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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 第 13 週整潔競賽  107-1 第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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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業   高一 敏 禮 樂 

高二 誠 捷 樂、簡  高二 義 愛 簡 

高三 仁、義   孝  高三 捷 愛 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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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自即日起至 107 年 12 月 14 日止，請於期限內至教

務處註冊組辦理。 

(二) 民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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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學奧林匹亞初賽：12 / 01(六) 14:00~16:00 在師大附中考試，請報名者注意相關時程。 

(二) 科展初審送件(重要)：報名作品需繳交作品摘要紙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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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年 1 月 3 日(四) 前公佈於本校網頁。 

三、『特教組報告』 

臺北市資優資源中心將於 12/1(六上午)辦理「大專與高中資優生對談活動」，歡迎有興趣的同

學於 11/30(五)前到教務處特教組報名。 

 

活動流程如下： 

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主講人 

08：50~09：10 報到 資優中心  王偉齡老師 

09：10~09：30 語文資優生之學習及生涯歷程 師大英語系 司徒詩云 

09：30~10：00 人文社會資優生之學習及生涯歷程 
臺大經濟系 李瑞謙 

臺大工管系 林安柔 

10：00~11：40 數理資優生之學習及生涯歷程 

臺大光電所 錢玫澤 

臺大電機系 姜理元 

臺大物理系 林泓曄 

臺大化工系 張友睿 

臺大醫學系 李宜璟 

臺大醫學系 顏嘉瑜 

陽明醫學系 程嘉瀅 

11：40~12：00 綜合座談 資優中心  張顥瀚老師 

 

 

 

 

一、『訓育組報告』 

（一）週記抽查—12/11(二)為高三週記抽查（三篇），學務處將在 12/3-12/7 發下抽查通知。 

（二）班聯會公告— 

1.121 屆校慶將至，班聯會將於 107 年 12 月 01 日(六) 8:00~17:00 於司令台及禮堂進行校

慶「楓之友」活動彩排、12 月 07 日(五) 16:00~21:00 於禮堂進行校慶「楓之聆」、

搭建帳篷及攤位位置，當天會嚴加控管音量，若仍影響到學姊自習，班聯會深感抱

歉，敬請見諒，感謝學姊們的配合。 

2.請各班班代與兩位同學攜帶紀念品預購統計表於 12/3(一)12：10，高一至多功能教室

三、高二至多功能教室四、高三至多功能教室五領取各班預購紀念品，謝謝。 

3.請錄取校慶小義工的同學於 12/5（三）中午 12:10 至莊敬三樓閱覽室參加說明會。 

（三）121 校慶相關事宜—  

12 月朝會預定日 

週一 週三 週五 

12/3 ○ 
高一操場 

(有氧彩排) 
12/5 ○ 

高二操場 

(創意進場走位) 
12/7 X 高二禮堂 

12/10 X 校慶補假 12/12 X 高三模考前 12/14 ○ 高二禮堂 

12/17 ○ 高一禮堂 12/19 X 高三模考 12/21 ○ 高二禮堂 

12/24 X 
高一教室 

(法律常識測驗) 
12/26 X 高三段考前 12/28 ○ 

高二禮堂 

(好戲登場) 

12/31 X 彈性放假       

編號 年級 班級 姓名 性別 Email 

1    □女  

2    □女  

3    □女  

4    □女  

5    □女  

（第十四週）日期：107.11.30 

榮譽榜 

榮譽榜 

秘書室 

 

行事曆 

學務處 

教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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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月 8 日 121 校慶流程一覽表 

時    間 活   動   內   容 地  點 承辦單位 

07:45 到校   

08:00－08:20 學生集合 

操場 

教官室 

08:20－09:00 
高二創意進場比賽、嘉賓進場 

（含校友、家長進場） 
訓育組、秘書室、家長會等 

09:00－09:40 

 

慶祝大會 (介紹嘉賓、表揚資

深同仁、貴賓、校長、家長會

長、教師會長致詞 ) 

各處室 

09:40－09:50 高一有氧舞蹈表演 (大會舞) 

體育組 09:50－10:00 
教職員工家長學生2000公尺

大隊接力賽 

10:00－10:30 教職員工家長趣味競賽 

10:00－13:30 

1.各學科教學成果展 

2.校慶美展 

3.校史暨相關物品展覽 

4.學姊備審資料展 

莊敬大樓3樓 

閱覽室 

校史室 

生涯資訊室 

教務處 

教務處 

圖書館 

輔導室 

10:30－11:00 樂旗隊表演 操場 學務處 

11:00－12:00 校慶茶會 閱覽室 
教師會、家長會人事室、總務

處 

10:30－14:00 園遊會 校  園 訓育組 

班聯會 

11:30－13:30 「楓之友」友校社團表演 司令台 

14:00－15:00 整理校園環境 校  園 衛生組 

15:00－15:30 閉幕典禮 操場 
學務處 

教官室 

2.校慶班旗比賽—各班請於 12/7（五）12:40 前懸掛於指定地點，供評審評分(未依規定時間

放置將斟酌扣分)；12/7(五)當日 17:30-17:40 請各班派同學協助收妥，以免淋濕或遭風吹毀。 

3.園遊會各班攤位—12/8(六) 15:00 前需打掃乾淨，物品歸位，以利廠商收帳篷。 

4.園遊會點券及黏貼憑證注意事項—點券若有撕毀情況，將不予以納入兌換計算。各班將先

拿到 5 張點券黏貼憑證，若園遊會當天點券黏貼憑證不敷使用，請自行至班聯會點券攤位

索取。點券黏貼憑證回收時間及地點：12/8(六)13:30-15:00 於敏求廣場。由於園遊會點券

為當日票券，故當天延遲繳交或未繳交點券回收憑證之班級將打折扣錢，當日延遲繳交打

九折，從 12/11(二)起為超時第一天，超時第一天打八折、第二天打七折，以此類推，超過

12/14(五)將不予受理。 

5.高一有氧舞蹈預演—將於 11/30(五)、12/3(一)朝會時進行。 

6.校慶進場預演—12/5(三) 07:30-08:10—高二各班創意進場走位預演。 

                12/6(四) 16:20-17:10—高一各班、高二各班、高三各班全體預演。 

二、『生輔組報告』 

(一) 校慶期間重要事項提醒： 

1.遲到：校慶當天為重要集會，請於 7:45 前到校，遲到依規定登記，副班長確實點名，

放學繳交點名卡(校慶未到者登記 7 節缺課)。 

2.臨時外出：校慶期間出缺勤規定同平日，惟考量同學於園遊會時因「公務」有外出需

求，校慶當日因公外出者可由導師於「校慶期間臨時外出申請單」(限高一二使用)核章

後，經門口教官查核無誤後外出，同學外出返校時，請於返校欄位簽名並註記返校時

間，未簽名者列記曠課。如非因公務者，依請假規定辦理外出。 

3.安全：校慶期間「各班教室不開放參觀」，請同學轉知來校親友勿進班級教室；校慶活

動當天因進出人士眾多，提醒同學帶夠用現金即可，手機錢包相機等物品務必隨身攜

帶保管好，以免遺失或遭竊。 

4.服裝：以班級為單位統一穿著 

5.教學大樓門禁管制： 

各教學大樓僅開放本校現職師生進出，全天嚴禁家長、畢業生、非本校教職員生進出。 

(1)莊敬樓：莊敬自強間連通道關閉，僅開放中央樓梯進出。 

(2)中山樓：僅開放南側樓梯進出(近禮堂）。 

(3)自強樓：僅開放中央樓梯進出(社團室旁）。 

(4)逸仙樓：僅開放教官室旁樓梯進出。 

6.清場：12/8(六)14：00，除本校師生外，所有來賓需離校。 

7.班旗：旗桿由副風紀股長負責保管，於 12/11 由副風紀股長登記歸還至學務處。 

8.放學： 

12/8(六)校慶放學時間表 

高一 
閉幕典禮結束 

高二 

高三 12：00 (高三全數離校，逸仙樓上鎖) 

三、『衛生組報告』 

(一) 11/30(五)、12/3(一)分別召開衛糾與環保股長校慶值勤說明會，地點在自強 4 樓視聽教

室一，時間為 12:10，請高一二各班的衛糾、環保股長攜帶午餐，準時參加。 

(二) 高一二校慶清潔注意事項，於衛生股長集合時發放，校慶時請留意攤位及教室內的整

潔，處理食物時亦請注意安全。 

(三) 本校流感疫苗注射日期為 12/4(二)，請各班依排定時間到莊敬三樓閱覽室接種疫苗，有

相關疑問請洽健康中心。 

(四) 流感疫情逐漸升溫，請大家留意身體健康，注意勤洗手、避免碰觸掩口鼻、勿共食用

飲，以及注意呼吸道衛生、落實生病在家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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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體育組報告』 

(一) 12/8 日校慶運動會高一同學將進行大會舞表演-有氧舞蹈，各班請選出 30 位同學(須確定當

日無服務工作且能參與者)，隊型須成一直列，穿著運動服外套及運動短褲，運動鞋及短襪

及白鞋(請盡量以白色為主，確保整齊度)。 

(二) 高一有氧舞蹈最後一次預演將在 12/3(一)朝會，請各班同學務必參與練習。 

(三) 課間游泳已開放，請同學多加利用資源。 

(四) 121 屆校慶運動會 100、200、800 公尺、400 接力、2000 接力、有氧舞蹈〈前 8〉及創新

紀錄等獎項，將於 12/08 下午閉幕式中頒獎，個人獎項請親自領獎，團體獎項請派 1 人代表

領獎，獲獎同學於閉幕式前 20 分鐘至司令台左側集合準備，高三於校慶後第一次朝會頒獎。 

 

 

 

12/1(六) 將進行校門口與逸仙樓週邊柏油鋪設工程，師生請依指標與管制進出校門與逸仙樓，造成

不便，敬請見諒。 

 

 

 

一、歲末傳情感恩祝福活動：想參加活動的同學，請於 12/7(五)前提出需求，並跟輔導股長登記。 

12/14(五)前將寫好祝福的小卡片交到輔導室，輔導小義工將擔任傳情小使者，於 12/24-12/25 兩天

中午幫大家傳遞祝福的小禮物。 

二、校慶備審資料展：12/8(六)10:00-13:30，將在生涯資訊室展出歷屆學姐備審資料，歡迎前來欣賞！ 

三、高三繁星推薦講座 

(1)對象：想以繁星推薦管道上大學的高三同學。須符合繁星推薦資格(校排名百分比前 50%)。 

(2)時間：12/11(二)中午 12:10-13:00 

(3)地點：莊敬大樓 2F 生涯資訊室 

(4)內容：繁星推薦條件及篩選方式、校內推薦流程及報名方式。歡迎同學報名參加。 

四、職涯講座- Dell & Intel 公司 

日期 講座主題 地點 手機掃描報名 

12/13(四) 

12:10-13:00 

IT is not just 

 for Geeks. 

莊敬大樓 2F 

生涯資訊室 

 

五、12 月國內大學科系介紹講座 

日期 國內大學名稱 地點 手機掃描報名 

 

12/27(四) 

交通大學材料 

科學與工程系 

莊敬大樓 2F 

生涯資訊室 

 

※講座時間中午 12:10-1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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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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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待住吉高校各班小組長行前總會議將於 12/11(二)中午 12:10 於閱覽室舉行，請務必

準時前來開會！ 請先確認各班接待同學已聯繫上日本學伴、歡迎板通過標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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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上於 12/12 需要多少張椅子給日本學伴使用。 

(二) 接待住吉歡迎式總彩排將於 12/11(二)第 8 節舉行，請中日文司儀、致詞人以及社團表

演者務必準時抵達禮堂開始彩排。 

(三) 2019 赴日海外教育旅行正取同學務必於 12/4(二)前依藍色三聯單繳費方式完成繳費，

12/5(三) 13:10 前繳交第二聯至圖書館，逾期將依序由候補同學遞補，請留意自身權益。

若須請旅行社代辦護照者，請依藍色通知單之內容於 12/3(一)12：20 至圖書館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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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公益財團法人日本臺灣交流協會臺北事務處舉辦第 3 屆(2019 年度)臺灣高中生赴日留

學計畫已出爐，請有興趣的同學下載附件檔案，備妥所有申請資料，於 12/28 放學前繳

交至圖書館服務推廣組，將於 1 月進行校內徵選與報名，請把握難得的機會！ 

二、『資訊組報告』 

(一) 想知道甚麼是人工智慧嗎？好奇 AlphaGo 的學習力嗎？快來資訊組報名參加「擁抱人

工智慧講座」吧！(開放帶輕食用餐) 

講座時間：107 年 12 月 07 日 12:00 至 13:00  

地點：莊敬大樓第一會議室(校史室裡面) 

 

 

 

 

一、重要宣導： 

同學若在捷運站、公車上或校園周邊遇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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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任何需要協助或幫忙事項，請至教官室反映或撥打校安專

線 02-25090833，教官室關心每位同學！ 

圖書館 

總務處 

輔導室 

教官室 

mailto:csghswen@yaho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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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毒大本營 常見毒品 防制學生藥物
濫用資源網 

二、全民國防多元活動： 

(一)12 月 4 日(二)上午「國防醫學院」參訪，請參加同學著整齊校服 0740 時於逸仙樓前圓環集合，

請勿攜帶貴重物品並留意個人隨身物品保管。 

(二)募集協助教官室宣導「全民國防」及「交通安全」活動宣導社團，凡有意願之社團請社長至

教官室登記。 

(三)軍校正期班體檢期間：107 年 11 月 30 日至 108 年 3 月 11 日，有意願同學請至「國軍人才招

募中心」全球資訊網站 http://rdrc.mnd.gov.tw/，網路預約後赴指定醫院體檢，有任何問題歡

迎至教官室洽詢。 

三、高一交通隊招生宣導: 

107 學年度高一交通服務隊甄選結果名冊已公告學生專區網頁，請冊列人員於 12/13(四)中午用餐

後 12:40 時至禮堂實施交通隊值勤訓練(請攜帶手機，以便建立交通隊群組)。因故未能參加人員

請向教官室張孟勤教官核備，並擇期補訓後實習。未參加者將無法取得公服時數。 

(一) 12/17 日(ㄧ)起開始實習值勤。 

(二) 1/2(三)起正式由高一值勤、高二 1 員協助。 

(三) 12/20(四)第八節課(週會)參加交通安全研習(未參加者無法取得公服時數)。 

以上訓練、研習、實期全程參加者，給予公服時數 8 小時。如有交通隊任何問題，歡迎洽張

孟勤教官。 

四、「交通安全」宣導事項：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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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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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校慶(12 月 8 日)學生專車時間調整如下： 

 

 

 

 

 

 

 

六、防制藥物濫用宣導： 

因應毒品流行品項推陳出新，宣導對新型態毒品外觀及危害性認知，避免同學好奇誤用，最新毒

品資訊不定時更新，請師長同學掃描下方 QR-CODE 至以下網站查詢： 

(一) 法務部「反毒大本營」網站（https://antidrug.moj.gov.tw）/最新消息/毒家新聞（最新新聞時

事）及/反毒知識宣導。 

(二)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網站（https://www.cib.gov.tw/Drup）/重要業務/常見毒品。 

(三) 教育部「防制學生藥物濫用資源網」（http://enc.moe.edu.tw） /文宣專區下載/「青少年常用

毒品簡介」簡報，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常見濫用物質及其危害」資料。 

 

 

 

 

 

 

 

 

 

 

 

 

 

 

 

 

 

 

 

 

 

 

 

 

 

 

 

 

 

 

 

 

 

 

 

 

 

一、11/30(五)為熱食部定期消毒日，營業時間至 16：20 止。 

二、12/8(六)校慶園遊會，依往例合作社暫停營業。 

三、依相關食品販售規定，營業場所之冷藏、冷凍設備，不得放置非營業販售品項。故合作社不得

受託保存任何非本社販售物品，以符合法令要求。 

四、學生證如有遺失，請到合作社找經理或向阿姨登記辦理「臨時用條碼卡」，以方便在合作社消

費結帳。正式學生證還是要向教務處註冊組辦理補發。 

12/8(六) 

上學 

土城板橋線 265(三重客運)：正常行駛 

新莊線 299(大都會客運)：正常行駛 

中永和線 202(指南客運)：停 駛 

放學 

土城板橋線 265(三重客運)：1540 發車 

新莊線 299(大都會客運)：停 駛 

中永和線 202(指南客運)：停 駛 

合作社 

 
中山熊週記─中山最可愛的熊寶貝「EDUCATION」 

我是正在如火如荼為學測拼搏的「EDUCATION」， 

獅子座 A 型，平時喜歡彈鋼琴和閱讀，目標是學測就考上 

理想的學系，因為父母都是軍人，所以對就讀軍校有高度的 

興趣，因此 11 月 29 日要參加教官室辦理的「軍校現況說明會」，12 月 4

日也報名了「國防醫學院」的參訪，希望能對軍校有更深入的了解。今天很

高興能與大家見面，這個月的每週四就由我來這裡與大家分享全民國防教

育、軍警院校等資訊，大家要準時收看喔！  

一直以來常看到電影中出現很多新奇、酷炫的武器，而「國家中山科

學研究院」正是這些武器裝備的研究發展單位，並且負有國家國防科技人才

之培育責任，看了去年的軍校正期生的簡章，得知國防大學理工學院與中科

院合作代訓公費生能以學測成績報名，在學期間享有生活津貼，畢業後，由

中科院進行任職單位分發，有興趣的同學等「108 學年度軍校正期班招生簡

章」出爐後，不妨可以參考一下喔。 

各位高三的同學，一起為目標奮鬥吧！~我們下週見囉~~ 

https://www.cib.gov.tw/Dru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