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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2第 15週整潔競賽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高一 智 仁 孝 

高二 誠 公 義 

高三 高三掃區不評分 

賀！本校參加臺北市 104 學年度公私立中等學校教育叢書暨校刊競賽再創佳績！ 

 女青社榮獲高中職組校刊類型優等及主編獎 

感謝賴昀仙老師、謝孟芳老師辛勤指導 

 圖書館榮獲教育叢書類佳作 

 

 

一、『註冊組報告』 

(一) 申請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雜費減免日期：105 年 5 月 16 日(一)～105 年 6 月 3 日(五)，逾時不

候。本學期申請減免之同學，若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欲申請減免項目與本學期相同者，僅需繳

交申請表，不需再繳交相關審查附件。但以下情況例外：(1)若戶籍資料(地址、姓名、父母離異

等)有所變更，且該申請項目需附上「學生本人身份證正、反面（或戶口名簿）影本」，則需重

新繳交審查附件。(2)若家長或學生本人之身障手冊資料有所變更(如：原提供註冊組之手冊影本

已逾「重新鑑定日期」)，則需重新繳交審查附件。 

(二) 高一升高二之選組單，請於 6 月 2 日(四)前完成家長簽章之後交給班長，並請班長按座號序順好，

彙整並給導師審閱後於 6 月 3 日(五)上午 10：20 前以班為單位繳交至教務處註冊組王冉祥幹事

(仁～信)、巫佳陵幹事(敬～廉)。 

 

二、『教學組報告』 

(一) 高二學測準備啟動計畫：學校為協助高二同學在進入暑期課業輔導之前，提前啟動各科升學準

備，邀請各科老師為高二同學說明暑假開始的學習準備計畫(包括學測的準備)，請注意報名時間： 

(二) 【第 144 回文學風景徵稿】本期徵求高一二同學投稿新詩、散文，6/2（四）截稿，優等 500 元，

佳作 300 元獎金，歡迎同學踴躍投稿，作品請標示班級座號姓名後寄至 csghswen@yahoo.com.tw。 

三、『實研組報告』 

(一) 「植物葉部在被昆蟲啃咬後所產生的防禦分子機制」講座： 

時間：105 年 6 月 7 日(星期二)  13：20-17：10 

(發給各班報名表星期標記錯誤，應該 6/7(二)，請各班協助更正報名表) 

地點：第一會議室 

對象：高一高二報名同學 

講題：植物葉部在被昆蟲啃咬後所產生的防禦分子機制 

講座：鄭貽生教授(臺灣大學生命科學系&植物科學研究所) 

歡迎高一至高三同學踴躍報名參加，報名者須經導師及任課老師同意，方可公假參與。報名表

請於 6/2(四)放學前交至實研組。 

四、『設備組報告』 

(一) 2016 台北科學日中山女中負責活動表（5/28 六 7:30-15:30 地點師大分部）幫忙此活動同學請注

意相關事項： 

1. 5/27 15:00 將運送東西到師大分部，若需要幫忙運送請於之前告知並將東西放到設備組。 

2. 5/28 當天請於負責時間直接到指定教室 (S403,S404) 集合。 

3. 出席當天同學需簽到，預計 11:30 可以領便當。 

4. 時段 1 同學須則負責場地布置，時段 3 同學需負責場地復原。 

 

6月朝會預定日 

高一朝會 全校朝會 高二朝會  

週一 週三 週五 週六 

   6/1 X  6/3 O 高二禮堂 6/4 X  

6/6 O 高一操場 6/8 X  6/10 X 放假 

6/13 O 高一禮堂 6/15 X  6/17 O 高二操場 

6/20 O 高一禮堂 6/22 X  6/24 X  

6/27 X  6/29 X 期末考    

104-2第 15週紀律競賽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高一 公 簡 智 

高二 正 捷 業 

高三 高三不評分 

科目 日期 時間 講師 講題 地點 

數學 

 

5/19 

(四) 
12:30～13:20 

洪瑞英老師 

吳汀菱老師 

數學學習策略 

(已辦理) 
第一會議室 

英文 
5/30 

(一) 
12:30～13:20 黃鉦貽老師 英文學習策略 演藝廳 

國文 
6/15 

(三) 
12:30～13:20 莊溎芬老師 國文學習策略 演藝廳 

社會 
6/2 

(四) 
12:30～13:20 

歷史 姚瀞惟老師 

社會科學習策略 演藝廳 地理 徐瑞萍老師 

公民 趙威寧老師 

自然 
6/17 

(五) 
12:30～13:20 化學 林錦瑞老師 化學科學習策略 演藝廳 

講座老師、辦理時間、地點依實際狀況調整 

(十六)日期：105.05.27 

教務處 

榮譽榜 

mailto:csghswen@yaho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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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活動組報告』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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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 月 30 日（一） 

10：00 

｜ 

10：20 

06 月 01 日（三） 

10：00 

｜ 

10：20 

06 月 06 日（一） 學務處 

(二) 禮堂封館—配合 6/1(三) 畢業典禮，禮堂封館時間預計從 5/20(五)起至 6/5(五)止。 

(三) 116 屆畢業典禮注意事項— 

 1.畢業典禮將於 6/1(三)下午 17:00 舉行，畢業生請於 13:00 準時在教室點名，並請於 16:30 開始

  前往禮堂就位。 

 2.獲獎畢業生請於 6/1(三) 13:20 至禮堂進行受獎採排，上臺領獎時請著整齊制服。 

 3.全勤獎將考核至 6/1(三)止，請獲獎同學留意。 

 4.畢業典禮相關彩排時程及注意事項，將於今日公告於學校網頁並發放班櫃通知，請高三同學留

  意。 

 5.畢業典禮流程，請參看下列附表。 

 6. ｢臺北市公私立高級中學 104 學年度市長獎頒獎典禮｣將於 105 年 6 月 5 日(日)下午於大安高工

  舉行，請市長獎獲獎同學先行預留時間，以利參加頒獎典禮。 

(四) 105 學年度畢聯會籌組—近期將籌組 105 年度畢聯會，待高二各班新任班代選出後，活動組將集

合開會討論畢業紀念冊事宜，請高二各班新任班代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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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 

(六) 臺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 116 屆畢業典禮流程 

預計時間 活動名稱 內容 

17:00~17:30 覲見 入場 

17:30~18:00 生活在奧林帕斯 班級影片 

18:00~18:16 神聖的叮嚀（一） 校長、貴賓致詞（一） 

18:16~18:20 聖火的傳承 頒發畢業證書 

18:20~18:23 啟程 開場影片 

18:23~18:25 尋覓 串場 1 

18:25~18:35 神聖的叮嚀（二） 校長、貴賓致詞（二） 

18:35~18:42 Athena 的祝福 頒獎(市長、議長、局長) 

18:42~18:47 試煉 串場 2 

18:47~18:54 Metis 的祝願 頒獎(校長、家長會長、區長) 

18:54~19:01 魅惑 串場 3 

19:01~19:06 Demeter 的贈禮 頒獎(體育績優、蘭心蕙質) 

19:06~19:13 終點 串場 4 

19:13~19:18 Hermes 的嘉許 頒獎(服務熱心、青年服務) 

19:18~19:23 圓滿 串場 5 

19:23~19:28 Apollo 的恩惠 頒獎(勤敏熱誠、全勤) 

19:28~19:43 眾神的禮讚 老師影片 

19:43~19:46 Elpis echo 畢業生致詞 

19:46~19:54 Psyche的獻禮 師長受禮 

19:54~19:59 Hebe echo 在校生致詞 

19:59~20:03 Mneme的頌別 校歌播放 

20:03~20:08 餞別 閉幕影片 

20:08~20:13 Aoide 的歌頌 自創畢業歌 

二、『生輔組報告』 

(一) 高三畢業典禮當日全體同學 13:00 在教室集合點名，受獎同學 13:20 務必準時參加彩排。 

(二) 高三各班點名卡夾(紅色)副班長請於 6/1 放學前交回學務處。 

(三) 高一二本學期德行評量成績表之服務學習時數登錄預定於 6 月 22 日(三)前，提醒同學注意時限。 

(四) 高二升高三幹部名單請於 6/17(五)中午前繳交，暑期輔導 7/18(一)起由新任幹部負責。 

三、『學生社團事務報告』 

(一) 請尚未繳交社團幹部名的的社團，盡快將幹部名單電子檔寄至社團信箱(stuclub232@gmail.com)。 

(二) 105 學年度年度夏令營「領導人才暨服務學習營」訂於 7/5(二)～7/6(三)，請各社團的社長及副

社長務必出席。 

四、『體育組報告』 

(一) 於 5/6 前報名世大運志工同學請注意：特殊訓(世大運發展現況、志工服務態度與技巧)課程研習

時間將開在 6/7 日(二)13:00-17:00 及 7/4(一)8:00-12:00。請同學務必填寫報名場次表單以便統計

人數。另外，須在特殊訓前(7/4(一))繳交基礎訓研習證書及家長同意書。表單網址如下：

http://goo.gl/forms/WxADMrY0DVLYCJ0l2 

(二) 游泳池只限提供體育課游泳課程教學使用，請勿於游泳課堂外的時間私自進入盥洗，造成盥洗

室髒亂及泳池安全管理上的困擾。若發現此行為，須愛校服務乙次。 

(三) 6/2 第八節社團課為高二游泳接力賽，前 4 棒為 50 公尺蛙式，後 4 棒為 50 公尺自由式。6/3 第

四節班會課為高一游泳接力賽，8 棒 50 公尺自由式接力。請比賽同學務必確定出賽的棒次並提

前練習。 

 

 

 

 

學務處 

mailto:stuclub232@gmail.com
http://goo.gl/forms/WxADMrY0DVLYCJ0l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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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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三有參加模擬面試的同學請繳交一份備審資料回饋學校，可書面繳交或以電子檔寄到輔導老

師信箱 wpc@m2.csghs.tp.edu.tw，由輔導室印出紙本資料供學妹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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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已掛在最新消息網頁上可下載打字！） 

三、 6/4(六) 於中山女高演藝廳舉辦性平講座－「向光植物」，邀請到作家李屏瑤來為中山女孩們

揭開成長故事，欲參加的同學請於 5/27 前將報名表交至輔導室。 

 

 

 

一、 圖書館於 6/3（五）11：20-13：10 於演藝廳舉辦作家高伊玲講座，主題為【旅行和你想的不

一樣】，請有報名班級的圖資股長公布座位表，並提醒已報名同學務必準時出席，有任何問

題請洽圖書館服務推廣組長。 

 

 

 

一、 轉知教育局預告「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 180 所公立高級中等學校以下學校周邊人行道，自

105 年 7 月 1 日起為全面禁止吸菸場所」公告，請參閱學校網頁──教官室網頁。 

二、 轉知衛生局公告「世新大學及該校管理學院周邊人行道」、「臺北市立動物園門口前廣場」、

「台北美國學校周邊人行道」等，自 105 年 5 月 31 日起為全面禁止吸菸場所」公告。 

三、 轉知衛生局預告「臺北市私立方濟高級中學周邊人行道，自 105 年 7 月 1 日起為全面禁止吸

菸場所」。 

四、 轉知高雄市政府辦理「105 年愛滋防治標誌標語及海報設計比賽活動」，請學生踴躍參加。

本活動收件截止日期：自即日起至 105 年 10 月 11 日止，請逕上高雄市政府衛生局全球資訊

網/公開資訊/活動訊息處下載相關活動訊息及報名表。 

五、 轉財團法人國範文教基金會辦理 2016「反轉毒害 健康心生活」創意標語及桌上遊戲設計徵

選比賽辦法，請學生踴躍參加，請參閱學校網頁──教官室網頁。 

六、 函轉本府消防局「地震時防止家具倒落對策」推廣宣導內容一案。請參閱學校網頁──教官室

網頁。 

七、 轉知社團法人台灣無毒世界協會辦理「2016 青少年毒品危害防制實務工作交流座談會」活動，

請參閱學校網頁──教官室網頁。 

 

 

 

一、 本週(5/24)影印機又再次發生重複扣款問題，若本週再發生，因廠商幾無維修能力，將視狀況

全面停止影印服務。 

二、 再次重申，下週三(6/1) 起，因「配合本市八月一日起全面禁用一次性餐具規定及 105/5/10 主

管單位透過填報系統要求」： 

  (一) 自 6 月 1 日起配合試辦。現場購買將不再提供一次性餐具，一律需自備非一次性餐具。 

  (二) 早餐等使用之紙袋仍可續用。 

  (三) 因市府補助採購之餐具，將用於線上訂餐使用。因環保餐具尚未備妥，故 6 月 1 日後， 

      將仍使用紙餐盒供餐，每日上限 350 份。 

 

 

 

 

 

 

 

 

 

 

 

 

 

 

 

 

 

 

 

 

Plain living and high thinking.  

生活要樸素，情操要高尚。  

《渥茲華斯‧英國詩人》 

輔導室 合作社 

圖書館 

教官室 

mailto:wpc@m2.csghs.tp.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