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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2第 10週整潔競賽  10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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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 仁 簡 高一 公 孝 仁 

高二 誠 義 智 高二 捷 正 廉 

高三 誠 業、簡  高三 誠 業 樂 

 

 

 

一、『設備組報告』 

(一)   北市科展： 

中山女中第 49 屆北市科展作品說明書入選名單 

說明板編號  科別 作品名稱 指導老師 班級 座號 姓名 

IIC01003   數學科 即刻救援 林世哲 
223 二廉 28 蘇琪 

223 二廉 2 王宜婷 

IIC02004  物理科 「珠」思泉湧 蘇益加 

223 二廉 11 洪瑄璟 

223 二廉 6 李奕萱 

223 二廉 15 張語庭 

IIC03008  化學科 
甘油發電！

發電甘油！ 
吳光輝 

223 二廉 1 王元欣 

223 二廉 18 傅律綺 

IIC05003  
動物與 

醫學學科 

警告費洛蒙

可否引發蟑

螂戰或逃之

生理活動的

探討 

蔡任圃  

223 二廉 24 鄧年芮 

223 二廉 13 留詩暐 

  北市科展近期注意事項： 

   1. 作品說明書入選的作品 4/8(五)12:00~4/21(四)17:10 請利用課餘時間至多媒體教室進行海報的列 

  印。印一張海報大約 20 分鐘。切勿擠在同一天並耽誤送件時間。 

   2. 4/25(一) 9：00 設備組請貨運公司協同設備組師長將參展作品說明板送件到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 

  7 樓。  

   3. 4/27(三)辦理入選作品初審(設備組統一請公假)，並於當日 21：00 後網站公布參展作品參加複 

  審名單。(要帶學生證)。  

   4. 4/28(四)辦理參展作品複審(可以請公假)，並於次日(4/29) 15：00 後在網站公布參展作品得 

  獎名單。 

(二)   北市中等獎助計畫本校複審全部通過名單請上內湖高中網站查閱。 

(三)   近日比賽及活動如：校內數學科能力競賽初賽，及 2016 年青少年高校科學營(兩岸四地)活動計劃書 

  _For 台灣協力學校，旺宏科學獎，2016 台積電盃—青年尬科學…等，請同學上本校網站瀏覽。 

 

 
 

一、 『生輔組報告』 

(一)   有關同學個人缺曠紀錄及獎懲紀錄，同學可至學校首頁左側欄「學生園地」之「成績及出缺席獎懲 

  查詢」以在校學生身分鍵入帳號密碼，即可查詢本人資料。 

(二)   高一二德行評量表之公服時數預計 6 月初開始登錄，提醒同學注意時限。 

 

二、 『體育組報告』 

(一)   高一 8*50 公尺自由式接力及高二 4*50 公尺蛙式+4*50，將於 6/2、3 日舉行比賽，請同學多利用課 

  後游泳時間練習。 

(二)   跑步大撲滿本學期累積至目前為止前十名名單如下表，請同學多多加油，慢跑過後不忘上網登錄。 

排名 高  一 高  二 高  三 

1 正 林柔霈 216 km 孝 易芝安 215 km 簡 林祐葶 805km 

2 簡 陳曦 114.7 km 廉 王宜婷 200 km 業 華庭妤 764km 

3 簡 賴謙育 86 km 平 陳云品 186 km 公 張芷榕 309.2km 

4 捷 鄭文媛 80 km 廉 林欣慧 82 km 敏 張涵 124.1km 

5 和 申容菱 67 km 公 游子瑩 47.4 km 孝 李韋辰 59.5km 

6 愛 魏以情 66 km 正 張筱萍 24 km 公 劉嘉玲 59km 

7 廉 詹昀臻 56.5 km 博 李容瑄 23 km 正 羅彩綾 37km 

8 誠 鍾承恩 54 km 廉 黃鈺雯 21 km 正 陳姿吟 36.8km 

9 群 毛學敏 53.3 km 公 李知芸 20 km 正 陳詠虹 33.4km 

10 敏 陳思 52.5 km 樂 蕭廷倢 19.6 km 業 吳采芬 28.2km 

(三)   全校 3 對 3 籃球賽將於 4/27-5/06 日舉行，請全部隊伍(76 隊) 於 4/27 日 12:20 於敏求軒集合，講解 

  規則及比賽注意事項，講解完後緊接著第一場賽事 12:40 分比賽正式開始。  

(十一)日期：105.04.22 

 

教務處 

 

榮譽榜 

 

學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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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國外大學錄取回報】請高三同學注意，若班上已有獲取國外大學錄取通知者，請主動回報輔導

室，協助輔導室建立國外榜單(若錄取但考慮不前往就讀，也請回報曾有錄取！資料仍有參考價值。)

請錄取同學回報班級、姓名及考上的國外大學校系。 

二、 【面試心得回饋】 

1. 有參加模擬面試的同學請繳交一份備審資料回饋學校，可書面繳交或電子檔寄到輔導老師信箱 

   wpc@m2.csghs.tp.edu.tw。 

2. 請高三同學參加面試之後，填寫面試題目及心得提供學妹參考！(指定項目甄試心得回饋表檔案 

將掛在最新消息網頁上可下載打字！) 

三、 【選填志願輔導手冊各班購買數量調查】由台北市政府教育局編印之「104 年度大學考試入學分

發選填志願輔導手冊」，已完成編印工作，內容詳實，資料豐富，是暑假選填志願時的工具書，資

料豐富價格便宜，請踴躍購買(每冊 65 元)。請各班於 4/29 前回報欲購買的數量，並請輔導股長(或

已考上的同學幫忙)收齊書款繳交至輔導室。請連同購買調查表與書費一同繳回輔導室喔！ 

四、 【輔導室轉知】英國雪菲爾大學招生說明會 

時間：5 月 17 日 19：00-21：00 

地點：犇亞國際會議中心(復興北路 99 號 15F) 

報名方式：請來電預約 02-27556363  http://www.isc-edu.com 

五、 楓聆熱烈徵稿中，本期主題為「性別平等、生涯規劃」歡迎各位女孩們發揮妳的文采巧思，踴躍

投稿！本次的主題分別為： 

(一) 中山女孩 Girl Power－妳如何看待「女性」的性別角色 

(二) 單身哈哈哈－一個人的生活怎麼過？ 

(三) 我的祕密花園－紓壓方法大揭密 

(四) 大夢想家－說出來會被嘲笑的夢想，才有實踐的價值？ 

※截稿日期：104 年 4 月 29 日（五）。稿件請用打字或手寫皆可，記得註明班級、座號、  

 姓名，交到輔導室蕭喬尹老師或 E-MAIL 至：joey5921@gmail.com（來信請在主旨註明 

 楓聆投稿及主題，例：楓聆投稿－單身哈哈哈。）確認收到老師的回信以後，才算完 

 成投稿程序。 

※來稿若經刊出，將會給予稿費(文章、圖片都有)，以及「Girl Lean In-挺身而進」徽章喔！快來

投稿吧！ 

六、 4/1 至 4/29 為期一個月的「性平暨家庭書展」開跑囉！展出書籍為：愛情、同志、婚姻、家庭…

等相關書籍，歡迎各位同學至圖書館閱覽！現場填寫回饋單投稿，就有機會獲得中山手札或悅越

中山筆記本喔！（可 180 度攤平書寫） 

七、 本學期將由輔導室三位實習諮商心理師為中山女孩們帶來不同主題的心衛講座，請有興趣的同學

向輔導股長索取報名表，或自行至輔導室報名！參加講座並完成心得者，將給予一小時公服時數！ 

 

 

 

 

 

 

八、 母親節感恩活動－給媽媽的貼心話 

(一) 活動方式： 

 1. 領取信紙後，寫下你對媽媽(或是重要他人)的感謝及想說的話，在信封上註明收件地址與收 

   件人，由輔導室為你寄出。 

 2. 如果你也想聽聽媽媽的心裡話，可邀請媽媽(或其他家庭成員) 填寫由輔導室設計之「給女兒

   的貼心話」(會一併放在信封內)，由媽媽給予你正向的回饋及鼓勵唷。 

 3.「給媽媽的貼心話」及「給女兒的貼心話」，兩份皆完成可核發公服時數 1 小時。 

 4. 歡迎來輔導室用小義工刻的橡皮章裝飾，讓你的信封與信紙更獨一無二！ 

(二) 費用：每份 10 元，金額含郵資及輔導室小義工設計的手繪信紙及信封。 

(三) 注意事項： 

 1. 請於此傳單上自由登記購買，由輔導股長於 4/22(五)前交至輔導室，以班級為單位繳交費用，

   並於 4/26(二)至輔導室領取信封信紙，並在 4/29(五)前交回來。 

 2.「給女兒的貼心話」請於 5/22(四)前收齊，由輔導股長交回輔導室，於統計過後發回給同學。 

 

 

 

一、 微軟企業參訪活動錄取名單已公告於學校首頁，感謝同學十分踴躍參與，但因名額有限無法全部

錄取深感抱歉。預計五月底會有另一場資訊相關參訪(技嘉公司)，若有興趣同學可多加留意。 

 

 

 

一、 熱食部將於 4/29(五) 下午 5:00 進行消毒，合作社當天營業至下午 4:20 止，請同學注意。 

二、 104 年度消費盈餘分配已於 105/4/14(四) 放學後辦理完畢。分配額度約為 1.8％。分配明細表公告

於：學校首頁，點選「Ｅ化校園」→選擇左側「學校系統」，在頁框中點選「合作社網頁(限校內

瀏覽)」→進入合作社網頁後，再點選左側「公告訊息」。就可以看到「民國 104 年消費卡盈餘分

配明細」。(或直接輸入下列網址：http://goo.gl/OfyuIT) 

三、 配合長、短袖制服換季，有需要繡學號的同學請注意：繡學號廠商將於 04/28(四)，12:10~14:20

於「自強樓 1 樓社團教室一」提供服務。請同學務必在當天放學前領回送繡服裝。加槓、拆字各

10 元，制服全繡：高一 58 元，高二 68 元，高三 78 元；運動服及外套全繡：37 元。 

四、 合作社將於高三同學期末考(5/10)後，辦理合作社儲值金、股金、影印儲值金退費並關閉線上訂餐

系統。如果高三留校同學有每日至合作社消費的需求，請跟結帳出口的阿姨借用「畢業生臨時卡」

儲值、消費，並請在畢業離校前至合作社還卡退費。 

4/15 午休 『性平講座』：沒關係，是愛情啊！ 

4/22 午休 『家庭講座』：不只是爸媽，還是”好友”？ 

5/19 午休 『生命教育講座』：自殺守門人初階 

5/26 午休 『生命教育講座』：自殺守門人進階 

輔導室 

 

合作社 

 

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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