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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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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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減免學雜費申請日期為 108 年 5 月 13 日(一)至 5 月 31 日(五)止，須於期限內完成申請，申請

表請至教務處註冊組領取。 

(三) 校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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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學營招收約 100 名。 

1. 時間地點：108 年 6 月 14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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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表已發至各班班櫃 

報名時間：校內學生報名，即日起至 5/24(五) 

報名地點：中山女高設備組報名 

選出順序：中山同學優先，未額滿則開放給外校國三剛畢業女學生。校內選出順序不管是

廉班的專題研究或星期五下午課程都需要各位老師配合協助，其中影響到老師們的專題與

上課敬請見諒。 

(1)中山高一二廉班的學生：最為適合且優先，因美光遠哲科學實作符合專題活動課程。 

(2)中山高一高二在校生：影響下午課程，要經過當天學校任課老師簽名同意。 

 

 

 

一、『訓育組報告』 

(一) 119 屆畢業典禮—畢業典禮將於 6/4(二）下午 5:00 舉行，畢業生請準時於下午 1:00 準時

在教室點名，並依照畢籌典禮組在指定時間。畢業生獲獎名單、畢業典禮相關彩排時程及

注意事項，將於近期公告於學校網頁並發放班櫃通知，請高三同學留意。 

＊臺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 119 屆畢業典禮流程 

(二) 各類營隊、競賽、活動，皆公告於學校首頁學生專區，請同學留意活動訊息公告。 

107-1 第 14 週整潔競賽  107-2 第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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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  高一 敏 敬 樂 

高二 敬 公 簡  高二 捷 樂 博 

高三 群 和 敬  高三 信 和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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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 時長 活動名稱 內容 

17:00~17:20 20 你，準備好沒 學生入場 

17:20~17:30 10 您，就座了嗎？ 教師、貴賓入場 

17:30~17:50 20 說！我們聆聽 校長、來賓致詞 

17:50~17:52 2 來！揚起風帆 開幕片 

17:52~17:57 5 ㄍㄧㄚˊ！不要回頭 Some Neverland 

17:57~18:07 10 榮譽大副 獎項介紹片 1 分鐘 

頒獎（市長、議長、局長獎） 

18:07~18:11 4 號角響起 妳懂在我說完之前 

18:11~18:21 10 榮譽船副 獎項介紹片 1 分鐘 

頒獎（校長、家長會長、區長獎） 

18:21~18:26 5 乘風破浪 Over the Sea 

18:26~18:36 10 榮譽水手長 獎項介紹片 1 分鐘 

頒獎(體育績優、蘭心蕙質、服務熱心) 

18:36~18:40 4 引航高歌 親愛的，妳 

18:40~18:48 8 榮譽輪機長 獎項介紹片 1 分鐘 

頒獎（青年服務、全勤） 

18:48~18:58 10 舞者，秀一波 Stop to Dance 

18:58~19:22 24 女孩，看過來 班級影片 

19:22~19:27 5 攜手，向前走 Steer towards the Future 

19:27~19:47 20 這裡，會考喔 老師影片 

19:47~19:54 7 老師，請笑納 老師受禮 

19:54~19:59 5 停泊，追憶 在校、畢業生致詞 

19:59~20:02 3 加冕，授勳 頒發畢業證書 

20:02~20:06 4 頃刻，迎曦 快樂中山人、校歌 

20:06~20:10 4 開帆，啟航 謝幕─畢業歌曲 

（第十五週）日期：108.05.24 

秘書室 

 

教務處 

榮譽榜 

學務處 
榮譽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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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學系探索 

量表結果查詢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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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高一週記抽查時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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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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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6/4(二)為畢業典禮，當天放學後校園不開放社團活動，請所有社團準時離校。 

二、『生輔組報告』 

(一) 【班長看這裡!!!】5/28(二)12：00 請班長至學務處領取下列表格 

1. 【二升三幹部名單】暑期輔導起即由新任幹部擔任。 

2. 【服務學習課程登記表】高一二學生每人每學期至少應服務滿 8 小時。(若無服務學習時數則

德行評量表之服務學習時數欄高一二呈現為 0)。 

3. 【一升二新生輔導班長名單】以現任高一各班班長及副班長為主，若班長及副班長因故無法

擔任，以風紀股長及衛生股長為優先代理人選。 

4. 上述資料由班長統一繳交，截止日期請如下表，請同學提早準備。 

年級 幹部名冊(二升三) 服務學習時數登記表 輔導班長名單(一升二) 

高一 x 
6/20(四)中午 

6/20(四)中午 

高二 6/20(四)中午 x 

為維護班級權益，以上請班長於導師簽章後，於期限內交回生輔組彙整。 

(二) 【兩公約宣導】 

問題：「兩公約｣有何重要性？ 

回答：由於第二次大戰的發生，使人類深切感受到：「容許人權侵害行爲的存在是造成戰亂的

主要原因」，於是戰後致力於人權的普遍落實。聯合國為落實 1948 年之〈世界人權宣言〉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在 1966 年的第 21 屆聯合國大會上，通過兩公約並

於 1976 年正式生效。兩公約的主要內容，皆是以〈世界人權宣言〉為基礎而制定，其內容在

闡明人類之基本人權，並敦促各國積極落實其保障，務使全球人民在公民、政治、經濟、社

會及文化各方面，皆享有相同之人權保障，「人權」從個別國家的意識形態，發展爲國際間的

共同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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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址：https://is.gd/HaEgvy，若需紙本問卷，可洽衛生組，已完成的問卷

也請盡快繳回衛生組。 

(二) 打掃時間請務必將教室椅子搬起來，並進行內外掃清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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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涯講座：認識會計師行業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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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入時，帳號為「身分證字號」。密碼為「高一時的興趣測驗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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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無法成功登入，請操作下列方法： 

(一) 忘記密碼流程： 

1. 帳號：個人身分證字號 

2. 認證碼：請依據圖示輸入認證碼 

(二) 按下忘記密碼後，會在信箱收到重新設定密碼的連結。 

(三) 重新登入，即可查詢心理測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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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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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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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熱食部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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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服務推廣組報告』 

(一) 閱讀沙龍講座將於 6/6(四) 12:10 – 13:00 進行，本次講座邀請到「詩詞男神」張仲宇講師，請

同學踴躍報名。 

二、『資訊組報告』 

(一) 請圖資股長務必於外堂課及放學前關閉班上單槍、電腦、電燈電扇等設備，避免資源的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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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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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官室訂於 5 月 30 日(四)1210 至 1300 時，於莊敬大樓一樓多功能教室 1 辦理「108 學年度

國防培育班說明會」，歡迎有興趣的高一、二同學，攜帶午餐踴躍參加。 

二、交通安全： 

提醒同學穿越馬路時，應遵行交通號誌及本校交通隊指揮，切勿行進間使用手機、閱讀書報等，

並行走於人行穿越道(斑馬線)上，留心周圍交通狀況快步穿越，以維自身安全。 

三、防災宣導： 

本(108)年度萬安 42 號「軍民聯合防空」演習，定於 5 月 27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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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教育局宣導「早安臺北半程馬拉松暨反毒青春樂園嘉年華同學萬歲街舞大賽」活動，歡迎有興趣

的同學，踴躍報名參加。 

 

 

  

一、【預告】6/6(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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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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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館 

合作社 

教官室 

街舞大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