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單和社團活動紀錄表給社團。
(八) 有登記延後繳交高一新任幹部名單及家長同意書的社團，請於時限前交至學
務處活動組。
(九) 各社團請於 5/25 前將公共服務心得及社團幹部心得(自由繳交)電子檔寄至社
團信箱。
(十) 創(復)社申請活動，已於 5/16(三)截止。
(十一) 高二畢代開會—5/17(四)中午 12:30 於莊敬三樓歷史專科教室集合，議程為
確認畢冊規格及紀念品事宜。

(十五)日期：101.05.18
榮譽榜
一、狂賀!!! 本校「中山女青」榮獲臺北市 100 學年度公私立中等學校教育叢書
暨校刊競賽高中職組校刊書刊型優等!!!
二、 狂賀本校「中山女高學報」榮獲臺北市 100 學年度公私立中等學校教育叢
書暨校刊競賽高中職組教育叢書佳作!!!
100-2 第 14 週紀律競賽

100-2 第 14 週整潔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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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生輔組報告』：
(一)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辦理反詐騙網路有獎徵答活動，網頁(www.165web.idv.tw)
鼓勵同學踴躍參加。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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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日(五)前，
提醒同學注意時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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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衛生組報告』：
(一) 飲水機功能只有取水用，禁止清洗便當並倒入廚餘，請同學確實遵守。
(二) 各班教室旁若有洗手檯，請務必要清理乾淨。如果同學必須在洗手台洗便
當，請發揮公德心確實將廚餘菜渣撈起，以免堵塞。
(三) 廁所衛生紙請同學節約使用。

廉

學務處

四、
『體育組報告』：
(一)『樂動少年 3』快樂中山人活動感謝全校老師、同學的協助與努力，我們達
成目標捐了 15 萬元給董氏基金會作為防治青少年憂鬱症經費-----跑出健康、
跑出快樂又做公益，謝謝大家。活動持續至 06/08 止。
(二)『樂動少年 3』快樂中山人請有登錄的同學快將記錄卡（補游卡背面）5/25
前繳交至體育組，將選擇活動時數最多的前 60 名同學，董氏基金會將頒贈
獎狀及禮物一份（目前只有 18 人繳交記錄卡）
，體育組也將給 8 小時公服感
謝同學們大力相助。
(三) 喜歡排球的同學練習時請務必將跑道、走道讓出，以維護同學通行的安全。
(四) 體育組發放--『校園水域安全宣導資料』救溺五步、防溺十招請同學詳加閱
讀並留意水上活動安全事宜，讓同學有一個平安健康的暑假。
(五) 6 月 7 日（四）16：20 水域活動安全研習、高 1、2 每班需報 2 名同學參加、
要有 1 名同學下水實際操作。請康樂股長於 5/25 前至體育組報名。

一、
『活動組報告』：
(一) 24 屆班聯會正副主席選舉結果揭曉—主席一博黃丹；副主席一和張宇萱。
(二) 高二週記抽查—5/21（一）開始，高二學藝股長請依說明辦理。
(三) 高一週記抽查—5/28（一）開始，高一學藝股長請依說明辦理。
(四) 校園優惠票—5/31（四）、6/1（五）中午 12:00-13:30 於勵志長廊販售，恐龍
展、立體書異想世界、塞爾號特展每張 160 元；鬼屋之科學每張 120 元。
(五) 富邦「夢想起飛青少年圓夢計劃」—「個人」及「團體」組，申請成功者將
獲補助，截止日 5/31，詳情參閱 www.youngvoice.tw。
(六) 高一、高二新舊任社長大會將於 5/29(二)12:15 莊敬大樓 3 樓閱覽室舉行，請
高一、高二社長準時出席。
(七) 1. 社團評鑑繳交截止日期為5/25（五）12：40 前，請準時交至學務處活動組；
2. 各社團過去所有的申請書、檢討書及上學期社團活動記錄本等，皆置於學
務處內社櫃，請盡速取回；
3. 5/24 社課後，請將社團記錄本直接放入評鑑本中。5/31 的社課會印新的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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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活動網址：http://www.hondao.org.tw/event/filial2012/paint.htm

輔導室

（五）臺師大黃金雨季－2012學系社團博覽會
臺灣師範大學於5/20(日)9：00-17：00舉辦「臺師大黃金雨季－2012學系社團
博覽會」活動，地點在台北市和平東路一段162號。包括學系、社團、校園導覽
及高中社團表演，還有集章及抽獎活動，歡迎參考網

(一) 上榜學姐經驗分享
1.說明：邀請甄選入學上榜學姐（含一般大學申請、科大申請及國外大學）
，分學
群主題式分享學測考試準備、甄選入學資料製作及面試經驗。

頁: http://www.ntnu.edu.tw/ntnugsc/
（六）2012 暑假營隊
各大學校系的暑假營隊資訊已陸續放上學校網頁，歡迎有興趣的同學上網查

2.對象：高一二自由報名參加。
3.時間：中午 12：20-13：10。
4.場次如下表：
5/21（一）

日期/地點

詢：學校首頁（左手邊連結）大學營隊與活動專區輔導室(大學科系、營
隊)2012 暑假營隊消息

5/22（二）

生涯資訊室

國外大學申請

電腦教室一

傳播學群

外語學群

國文專科教室

醫藥衛生學群

生命科學學群

圖書館

（二）【希望一餐】生命教育體驗活動
1.日期：101 年 5 月 23 日(三)
2.時間：中午 12:10-13:20
3.地點：生涯資訊室
4.請有報名的同學，當天準時至生涯資訊室集合喔！

一、『服務推廣組報告』：
(一) 閱讀沙龍
1. 時間:5 月 24 日(四)中午 1220
2. 地點:莊敬大樓 2 樓 電腦教室 1
3. 主題:中性--由歐洲到美國、從現在看過去
推薦書目:<中性> 傑佛瑞．尤金尼德斯時報出版社
4. 主講人:林姿吟老師

(三)五月大學科系介紹
場次

日期

2

地點

12:20-13:10

政治大學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系、社會學系、 生涯資訊室
財政學系、經濟學系、公共行政學系、地政
學系、民族學系)

5/24（四）

臺灣大學會計學系

5/21（一）
1

科系名稱

教官室

生涯資訊室

一、 101 年「友善校園、舞動青春」全國反毒博覽會，歡迎同學踴躍參與。
(一) 時間： 101 年 6 月 2 日（星期六）下午 4 時 30 分至下午 8 時 30 分。
(二) 地點：國立中正文化中心(中正紀念堂)藝文廣場。
(三) 內容：主題宣導、遊戲攤位、街舞才藝表演等。

12:20-13:10
（四）「憶起祖孫情 彩繪逗陣行」全國現代優質孝行系列活動
1. 主題：以"行" 為主軸， 繪畫主題下列 2 擇 1 作畫即可。
(1) 逗陣行，全靠它：回憶兒時，阿公阿嬤最常用何種交通工具帶你出門
（如：與阿公阿嬤騎摩托車兜風、與阿公阿嬤搭大眾交通工具出遊等)
(2) 看到它，想到您：看到何種交通工具(具有象徵性意義)會聯想到阿公阿嬤
（如：古早味的腳踏車、阿公阿嬤的牛車、三輪車等）
2. 收件日期：4/23～5/25
3. 作品規格：八開圖畫紙
4. 主辦單位：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

物質欲望降低，人自然就輕鬆起來
電影導演 侯孝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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