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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2 第 10 週整潔競賽  107-2 第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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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禮 簡  高一 樂 禮 平 

高二 簡 捷 慧  高二 義 和 孝 

高三 孝 和、群    高三 捷 信 簡 

一、本校合唱團參加 107 學年度全國鄉土歌謠比賽榮獲東南亞語系優等，感謝沈卓沛老師、巫怡人老

師、蔡瑋玲老師、李天來老師辛勤指導。 

二、本校英語辯論社張詠湞同學參加 108 年度全國高中英語辯論比賽榮獲最佳辯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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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學年度指定科目考試」於 5/3(五)前完成報名資料校對與收費，5/17(五)截止受理學生放

棄指考報名。請 

1. 高三學生思考，並與師長和家人討論。 

2. 尚未確認錄取大學者務必先報名指考，再依放榜結果於期限內辦理放棄與退費。 

3. 5/1(三)~5/3(五) 要做最終資料校對與收費，請同學盡量不要缺席。 

(二) 高二轉組申請，即日起至 108 年 5 月 31 日(五)上午 10:10 止，請至教務處註組領取申請表，

於期限內繳回(需完成家長、導師、輔導老師簽章) ，逾時不受理申請。 

(三) 內政部移民署 107 學年度新住民及其子女培力與獎助(勵)學金計畫，即日起至 5 月 16 日

(四)16:20 前請至教務處註冊組申請，相關資訊及申請文件等請至教務處註冊組洽詢或內

政部移民署新住民及其子女培力與獎助學金系統綱站(https://sp.immigration.gov.tw)查詢。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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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訓育組報告』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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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前將資料送交學務處蔡雅璇幹事。 

(二) 4/29(一)-5/7(二)為段考週，請暫停所有社團活動，違規者將酌扣社團評鑑成績。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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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5/2(四)第八節課預計在禮堂辦理高三畢籌會說明會，請已經上榜的準大學生，當日勿請

假，踴躍報名參加。 

(五) 班聯會公告－ 

5/3（五）為 31 屆班聯會正副主席選舉。投票時間為 7:30～8:10、12:10～13:20、16:20～

18:30。高一投票地點為：莊敬三樓選修教室一；高二投票地點為：中山樓多功能教室三；

高三投票地點為：逸仙樓簡報室（圓棟二樓對面）。請各位同學踴躍參與。 

(六) 高三畢業紀念冊預計 5/7(二)段考完後發放，請各班畢代留意相關注意事項。 

(七) 5/11(六)將進行校園消毒，不開放社團活動。 

(八) 5/18(六)、5/19(日)校園圍國中會考考場，不開放社團活動。 

二、『生輔組報告』 

(一) 【服儀規定】107 學年度第二學期服儀委員會議決議通過 

1. 「本校運動外套統一為無帽子款式」，107 學年度入學之有帽子運動外套不登記違規 

2. 「班聯會紀念帽 T 每年改屆數發售」 

＊詳細資訊已放置各班班櫃，請各班服儀代表協助公告說明。 

(二) 【防怠速車內中毒，醫師：關冷氣開車窗】 

初步吸入一氧化碳會出現頭痛、頭暈、噁心，大量吸入就會陷入昏迷、失去意識而死亡。

近日有民眾因長時間在怠速車內致一氧化碳中毒身亡，醫師建議，關閉冷氣打開車窗，

讓車內外空氣能流通，或下車到陰涼處休息，才不會釀成一氧化碳中毒意外。 

(三) 【假借貸 真騙簿】 

165 提醒您：歹徒利用網路刊登借貸廣告，吸引急需用錢民眾拍照個人資料上傳至通訊軟

體，並將個人存摺、提款卡寄送歹徒指定處所，幾日後卻接到銀行通知警示帳戶與法院

傳票，才知自己成為人頭帳戶。在此呼籲勿任意將個人資料提供他人，以免成為冤大頭。 

108.5 月朝會預定日 

週一 週三 週五 

   5/1 X 考前一週 5/3 X 考前一週 

5/6 X 
高一二期中考 

高三期末考 
5/8 X 高三期末考 5/10 ○ 

高二禮堂 

(與眾不同) 

5/13 ○ 
高一禮堂 

(驚豔芬蘭) 
5/15 X  5/17 ○ 

高二禮堂 

(學系探索量表) 

5/20 X 禮堂暫停開放 5/22 X 禮堂暫停開放 5/24 X 
高二教室 

(法律常識測驗) 

5/27 X 禮堂暫停開放 5/29 X 禮堂暫停開放 5/31 X 禮堂暫停開放 

（第十一週）日期：108.04.26 

榮譽榜 

秘書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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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事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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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處 

榮譽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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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衛生組報告』 

(一) 請高一、二環保股長、衛糾以 google 表單填寫會考

執勤時段，期限到 4/2613:00 截止。 

(二) 高三衛生股長請於 5/2(三)中午 12:15 到逸仙樓三樓

文化教室集合開會。 

(三) 市政府「延慧書庫」徵求考科參考書，贈送給偏鄉地

區學生，請高三同學整理書籍時，可將考科參考書送

至「逸仙樓一樓的討論室(國文科辦公室旁)」，其餘教

科書、講義、雜誌(含英文雜誌)則請送資收室回收。 

 

 

 

一、國內大學科系介紹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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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一選組家長說明會 

時間：108 年 5 月 3 日(五)晚上 18:30 報到、19:00 開始。    地點：莊敬大樓 4F 演藝廳。 

內容：心理測驗結果及選組輔導，本校課程規劃及選課辦法。 

四、自殺防治守門人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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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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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提醒！高三同學若有申請國外大學錄取者，請知會輔導室。 

六、母親節活動，名額有限，歡迎踴躍報名參加！溫馨的母親節即將到來，來製作可愛的雪球髮圈

送給媽媽吧！ 

日期：05/08 中午 12:20-13:00    地點：莊敬六樓群組教室 

招收人數：限 30 人（若人數超過，最後抽籤決定，5/1 公布名單） 

報名方式：各班輔導股長將報名表繳回輔導室    報名截止日：04/30(二)17:00 前 

材料費用：10 元    注意事項：請自備銳利剪刀，剪毛線用。 

 

 

 

一、『服務推廣組報告』 

(一) 108 年德瑞法國際專案交流及國際高中生高峰會校內報名截止日期為 4/29(13:10)，請有意

報名的同學把握時間。 

二、『資訊組報告』 

(一) 高三同學請自行轉移或備份校園 gmail 帳號資料(學號@m2.csghs.tp.edu.tw)，資訊組將於高

三同學畢業後三個月刪除帳號。 

 

 

 

一、重要事項宣導： 

同學如當日無法到校時，請提醒家長撥打「請假專線」：02-25073148 轉分機 291~295，並

請家長務必於當日上午 0710 時至 0900 時以前完成電話請假，以利掌握當日同學到校情況。 

二、全民國防多元活動： 

5 月 22 日(三)上午辦理「全民國防教育資源中心(至善國中)-樹攀體驗活動」，公假前往，

限額 30 員，報名請至教官室領取「家長同意書」，歡迎同學踴躍報名體驗。 

三、交通安全宣導： 

(一) 為維護校園交通安全，請老師、家長及同學落實人車分道： 

1. 上放學期間（0700~0745 時、週三五 1610~1630 時、週一二四 1710~1730 時），校門

口汽車禁止通行，機車、自行車請牽引入校。 

2. 小門為行人專用，機車、自行車請勿進出。 

(二) 為保障師生家長呼吸健康，請老師家長於家長接送區、校內停放車輛時，確遵怠速熄火規

定(停等逾三分鐘者，應關閉引擎)，以維護校園與周邊空氣品質。 

 

 

 

一、【預告】5/3(五)為合作社熱食部每月定期消毒日。下午 4 點 20 分後停止營業。 

二、【提醒】除各年級全體同學訂購的英聽相關雜誌(如 Live ABC、空美、空英等)，或授課教師

指定訂購之參考書、測驗卷外，本校(含合作社、各處室)都不會另外推薦同學訂購任何課外

閱讀雜誌或書刊！如有廠商到校推銷課外閱讀雜誌或書刊並要求同學至指定地點繳款時，

請務必向合作社、學務處、教官室或授課老師確認，以免發生消費糾紛。 

時間 講座主題 地點 手機掃描報名 

5/9(四) 

12:10-13:00 

交通大學附中山校友 

科系介紹 
莊敬大樓 2F 

生涯資訊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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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館 
輔導室 

教官室 

合作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