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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2 第 7-8 週紀律競賽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高一 樂 敏 敬 

 高二 愛 樂 博 

 高三 捷 簡 平 

 

107-2 第 7 週整潔競賽  107-2 第 8 週整潔競賽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高一 禮 樂 簡  高一 平 敏 樂 

高二 群 孝 愛  高二 簡 智 樂、群、公 

高三 群 仁、義    高三 群 業、廉   

 

一、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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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獎 

二簡 37 鄭宜晴 長笛獨奏 音樂班 甲等 

二群 15 高瑾萲 長號獨奏 非音樂班 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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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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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市「就讀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生獎學金」申請條件如下──設籍新北市滿 6 個月以上，學

業總平均 80 分及體育成績 70 分以上(身心障礙學生體育成績 60 分以上)，不得有記過以上處

分；詳情請參閱本校網站。 

 

 

 

 

一、『訓育組報告』 

(一) 請尚未繳交社團公服之社團，務必於 4/29(一)以前將公服心得電子檔寄至社團信箱

(stuclub232@gmail.com)。 

(二) 4 月 13 日(六)為春季晚會，校內社團活動僅開放 8:00-12:00，請所有社團務必於時間內結

束活動並離開校園。 

(三) 班聯會公告── 

1. 4/13(六)為本年度春季晚會，當日 12:00起即不開放校園，敬請見諒。當日活動為 16:30

開放進場，17:00 開始，請記得攜帶兩張發票及門票入場，現場也將販售現場票，一

張為 220 元，高三學姊可憑學生證及兩張發票免費入場，歡迎各位同學共襄盛舉！ 

2. 為搭建本年度春季晚會舞台，4/12(五)13:00 起甲乙場將不開放使用，也請各位同學

避免靠近工程區域，謝謝大家的配合，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3. 請錄取春季晚會小義工的同學務必於指定時間至傳達室簽到並注意其他規定事項。 

4. 春季晚會售票事宜：一售二售皆發放完畢，若仍需購票，可至粉專或 instagram 填寫

表單。特別提醒，購買校內票的同學，當日務必出示學生證，否則須補差額。若有

任何問題請洽班聯會總務吳蘊芯 0974104799。 

(四) 畢業生獎項審查──本學年度畢業生獎項審查實施計畫暨表現傑出市長獎推薦說明已公告

於本校首頁，請高三同學留意繳件期限，有任何問題請洽學務處訓育組。高三「表現傑出

市長獎」推薦──請推薦師長務必於 4/26(五)17:10 前將資料送交學務處蔡雅璇幹事。 

(五) 伊甸基金會義賣──有意訂購伊甸基金會義賣的班級，請各班班代幫忙登記收款，並在

4/23 中午 12:10 至莊敬大樓一樓多功能一教室繳費。 

(六) 第 31 屆班聯會主席選舉──於 5/3(五)舉行，歡迎高一同學踴躍報名參選（報名截止日為

4/12，報名表已發放高一各班）。 

(七) 高三週記抽查時程—請各班學藝股長提醒同學，務必依指定期限繳交。 

二、『生輔組報告』 

(一) 【高三服務學習課程】高一二學生每人每學期至少應服務滿 8 小時，高三無強制規定(高

三如需登錄請班長於 5/2(四)中午前統一繳交，請同學提早準備。若無服務學習時數則德

行評量表之服務學習時數欄高三呈現空白，高一二呈現為 0)。 

(二) 【春季晚會】配合 4 月 13 日(六)春季晚會，請到校活動同學 12 時準時離校。 

(三) 【一氧化碳】近日雖然已經進入春天，但天候仍舊寒冷，使用瓦斯熱水器沐浴時，特需注

意室內空氣流通，不可因天氣寒冷將門窗緊閉，導致瓦斯燃燒不完全，因而肇生一氧化碳

中毒事件。 

(四) 【反詐騙】鑑於近年來詐騙手法不斷翻新，內政部警政署於國內民眾普遍使用之手機通訊

軟體 LINE 開設官方帳號，定期提供最新訊息，幫助同學及時掌握新型詐騙手法及防範

之道，並提升反詐騙意識以防遭詐。(請至官方帳號搜尋「165」即可發現反詐騙官方帳號) 

年級 送交導師 時間 送交學務處 時間 領回時間 地點 

高三(2 篇) 
4 月 22 日

（一） 

12：00 

～ 

12：30 

4 月 24 日（三） 

12：00 

～ 

12：30 

4 月 29 日

（一） 
學務處 

（第八週）日期：108.04.12 

秘書室 

 

教務處 

榮譽榜 

學務處 

mailto:stuclub232@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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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愛你我 

歲歲平安 

反毒微電影 

別讓毒品 

騙了你 

反毒微電影 

菸品與肺部健

康宣導資料 

三、『衛生組報告』 

(一) 廁所衛生紙花費龐大，請大家節約使用，麻煩不要用來擦手、腳，建議可利用烘手機。 

(二) 15:00~15:20 為打掃時間，請務必進行打掃，並且不要佔場影響其他班級打掃。 

 

 

 

一、國內大學科系介紹講座： 

時間 講座主題 地點 手機掃描報名 

4/18(四) 

12:10-13:00 

政治大學社會科學院介紹 

(政治、社會、財政、公行、

地政、經濟、民族) 

莊敬大樓 2F 

生涯資訊室 

 

4/22(一) 

12:10-13:00 

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介紹 

(政治、經濟、社會、社工系) 

4/26(五) 

12:10-13:00 

臺北大學會計系科系介紹 

二、性平暨家庭教育書展 

 日期：4/8(一)至 4/30(二) 

 地點：本校圖書館大廳 

 內容：結合 4 月性別平等宣導月，於圖書館舉辦主題書展，展出性別平等及家庭教育相

關書籍，歡迎有興趣的老師與同學們前往參觀。 

三、自殺防治守門人講座： 

時間 講座主題 地點 手機掃描報名 

5/15(三) 

12:10-13:00 

自殺防治守門人進階講座 

主講人：吳思穎實習心理師 

莊敬大樓 2F 

生涯資訊室 

 

※該場次全程參加並交心得的同學，發公服時數 1 小時。 

※高一高二輔導股長，請至少於上述講座擇一場參加 。 

四、高三申請入學提醒事項 

(一) 申請入學甄試心得表： 

請參與申請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的同學，於面試結束後三天內撰寫「108 申請入學指

定項目甄試心得表」並寄回輔導室： 

 請盡量以電子檔填寫(電子檔請至輔導室最新消息下載)，完成後 E-mail 至

guid@m2.csghs.tp.edu.tw，檔名設定「108 甄選校系─姓名」。 

 若用手寫，請一律用黑色原子筆書寫，以利掃描。祝福大家金榜題名！ 

(二) 紙本備審資料留存：請參與申請入學者，繳交一份個人備審資料至輔導室留存，提供日後學

妹升學參考，嘉惠後人！ 

五、輔導室刊物「楓聆」第 34 期延長徵稿，歡迎投稿！ 

本期主題為「生涯與家庭教育─17的對話」。「17」是代表青春年華的數字，17 歲就如同毛毛

蟲蛻變成蝶的過程，妳將從稚嫩的模樣，逐漸轉變成成熟的大人。此次以「17」作為年少時

光的寫照，歡迎中山女孩發揮妳的文采巧思，踴躍投稿，寫下屬於你心中的 17 歲天空。（獲

選刊出的稿件可領取稿費） 

 徵文稿：心中 17 歲的圖像。（300~450 字之間） 

 徵繪圖：17 的模樣。（可手繪或電繪） 

1. 截稿日期：108 年 4 月 16 日（二）。 

2. 稿件格式：文字稿件請電子檔 word 格式為主，圖片稿件可繳交電子檔或紙本，檔案中須

註明班級、座號、姓名、稿件筆名。 

3. 繳交方式：親自送到輔導室陳詒枚老師，或將稿件 E-MAIL 至：jerg8035@gmail.com 

 

 

 

一、『服務推廣組報告』 

(一) 108 學年度赴法團第二波徵選報名同學請把握時程，於 4/19(五)17:30 前繳交報名相關表件

至圖書館流通櫃檯。 

(二) 其他不定期之國際交流資訊或閱讀推廣活動請上圖書館網頁或學校首頁學生專區查看。 

二、『資訊組報告』 

(一) 本學期資訊專題講座將於 4/15(一) 12:00 – 13:00 進行，歡迎同學踴躍至資訊組報名。 

(二) 國際運算思維成績已出爐（含分數及全國 PR 值），參加競賽的高二、高三、及高一無資訊

課的同學，請至圖書館資訊組索取競賽證明電子檔(請自備隨身碟)。 

 

 

 

一、交通安全資訊：請同學於路口等候紅燈時， 應於人行道邊緣往後退 3 大步

的地方，避免大型車輛內輪差及突然事故之危險；通過路口時務必行走

行人穿越道（斑馬線），遵守行人號誌通行並左看看右看看，隨時注意左

右來車，秒數不足不急著通過，切勿低頭使用行動裝置或聊天嬉戲而疏忽行

經車輛，以確保自身安全。 

二、防制藥物濫用： 

(一) 內政部警政署邀請國內影星夏于喬、知名 youtuber 館長陳之漢聯合演

出「真愛你我、歲歲平安」反毒公益微電影。 

(二) 臺北地方檢察署──反毒影片「別讓毒品騙了你」。 

(三) 國民健康署宣導 2019 年世界無菸日主題「菸品與肺部健康」，希望能提

高同學對於菸品危害肺部健康之認知，維護你我的健康。 

三、全民國防多元活動：【108 年「國防知性之旅－營區開放」活動相關資訊】 

(一) 花蓮空軍基地(第五聯隊) ，8 月 10 日(星期六)，配合八一四空戰勝利紀

念舉辦。 

圖書館 

輔導室 

教官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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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基隆威海營區(海軍 131 艦隊)， 9 月 28 日(星期六)，配合銘傳、逢甲軍艦成軍周年紀念舉辦。 

(三) 臺北市國軍歷史文物館「臨陣當先」步兵特展，自 3 月 15 日至 8 月 9 號止，介紹國軍步兵

部隊的演進和展望，現場設有實際體驗區，可以透過 VR 體驗戰場環境，或是實際使用 T91

步槍的射擊訓練裝置，以了解步兵的訓練實況。 

以上活動歡迎有興趣的同學踴躍前往參觀。 

 

 

 

一、在結帳或加值時，請注意電腦螢幕是否正確顯示同學的姓名，以免發生款項誤扣、或儲值金未存

入的情形。若對於賣場消費金額有疑問，也請於發生問題的當天，儘速至合作社查詢，以方便

找出問題並加以處理。 

二、【預告】高三同學請注意： 

(一) 因會在畢業典禮(6/4)當天早上，辦理高三同學退社並退還股金及儲值金。所以 6/3(一)中午

12 點 40 分後，將全面關閉高三同學的刷卡消費及線上訂餐權限。 

(二) 畢業後如果仍會每天至合作社消費用餐，請跟合作社阿姨借用「畢業生臨時卡」儲值使用；

並於 6/27(四)下午 1 點 10 分－合作社結束本學期營業時間前，繳回儲值卡並退還卡內餘額。

因「畢業生臨時卡」沒有學生證記名效用，遺失後餘額無法停卡，也請使用同學注意。 

 

 

 

 

 

 

 

 

 

 

 

 

 

 

 

 

 

 

 

 

 

 
 

    中山熊週記 

高二教旅下午抵達空軍基地，空軍基地

的長官們，熱情接待學校師生，到隊史館進行參觀簡介，戶外

更有多架退役軍機供師生拍照留念，讓師生更了解空軍任務及

光榮歷史，到了機堡，有熱情洋溢的空軍寶寶帶來迎賓舞歡迎

我們，帥氣的空軍憲兵隊帶來擒拿術示範及教學，最後與 F－

16 戰機進行大合照，這趟參訪讓同學們直呼過癮！ 

 

 

 

 

 

 

合作社 

F-16 戰隼戰鬥機 

 開發生產：美國通用動力公司、洛克

希德.馬丁公司。 

 主要任務：空戰主力。 

 設計概述：單發單座輕型戰鬥機，重

視視距內纏鬥能力，是可執行多重任

務的輕型戰術飛機，屬第三代戰鬥

機。 

 武器性能：配備 20 公厘火神砲，另

可依據任務配備空對空、空對地及反

艦飛彈。 

 造價：約 3000 萬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