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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校童軍團榮獲臺北市女童軍會 107 年度績優團，感謝郭逸瑄老師辛勤指導。 

二、三群許嫚軒榮獲中華民國台灣女童軍總會優秀女童軍，感謝郭逸瑄老師辛勤指導。 

三、第 31 屆班聯會正副主席當選公告─ 

2 號候選人一年慧班楊芸錚、一年忠班鄭詠心當選「31 屆班聯會正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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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7(五)截止受理學生放棄指考報名。 

(二) 高二轉組申請即日起至 5/31(五)上午 10: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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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減免學雜費申請日期為 5/13-5/31(五)，須於期限內完成，申請表請至教務處註冊組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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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設備組報告』 

(一) 美光-遠哲基金會舉辦的 Girls Going Tech 科學營招收 80-100 名。 

1. 時間地點：6/14(五) 13：20 至 16：50 在本校第一會議室及敏求廣場 

2. 活動課程表： 

 

3. 內容：包括科學實作(發現問題、動手解決)、小組競賽、頒發研習證書及頒獎 

4. 報名時間：校內學生報名，即日起至 5/24(五) 

5. 報名地點：中山女高設備組報名 

6. 報名資格：高一高二參加女科營影響下午正式課程，要經過當天任課老師同意。 

 

 

 

一、『訓育組報告』 

(一) 請尚未繳交社團幹部名單電子檔之社團，盡速將檔案寄至社團信箱(stuclub232@gmail.com) 

(二) 請尚未繳交社團幹部家長同意書之社團盡速將同意書交至訓育組。 

(三) 5/18(六)、5/19(日)校園為國中會考考場，不開放社團活動。 

(四) 禮堂封館—配合 6/4(二)畢業典禮，禮堂預計從 5/20(一)開始封館。 

(五) 高一二週記抽查時程—請各班學藝股長提醒同學，務必依指定期限繳交。 

年級 送交導師 時間 送交學務處 時間 領回時間 地點 

高二(4 篇) 5/20（一） 12：00-12：30 5/22（三） 12：00-12：30 5/27（一） 學務處 

高一(5 篇) 5/27（一） 12：00-12：30 5/29（三） 12：00-12：30 6/3（一） 學務處 

二、『生輔組報告』 

(一) 【高二法律基本常識測驗】(高二班長請向導師報告及向全班宣讀) 

1. 施測時間:108 年 5 月 24 日(五)7:45-8:00。 

2. 缺考及低於 60 分者另行集合加強法律常識宣導。 

3. 平均成績前 3 名班級於朝會頒發獎狀。 

4. 請高二班長於 5/24(五)7:40 前至學務處班級櫃領取試卷，午休前繳回。 

(二) 【注意】為節約水資源，並避免造成同學受傷，請勿在校內實施水球活動。 

(三) 【多一分準備，少一分遺憾】時序進入夏季，從事各類戶外活動，首應注意天候變化及熟

悉地形環境，日前不斷傳出學童溺水新聞事件，請全校師生注意以下防溺措施： 

1. 不要逞強：進行登山、露營、溯溪、戲水、水岸、田野調查研究等活動時，除需做

好行前裝備檢查外，更應考量自身體能狀況能否負荷，不要逞強。 

2. 不要去危險水域：不要去公告危險水域或無救生人員的地方進行活動。 

3. 氣候不佳，不要從事戶外活動：遭遇大潮、豪雨等天候狀況不佳時，不建議從事戶

外活動或應立即停止一切戶外活動，以預防突發性之危安事件(如海灘裂流、碎浪、

地形效應等問題)。 

4. 不要在無防雷設施的建築物內避雨：發生閃電雷鳴時，應遠離外露的金屬物體、鐵

欄杆、高大廣告牌等建築物，及避免至無防雷設施的建築物內避雨（如工棚、車棚、

遮陽傘下），並且應停止游泳、划船並上岸到安全的避雨場所。 

5. 相關資料查詢請至「學生水域運動安全網」(http://www.sports.url.tw/index.html)及「決

定命運 4 招」宣導短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Ho8ygc3oxs&t=39s&pbjreload=10)。 

107-2 第 13 週整潔競賽  1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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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敏 樂、敬   高一 樂 敏 敬 

高二 仁 平 公  高二 捷 誠 敏 

高三 敏 誠、業   高三 愛 公 廉 

時間 活動名稱 活動內容 

13:20－13:50 開場 ．貴賓致詞        (中山女高第一會議室) 

13:50－15:00 短講分享 ．邀請 STEM 領域的代表女性進行分享和 QA。 

15:00－16:50 
科學實作 

巨型投石器 

．發現問題        (中山女高敏求廣場) 

 －公布主題，開始思考解決方案 

．動手解決 

 －透過實際操作和反覆嘗試找到可行方案 

．邀請美光企業志工參與發想 

．趣味競賽 

16:30－16:50 頒獎                    (中山女高第一會議室) 

補考日期 時間 地點 

5/24(五) 12：30 學務處 

5/27(一) 07：30、12：30 學務處 

（第十四週）日期：108.05.17 

榮譽榜 

秘書室 

 

學務處 

榮譽榜 

 

教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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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學系探索 

量表結果查詢 

熱食部滿意度 

三、『衛生組報告』 

(一) 熱食部滿意度調查問卷：麻煩較常在熱食部消費的師長同學協助填

答。若需紙本問卷，可洽衛生組。 

(二) 當會考考場的教室(一年級除一廉外)於 5/17(五)中午放學前務必清空

桌椅，將垃圾桶、資收籃倒乾淨，桶類盡量倒扣藏好，地面、黑板(含

板面、板溝、板擦、板擦機)、資訊講桌等均乾淨，置物櫃上方清空或

物品放置整齊，桌椅整齊排列成 7*6，走廊掃乾淨；並請正副衛生股

長及班長留下，待愛糾檢查合格後再離開。 

(三) 5/22(三)開始高二接管高三外掃區，請高二正副衛生股長分配工作，辛苦高二同學協助。 

(四) 廁所洗手乳若用完，或洗手乳瓶故障、破損等，請向衛生組反應。 

四、『體育組報告』 

(一) 全校籃球 3 對 3 比賽成績如下，恭喜以下得獎班級。 

 

 

 

 

 

 

 

 

 

(二) 課間游泳開放至 6/14 日，請同學盡早補游以免後期人潮眾多。 

(三) 高二班際羽球賽於 5/20 日舉行，將於 5/27 日結束，賽程時間表及規則已公告在體育組網頁，

請各班選手準時參加並歡迎老師及同學們到場加油。 

(四) 「中山雙棲 越野鐵人」，本學期推動第六期跑步 20 公里及游泳 2 公里，達成者有機會獲得限

量 200 份的淺藍色運動束口袋，先達成者先至體育組認證領取，認證時間以 6 月 10 日至 6 月

21 日期間，請勿提前領取。請同學自行上教育部體育署體適能網站-跑步大撲滿平臺登錄跑步

距離，帳號為身份證字號，密碼為學號或座號；游泳將以公里數或於本校游泳系統登錄次數

達 6 次為主，期末手機顯示電子紀錄至體育組認證即可。 

 

 

 

一、國內大學科系介紹講座： 

 

二、高三上榜學姊經驗分享系列講座 

 

三、高二大學學系探索量表已可線上查詢結果 

高二學生施測的「大學學系探索量表」已可自行線上查詢測驗結果，請見下列網址或掃描 QR 

code，依據下列操作路徑，首次登入時請以「身分證字號」作為帳號密碼登入。若無法成功登

入，請操作下列方法： 

(一) 登入高一時作興趣測驗的帳密： 

1. 帳號：個人身分證字號 

2. 密碼：高一作興趣測驗設定的密碼 

倘若已經忘記高一興趣測驗的密碼，請在登入頁面，按下「忘記密

碼」，你的信箱將收到「重設密碼」的確認信。 

(二) 若已進行忘記密碼流程，仍無法登入，請主動找輔導室陳詒枚老師。 

1. 網址：https://psytest.ceec.edu.tw/probe/Home/Show 

 

 

 

一、『服務推廣組報告』 

(一) 閱讀沙龍──國際教育講座將於 5/22(三) 12:10–13:00 第二會議室進行，請同學踴躍報名。 

二、『資訊組報告』 

(一) 【注意】請圖資股長務必於外堂課前檢查班上單槍、電腦、電燈電扇等設備是否已關閉。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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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次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第七名 第八名 

3 對 3 

籃球賽 

三簡 三慧 二樂 B 一義 二誠 A 二正 A 二博 B 二敏 

程毓婷 

黃敏惠 

廖珮伃 

鍾昀蓁 

陳采君 

黃巧霖 

鄭晴文 

任容嫻 

張靜文 

李紫瑜 

李奕萱 

林雨蓁 

陳莙莙 

蔡佳恩 

沈采萱 

蕭以琳 

何孟澐 

張嘉敏 

周紫緁 

夏懷嬣 

劉思廷 

吳光晴 

吳宜靜 

謝  穎 

李幸樺 

袁珮芸 

林采翎 

梁沐安 

簡巧宜 

何巧軒 

吳芷悅 

李誼嫻 

時間 講座主題 地點 手機掃描 

報名 

6/10(一) 

12:10-13:00 

長庚大學醫學院 

(醫學系、中醫系、護理系、職能治療、呼吸

治療、物理治療、生技暨檢驗學系、醫放系、

生物醫學系) 

莊敬大樓 2F 

生涯資訊室 

 

   時間 

 

地點 

一 二 三 四 

5/20 5/21 5/22 5/23 

生涯室 1.醫藥衛生 3.財經 5.社會心理、不分系 7.醫、牙、中醫 

閱覽室 2.傳播 4.國外大學 1 6.資訊 
 

   時間 

 

地點 

5/27 5/28 5/29 5/30 

生涯室 8.法政 10.藝術 12.文史哲、教育 14.國外大學 4 

閱覽室 9.管理 11.國外大學 2 13.國外大學 3 
 

輔導室 
圖書館 

https://psytest.ceec.edu.tw/probe/Home/S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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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E 實境解謎 

 

 

 

 

一、全民國防多元活動： 

(一)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與國軍歷史文物館合作辦理「全民國防實境解謎」活動，運用軍史館內常

設展覽內容設計遊戲謎題，自 5 月 18 日起，凡闖關完成者，還可至服務臺兌換限量紀念品喔！

歡迎師長、同仁及同學組隊來挑戰。 

(二) 國防部辦理 108 年「全民國防教育海報甄選」，歡迎有興趣的學生踴躍參加，9 月 20 日前請

自行以通訊報名方式辦理，詳細資訊可至教官室網頁查詢。 

二、交通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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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安全「四大守則」： 

1. 我看得見您，您看得見我，交通最安全。 

2. 謹守安全空間—不作沒有絕對安全把握之交通行為。 

3. 利他用路觀—不作妨礙他人安全與方便之交通行為。 

4. 防衛兼顧的用路行為—不作事故的製造者，也不成為無辜的事故受害者。 

三、防災宣導： 

本(108)年度萬安 42 號「軍民聯合防空」演習，定於 5/27（星期一）下午 13 時 30 分至 14 時實施，

煩請全校師長、家長及同學，配合事項如下： 

(一) 演習期間全面實施人車管制及疏散避難等措施，若已規劃活動，請及早因應妥處。 

(二) 演習時學生原應於地下室避難，因地下室空間不足，全體人員請於教室內避難，亦不得從事

戶外課程，如：騎樓半開放之類似空間。 

(三) 請全校教職員工、家長及學生於演習期間，在教室或辦公室內避難，配合關閉門窗及實施燈

火管制，並避免於走廊上走動。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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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居住在臺北市、新北市的人而言，搭乘捷運已經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只是平日趕

上學、補習的腳步中，未曾駐足片刻去發掘捷運網絡背後的複雜與辛苦，今天有機會可以到鄰

近學校的松江南京站參訪，讓我們來一探究竟吧！ 

 

第一站： 

來到捷運月台對講機，站長告訴我們如何使用對講

機，清楚的告知站務人員需要協助之處，當然同學上

去實際操作，一開始在傻笑，後來経過站長指導才能

完成，站長提到還有阿姨用對講機問她菜市場在那？ 

 

 

 

 

 

第二站： 

是緊急逃生門體驗，發生緊急 事件（地震 

疏散、火災等）才能從這走，要不然可是會被開罰 

4500 元喔！ 

 

 

 

 

 

第三站： 

來到手扶梯，站長讓我們體驗按壓緊急按鈕，手扶梯

會瞬間停止，有不少同學站在上面嚇了一跳，站長還

告訴我們，曾有人因為跨年結束後要返家，結果人潮

太多，被推擠跌倒後，頭髮捲入手扶梯，真恐怖。 

 

 

 

第四站： 

站長還熱心的幫我們解答許多奇妙的問題， 

例如捷運有人在駕駛嗎？收班後列車開到哪停放？ 

本以為參觀捷運是件很普通的事，沒想到捷運有很多 

不為人知的地方，這節課的參訪讓我收穫滿滿。 

 

 

合作社 

教官室 

甄選報名資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