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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 第 11 週整潔競賽  107-1 第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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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樂 敏 平  高一 禮 敏 樂 

高二 博 和 簡  高二 誠 群 義 

高三 敬 仁、信   高三 公 正 禮 

一、臺北市 107 學年度學生音樂比賽個人組獲獎名單: 

班級 座號 姓名 參賽項目 班別 初賽得獎 

二簡 37 鄭宜晴 長笛獨奏 非音樂班 優等第一名 

一信 05 吳義玟 長笛獨奏 非音樂班 優等第四名 

二慧 28 陳品茹 長笛獨奏 非音樂班 優等 

二敬 12 曹亦甯 長笛獨奏 非音樂班 優等 

一博 29 董芳妤 長笛獨奏 非音樂班 甲等 

一愛 06 吳瑞慈 長笛獨奏 非音樂班 甲等 

二誠 12 於慶昀 長笛獨奏 非音樂班 甲等 

二忠 18 陳琳貞 木琴獨奏 音樂班 優等第二名 

二愛 27 蔡宛庭 木琴獨奏 非音樂班 優等 

一禮 29 薛沂 直笛獨奏 非音樂班 優等第二名 

一仁 32 蔡杏妤 箏獨奏 非音樂班 優等第三名 

二群 15 高瑾萲 長號獨奏 非音樂班 優等第一名 

二捷 36 趙柏瑜 單簧管獨奏 非音樂班 優等第三名 

一捷 09 林芊瑾 樂曲創作或

歌曲創作 

非音樂班 優等第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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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減免學雜費申請自即日起至 12/14 止，請於期限內至教務處註冊組辦理。 

(二) 民間及政府機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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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中山女中參加北市數理能力競賽得獎名單，得獎人數是近年來最多的一次。感謝 31

位代表學校參賽的同學，並恭喜以上 12 位得獎同學及感謝指導老師辛勤的指導! 

科別 獎項 班級 得獎學生 指導老師 

生物科 三等獎 三廉 劉于瑄 陳美蘭 

生物科 三等獎 三敏 白韻翎 顏映帆 

地球科學科 三等獎 三廉 吳詩儒 黃凱夫 

數學科 佳作 三廉 丁緒慈 張維揚 

數學科 佳作 三敏 謝心怡 廖婉如 

物理科 佳作 三廉 王涒曣 陳沛皜 

物理科 佳作 三公 藍逸玲 林砡君 

化學科 佳作 三廉 沈姿雨 曹雅萍 

地球科學科 佳作 三公 王昱柔 黃凱夫 

資訊科 佳作 一業 黃芊禕 黃建庭 

資訊科 佳作 三廉 施懿修 黃建庭 

資訊科 佳作 三廉 丁緒慈 陳思靜 

(二) 12/1(六) 14:00~16:00 化學奧林匹亞初賽在師大附中考試，請有報名同學注意相關時程。 

 

 

 

 

一、『訓育組報告』 

（一）11/19(一)-11/27(二)段考週，請暫停社團活動。 

（二）請各社團總務組長盡速至訓育組辦理帳戶結清作業。 

（三）畢聯會公告—請高三各班有加洗團照、社團照者，至學務處找昱臻老師領取。 

（四）班聯會公告— 

1. 校慶小義工報名至 11/16（五），請班代於 11/16（五）中午 12:30 前將報名表交至班

聯會社櫃。 

2. 由於 121 校慶紀念品之連帽毛毯加訂總數已達 500 條，因此班聯會將與工廠進行追加

製作。請各班班代於 11/16（五）放學 16:10-17:30 攜帶統計單及金額至學務處班聯會

窗口繳交。 

3. 11/28 將舉辦{比悲傷更悲傷的故事}電影欣賞及導演座談，詳細情形請參閱領票辦法。 

（五）121 校慶相關事宜—  

1. 請高二各班創意進場負責同學於 11/16（五）之前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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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二週）日期：107.11.16 

學務處 

教務處 

榮譽榜 

榮譽榜 

秘書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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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校慶進場預演— 

11/28(三) 07:30-08:10—高二班級旗手走位及高二創意進場音樂負責人確認音樂。 

12/05(三) 07:30-08:10—高二各班創意進場走位預演。 

12/06(四) 16:20-17:10—高一、高二、高三全體預演。 

二、『生輔組報告』 

(一) 【轉國教署宣導】請同學勿任意把玩或購買非適用年齡之遊戲用槍商品。 

(二) 【兩公約】兩公約的基本概念 

1. 何謂「兩公約｣？ 

「兩公約｣是〈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簡稱 ICCPR）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簡稱 ICESCR）的合稱。「兩公約｣與〈世界人權宣言〉共同稱

為「國際人權憲章」（International Bill of Human Rights），是國際社會最重要之人權法典，

人權保障最根本之法源。 

2. 「兩公約」有哪些重要內涵？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包括前文及六個部分，共五十三條條文，規定的權利內容，

主要是〈世界人權宣言〉所規定的「公民與政治權」以及「民族自決權」，主要保障的人

權包括生命權、免於酷刑和不人道待遇的自由、免於奴役和強迫勞動的自由、人身自由權、

公平審判權、人格權、參政權、少數族群權等。與〈世界人權宣言〉相比較，〈公民與政

治權利國際公約〉新增的內容包含：「關於被剝奪自由者應享有人道待遇、有關兒童權利

的規定、少數族群權利的保護、以及任何人不得因無力履行約定義務而被監禁等。」 

另一項〈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則包括前文與五個部分，共三十一條條文，其主

要內容除了詳細規定〈世界人權宣言〉的「經濟、社會與文化權」之外，同時亦進一步地

確保「民族自決權」這項集體人權。相關規定有十條，其主要規範的內容包括：「工作權、

良好工作環境、組織工會權、社會保障權、對於母親及兒童的特別保護、健康權、受教權、

參與文化生活及享受科學進步及其運用所產生利益的權利等。」不但有關人權的規範條文

較多，且規範的內容亦較趨於詳盡。 

三、『衛生組報告』 

(一) 熱食部滿意度紙本問卷尚未繳回的同學，請盡速交回衛生組。 

(二) 高一二各班在規劃園遊會攤位時(布置、容器、宣傳…)，請考量環保，減少一次性使用的物

品，歡迎利用現有的資源，使用公物也請務必愛護。 

(三) 辦理慶生活動時，請注意不要使用難清洗的物品，若有弄髒，務必負責打掃乾淨。 

(四) 外掃區有落葉的班級，請同學不要將落葉掃到園圃，堆積的落葉利於蚊蟲孳生。 

(五) 拜託不要將廚餘、餐盒、飲料丟在廁所或倒在洗手槽。 

四、『體育組報告』 

(一) 12/8 校慶運動會當日將舉行師生大隊接力，由各年級冠軍隊、教師隊及行政家長隊，共 5 隊

進行比賽同樂。 

(二) 同學雖忙於校慶運動會，但別忘了利用課餘時間練習，記得登錄 SH150，以免影響自身權益。 

(三) 課間游泳將於 11/19(一)開放，逢上課日中午 12 點至 1 點(最慢 12:20 要進場，12:45 清場)，

段考時不開放。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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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高三甄選入學講座 

(一) 學生講座：11/30(五)10：10-11：00 

 地點：禮堂(請全體高三同學，於第 2 節下課至禮堂集合) 

(二) 家長講座：11/30(五)晚上 18:50-21:00 

地點：演藝廳。高三家長自由報名參加。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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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吉高校來訪的接待全體同學第 2 次帶位彩排將於 11/28(三)12:10 於楓林道與迎曦道舉

行，請大家務必事先熟悉路線與座位，勿再發生遲到或找不到位子而拖累全體彩排進度。 

(二) 請尚未完成住吉來訪歡迎板的各班接待同學盡快完成，並請小組長拍照回傳給組長確認。 

(三) 108 年度赴韓國教育旅行報名至 11/28，請有興趣的同學至圖書館網站下載報名資訊。 

(四) 第 162 回「文學風景」徵稿囉！校慶將至，而一年又即將結束，寫點什麼為自己今年留

下一點文字記憶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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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件請在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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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組報告』 

(一) 2018 年「國際運算思維挑戰賽」已開跑，感謝同學們熱烈報名！資訊組已完成線上報名。

【本學期有電腦課的高一同學將由授課教師統一報名，不須另外至圖書館報名。】 

 測驗時間： 

107 年 11 月 20 日（二）12:25～13:10，共 45 分鐘 

107 年 11 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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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輔導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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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宣導： 

(一)在學校內發現可疑的人員、事件、物品，應立即向身旁師長反映並同時向教官室回報，讓

我們共同維護校園安全！ 

(二)在搭乘捷運、公車、校園周邊遇到(看到)騷擾情形，應鼓起勇氣大聲呼叫或吹哨尋求協助，

要懂得保護自己、也保護她人；另外，如遇不明男子藉故搭訕時，不要理會，儘速往人群

方向離開，以維護自身的安全。 

(三)同學於校內 (外 )有任何需要協助或幫忙事項，請立即撥打 110 報案或校安專線

02-25090833，教官室關心每位同學！ 

二、 全民國防多元活動： 

(一)訂於 11/28 (三)上午參加台北市政府教育局全民國防教育學生探索教育活動-漆彈體驗 (以

公假方式前往)，歡迎有興趣的高二同學至教官室領取「家長同意書」，並於 11/21(三)前

將同意書繳回，名額有限，欲報從速。 

(二)訂於 11/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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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訂於 12/4(二)上午至「國防醫學院」參訪(以公假方式前往)，歡迎有意願的高三、二同學

至教官室領取「家長同意書」，請於 11/23(五)前將同意書及午餐自費 52 元繳回。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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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6(五)12:40 前交報名表。 

(二)11/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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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3(四)12:40 於禮堂值勤前訓練。 

(四)12/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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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官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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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結帳或加值時，請注意電腦螢幕是否正確顯示同學姓名，以免發生誤扣其他同學款項，或將

儲值金存入其他同學的帳戶。若對於消費或儲值金額有疑問，也請在發現疑問後，儘速至合作

社找經理查詢、列印消費、儲值記錄，以方便找出問題並追蹤處理。 

二、為避免結帳出口人潮壅塞及輸入錯誤卡號導致誤扣其他同學款項，請務必使用「個人（自己的）」

學生證（學生證遺失期間則請儘快至合作社申請臨時條碼卡）刷卡消費。熱食部因衛生考量，

也不得使用現金消費。請同學務必注意自己的餘額並善用合作社內查詢機查詢餘額。 

三、班代大會提問：合作社中午時於逸仙樓設立小分部。 

提議班級說明：高三至合作社購買午餐需花較久時間，因而食用泡麵等較不健康之食物。 

回覆： 

(一)除了讀書，也需要適時走動放鬆休息一下。 

(二)可以討論午休時間(1230-1300)是否可以用餐？如果可以，高三同學可以避開中午時段的

尖峰時間(1200-1215)；同時，自己也可攜帶環保餐具取購自助餐，燴飯麵、滷味及未來

要提供的關東煮也都可以是選項(不要借餐具，就可以避開冷飲部販售及加值的人潮)。 

(三)逸仙樓基於下述原因，無法設置合作社分部： 

1. 人力：中午的合作社本來就是最忙碌的時段，現有人力無法應付，每日營業額也沒有多

餘經費新聘人員。 

2. 增加銷售電腦主機：目前的程式是封閉式的內網運作，像班級訂餐偶爾出現龜速，現在

每日營業額沒有多餘經費購買新主機及軟體。 

3. 空間及設備問題：逸仙樓受《文資法》保護，加上古蹟修復及再利用工程已進入最後複

驗階段，無法增設管線或隔間工程，以現有空間無法販賣熱食(不可能有廚房)。 

 

合作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