、本校「中山知識王」團隊參加 2018 高中職閱讀王挑戰賽獲得季軍，感謝施涵儀老師帶隊參加。 

 

 

 

 

一、申請校長推薦函相關訊息：學校首頁→行政處室→校長室→左側祕書業務之推薦函注意事項。 

 

 

 

 

一、『註冊組報告』 

民間及政府提供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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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內科展： 

1. 校內科展報名名單將公布在本校網路，若有誤植或更正作品相關資料者請用 

  E-mail：acad3@m2.csghs.tp.edu.tw 通知設備組辦理。 

2. 初審送件：報名作品需繳交作品摘要紙本三份(各科不一)，於 12/12(三)至 12/14(五)內交到

科學館設備組，通過初審之名單於 1/3(四)前公佈於本校網頁。 

3. 報名科展的同學也請注意北市中等獎助的相關活動，這是一個可以提供研究經費來完成研

究夢想的活動，報名預計在下學期剛開學時。 

(二) 本校舉辦 2019 年高中女校科學教育巡迴活動 

1. 由國教署主辦，早上有 120 位學生參與實驗操作，下午有 3 位傑出女科學家得獎主與同學

座談(預計 250 位)，以本校學生優先免費報名。 

2. 時間定於下學期 2019 年 4 月 27 日(六)，請各社團安排下學期活動行事曆注意予以錯開。 

(三) 近期校外科學競賽活動：(詳情請參閱學校首頁「學生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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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教學組報告』 

臺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學生集中夜自習實施計畫 

(一) 實施場地： 

1. 集中場地：莊敬大樓三樓閱覽室或專科教室(依自習人數，以閱覽室國文專科教室英

文專科教室數學專科教室歷史專科教室地理專科教室之順序逐間開放場地) 

2. 定期評量前一週星期一起，高二同學開放高二各班教室自習；高一同學於集中場地進行

自習。集中場地：莊敬大樓三樓閱覽室或專科教室(依自習人數，以閱覽室國文專科教

室英文專科教室數學專科教室歷史專科教室地理專科教室之順序逐間開放場地) 

(二) 集中場地實施方式： 

1. 非固定座位：採自願方式留校夜自習。 

2. 高一、二定期評量前一週星期一起，集中場地改為高一同學自習，定期評量結束隔日(假

日除外)起恢復。 

(三) 實施時間：學期中週一至週五夜間 18 時 30 分至 21 時 20 分，國定假日暫停實施 

1. 第一節自習 18：30-19：45、休息時間或遠道提早離校 19：45-20：00 

2. 第二節自習 20：00-21：20、夜自習離校 21：20-21：30 

(四) 實施規定： 

1. 18：30 關閉莊敬大樓三樓選修教室及閱覽室外走廊東西兩側之防火門，未能準時進入者

視同放棄留校夜自習；下次門禁開放時間為 19：45 供同學休息或遠道提早離校(須於集

中夜自習提早離席登記表中填寫事由)。 

2. 未能準時於 18：30 進入指定場地的同學，請勿先行佔用座位，以免影響其他參與夜自習

同學的權益。 

3. 禁止於場地內食用晚餐；每位同學只能使用一組座位，請自行衡量攜帶物品數量。 

4. 因飲食、談話、使用 3C 設備、討論課業等其他干擾秩序行為，經勸導提醒仍不改善者，

除登記處以愛校服務外，亦取消留校夜自習資格。 

5. 臨中央梯廳之防火門除遇緊急或特殊狀況，經現場督導師長同意下方可開啟。同學如有

上廁所、取用開水等需求，請移動至東側(臨自強樓)之廁所與茶水間。 

6. 如遇病痛或發生任何突發狀況，立即報告現場督導師長或以校安專線 02-25090833 聯繫

值勤教官協助處理。 

7. 個人物品與垃圾於離開時須自理帶走。離校時請先通知家長及結伴同行，並注意個人返

家路程安全。 

8. 如因 17：10 放學後班級進行評量或加課者，須於當日上午 10:20 前至教學組登記，將請

督導師長統一於 19:00 開啟臨中央梯廳之防火門供進入，逾時不候。 

9. 集中場地嚴禁移動班級座椅與丟棄垃圾於該場地，並維護場地整潔。 

（第十週） 日期：107.11.02 

教務處 

榮譽榜 

榮譽榜 

秘書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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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訓育組報告』 

（一）畢聯會公告— 

1. 11/6 (二) 為畢冊班級頁二校回樣(收稿)，請要交稿的高三班編於 12:10 到多功能一集合。 

2. 11/8 (四) 為畢冊班級頁三校(校稿)，請 11/6 有交稿的班編，於 12:10 到多功能一集合。 

（二）班聯會公告— 

1. 校慶紀念品訂購單及樣品已於 10/29（一）發下，請班代務必於 11/1（四）中午 12:00-12:30、

放學 17:10-17:40、11/2（五）中午 12:00-12:30、放學 16:10-17:40 攜帶樣品、訂購統計單

及正確金額於學務處班聯會窗口繳費。 

2. 校慶小義工招募單已發下，歡迎各位同學踴躍報名。 

3. 高一二各班請於 11/5（一）至 11/7（三）中午 12:10-12:30 至學務處班聯會窗口繳交校慶

園遊會報名表、保證金 1400 元。 

4. 高三班級及社團如有意願參加校慶園遊會，請自行至班聯會社櫃拿取報名表，並於 11/7

（三）中午 12:10-12:30 至學務處班聯會窗口繳交報名表、保證金 1500 元，並抽取攤位位

置，逾時不候。 

5. 121 屆校慶海報徵稿結果已出爐，恭喜三智黃語喬同學獲選。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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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121 校慶相關事宜—  

1. 校慶高二創意進場比賽實施辦法暨報名表已放置於各班班櫃，請各班創意進場負責同學於

11/16（五）13:10 分前交報名表與音樂光碟(請勿繳交 MP3 或隨身碟)予學務處高靜瑜老師。 

2. 11/28(三)上午 7:30 請高二各班創意進場負責人至司令台旁集合、測試音樂。 

二、『生輔組報告』 

(一) 【健康中心】身體不適至健康中心以一小時為限，休息時間以病假處理，請妥保管休息證明

單，並依規定辦理請假手續。 

(二) 【公假】請同學因公請假，務必 2 日前完成公假程序，確實向任課老師報告，並通知副班長。 

(三) 【一氧化碳】如何防止一氧化碳中毒：聞到瓦斯味時，會意識到外漏危機趕緊處理。然而真

正的隱形殺手「一氧化碳」，往往因其無色、無味的特性遭忽視，以致不幸發生。如何有效防

範一氧化碳中毒，確實遵照「五要」原則，是不二法門。 

1. 要保持環境的「通風」：避免陽台違規使用、加裝門窗、紗窗不潔及晾曬大量衣物等情形。 

2. 要使用安全的「品牌」：熱水器應貼有 CNS（國家標準）檢驗合格標示。 

3. 要選擇正確的「型式」：屋外式（RF）熱水器應裝置於室外通風良好處，室內型燃氣熱水

器如半密閉強制排氣式（FE）及密閉強制排氣式（FF）等熱水器，應裝設適當的排氣管。 

4. 要注意安全的「安裝」：應由合格燃氣熱水器及其配管承裝業技術士進行正確的「安裝」，

安裝後並依法於熱水器張貼施工標籤 。 

5. 要注意平時的「檢修」：熱水器應定期檢修或汰換，如發現有水溫不穩定現象或改變熱水

器設置位置或更換組件時，均應請合格燃氣熱水器及其配管承裝業技術士

為之。 

三、『衛生組報告』 

(一) 11 月 5~16 日進行熱食部滿意度調查，常吃熱食部餐點的師長同學們，麻煩

幫忙填寫紙本問卷或上網進行填答，紙本問卷麻煩衛生股長協助。 

(二) 請盡量利用午休時間倒資收與回收餐盒，該時段有環保股長、小義工協助。 

四、『體育組報告』 

(一) 121 校慶運動會賽程因雨將賽程時間調整如下: 

1 全校 400 公尺接力預賽 11/05(一)12:20 

2 全校 100、200 公尺複賽 11/07(三)12:20 

3 全校 800 公尺預賽 11/08(四)12:20 

(二) 12/8 日校慶運動會當日將舉行師生 2000 公尺大隊接力比賽，各年級第一名班級參加師生大

隊接力。 

(三) 請參加校慶運動會各項比賽選手們務必穿著運動服裝及運動鞋比賽。 

 

 

 

 

一、中山電影院－生命教育暨性平影展：  

輔導室將於 11 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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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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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性別平等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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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務處 

輔導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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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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一、高二輔導股長需參加培訓講座至少一場：11/7 性別平等講座【小情歌的變奏曲】或 12/26

家庭教育講座【找一條回家的路】。 

三、術科作品集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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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室無法飲食，請勿攜帶食物，請提早或延後用餐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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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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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國外大學升學講座(11 月場次)： 

日期 國外大學名稱 地點 手機掃描報名 

11/15(四) 

12:20-13:00 

新加坡管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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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SIM 東南亞文化分享講座 

日期 國外大學名稱 地點 手機掃描報名 

11/16(四) 

12:20-13:00 

東南亞文化分享 

(新加坡管理學院

Ivy 講師) 

生涯資訊室 

(莊敬大樓 2F) 

 

七、大學科系介紹講座 

日期 時間 大學科系名稱 地點 手機掃描報名 

11/19(一) 12:10- 

13:00 

成功大學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生涯資訊室 

(莊敬大樓 2F) 

 

11/20(二) 政治大學商學院 

12/27(四) 交通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八、輔導室刊物第33期「楓聆」延長徵稿中，11/9(五)前投稿至陳詒枚輔導教師 jerg8035@gmail.com。 

本期主題為「生命教育」，來稿若刊出將提供稿費唷！如下： 

(一) 我心中最美的風景：在你心裡中山最美的風景(人事物)是什麼。可搭配照

片投稿，約 300-400 字。 

(二) 我最愛的那些小事：分享日常生活、休閒娛樂、對特定議題的關注、或人

際互動中的愉快經驗，約 200-300 字。 

(三) 我的好人好事紀實：分享曾經助人行善的小故事，藉由這段助人經驗獲得

哪些回饋或感受，約 200-300 字。 

(四) 徵圖：關於上述主題的繪圖，手繪或電繪皆可。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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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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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完成中文

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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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儀的徵選，請留意改其後的時間：【11/8(四)12：10-13：30 為日文司儀及致詞人的徵選】，

徵選地點為自強樓 4 樓之視聽教室一，請準時簽到。 

(三) 接待住吉高校高一、高二各班小組長會議將改於【1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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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11/13(二)中午接待住吉高校全體人員將進行第一次帶位彩排，請大家務必準時出席，並熟悉

帶位路線。 

二、『資訊組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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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燈、風扇是否已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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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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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北 1,280 公共運輸定期票好康活動，已配合 107 年度開學時間開放悠遊學生卡及 12 歲以上數位

學生證設定定期票，有需求的同學可自行辦理。 

五、高一交通隊招生宣導: 

高一同學請注意：欲報名 107 學年度交通服務隊同學，請找各班輔導教官或張孟勤教官報名，相

關期程如下： 

(一) 11 月 16 日(五)12:40 前交報名表。 

(二) 11 月 19 日(一)12:30 開始發號碼牌，於莊敬大樓三樓閱覽室辦理選哨事宜。 

(三) 12 月 13 日(四)12:40 於禮堂值勤前訓練。 

(四) 12 月 17 日(一)起各哨口與學姊見習、實習 2 週。 

(五) 1/2 起正式交接值勤。(全程參與訓練、見習與實習者，核予本學期 8 小時公服) 

 

 

 

 

 

 

一、11/2(五)，為合作社每月定期消毒日，營業至下午四點二十分止。 

二、為避免同學儲值卡中餘額不足，導致消費時無法付款，可以利用下列兩種方式查詢餘額： 

(一) 同學可以利用合作社靠莊敬大樓側入口處的電腦查詢餘額。只要是在查詢畫面(就是同學

平常結帳時看到阿姨電腦上的畫面，不過顏色不同)，在「數字區」直接輸入「學號」，按

「Enter」，就可以看到個人餘額。 

(二) 利用班級電腦， 

1. 在「線上訂餐」畫面→選擇「訂餐查詢」後， 2. 將「查詢條件」改為「個人」， 

 

 

3. 就會出現「查詢目前消費卡餘額」，再輸入

「學號」，「密碼」(個人身分證後四碼)，然

後按「查詢目前消費卡餘額」，  

4. 就會呈現同學目前帳戶中的餘額。 

  

 

 

合作社 

教官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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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如何取消線上訂餐？ 

答覆： 

(一) 可以直接在班級電腦或到合作社「餘額查詢電腦」線上「退訂」。如果你只是跑來跟阿姨說

訂錯了，合作社只能幫你全部「退訂」；如果你有幫其他同學訂的部分，也會一律被退掉！ 

(二) 如何「取消、改變訂單」？ 

1. 依照本來的程序選擇「登入訂餐系統」 2. 在第二個畫面「請選擇訂餐方式」，下

拉出「個人訂餐」後，按確認。 

  

3. 依螢幕指示輸入「學號」，「密碼」(個人

身分證後四碼)，然後按「確認」。 

4. 就會進入下面畫面。請選修「取消今日

訂單」。(注意，一樣要在 10:15 前完成) 

  

5. 接著就會出現「今日訂購項目」。勾選

取消，並按「確認取消訂單」。 

6. 大功告成。之後的畫面，按「取消」後，

就會再回到「訂餐系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