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日期：102.11.29
(一)

行事曆

奏名單、指揮及指導老師名單等)，並先行調查參賽人員中是否有參加其他項目比
賽，至學務處找賴冠瑋老師辦理線上報名。
（三）校慶活動注意事項—12/02（一）07:30-08:10 高一有氧舞蹈預演，高一參加；12/03
（二）07:30-08:10 創意進場走位、有氧舞蹈預演，高二參加；12/04（三）07:30-08:10
重點預演，全校參加；12/05（四）16:20-17:10 全程預演，高一二參加；12/06（五）
07:30-08:10 創意進場預演，高二參加；其餘校慶活動預演期程，請同學隨時留意
留意班櫃及廣播公告。

12 月朝會預定日

12/2

高一朝會

全校朝會

高二朝會

週一

週三

週五

O

高一
有氧練習

12/4 O

全校操場
(校慶預演)

12/6 O

（二）全國音樂比賽報名(團體組)—請參賽社團社長或負責同學，於 12 月 2 日(一)12:30
攜帶報名相關資料(自選曲目、演奏時間、預定參賽人員人數、候補人員人數、伴

高二創意
進場練習

12/9

X 校慶補假 12/11 X

12/13 O

高二禮堂

12/16
12/23
12/30

O 高一禮堂 12/18 X
O 高一禮堂 12/25 X
O 高一禮堂

12/20 O
12/27 O

高二禮堂

（四）校慶各班班旗評分—12/06（五）12:40 前懸掛於指定地點，評分開始(未依規定時
間放置將斟酌扣分)；18:00 後收妥，以免淋濕或遭風吹毀。
（五）園遊會最佳攤位評選—紙本將於下週發至各班班櫃，實施辦法將上網公告，共錄
取前五名，頒發獎品獎狀；評分時間為校慶當日。

高二禮堂

（六）班聯會校慶公告—班聯會將於 12/03（二）12:20-13:10 於閱覽室發放班級預購點
劵、校慶紀念品及攤位保證金收據，請各班班代準時前往領取。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高一

忠

廉

智、慧

捷

高二

勤

誠

和

（七）園遊會各班攤位—12/07(六)15 時前需打掃乾淨，物品歸位，以利廠商收帳篷。
（八）園遊會點券使用—12/07(六)14 時前請使用完畢，逾期作廢，不可退款。
園遊會點券黏貼憑證—12/07(六)14:30 前務必交至指定教室(高一及非班級攤位在莊敬三
樓預備教室、高二在莊敬一樓學務處對面資源教室)，所有點券需事前黏貼妥當，14:30
後不再收取，且作廢。相關注意事項班聯會將另行發放通知，請各班攤位負責人務必依
規定辦理，以免影響班級權益。
二、 『生輔組報告』 ※請班長向全班宣讀

敬

高三

義

愛

孝

(一) 12/07(六) 教學大樓各班教室管制不開放參觀，請同學轉知來校親友；校慶活動當天

榮譽榜
102-1 第 13 週整潔競賽

102-1 第 13 週紀律競賽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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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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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

教務處
一、 『教學組報告』
中山女高 102 學年校慶學科作品展
時間：2013/12/4~10；地點：莊敬大樓三樓專科教室。
參觀時可以在學習單上寫下您的參觀心得與回饋。將學習單投入摸彩箱中，校慶當天將
抽出幸運兒，可以獲得我們的精美獎品唷！

因進出人士眾多，提醒同學帶夠用現金即可，手機錢包相機等物品務必隨身攜帶保
管好，以免遺失或遭竊。
(二) 12/07(六)校慶同學集合後，0820 時中山、自強、逸仙樓二樓以上關閉，開放逸仙樓教
官室旁樓梯、自強樓中間、中山南側樓梯供本校師生進出(0940~1000 中山、自強、
逸仙樓梯全面開放換衣、搬東西)，1430 解除管制。大會期間莊敬樓各班留值日生乙
名待在教室內，不得於走廊觀看會場。
(三) 12/07(六) 進校穿著服裝：以班級為單位統一穿著(校服或運動服或班服)。
(四) 校慶當日莊敬樓頂樓、6、7 樓以及空中花園全日關閉，所有人員禁止進入。

學務處

(五) 嚴禁於教室煮食，以維安全。
(六) 12/07(六)校慶活動，學生專車正常行駛，但一般公車因假日班次較少，請同學掌握上

一、 『活動組報告』
（一）全國音樂比賽報名(個人組)—請參賽同學先行上網完成線上報名作業，務必於 11
月 29 日(五)放學前將書面報名表繳至學務處徐黎雯老師，以利辦理後續報名事宜。

學路程時間，當天 7:45 前到校。各班放學繳交點名卡(當日未到者，登記 7 節缺課)。
三、 『體育組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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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2/04〈三〉住吉高校來訪，體育活動排球〈排球場〉、羽球〈體育館〉12:20 舉行、
請同學前往觀賞加油！

條件

申請截止日

網址

1.學測成績 65 級以上

2013.11.15-

http://www.als.hku.hk/admission

2.英語：TOEFL iBT 80 以
上或 IELTS 6.5 以上

2013.12.30

/intl/admission/admissionHK2

香港
中文大學

1.學測或指考成績
2.英語：TOEFL iBT 80 以
上或 IELTS 6.0 以上

2013.11.152014.1.2

http://www.cuhk.edu.hk/adm

香港
理工大學

1.學測 65 以上，英文頂標 2013.10.2.英未達頂標則則以
2014.1.15
TOEFL iBT 80 以上或

香港大學

(二)116 校慶運動會各項比賽前 6 名同學，100、200、800 公尺、跳遠、壘球擲遠、400
接、3000 接、有氧舞蹈〈8〉預定 12/07 下午閉幕式中頒獎〈高三於校慶後第一次朝會頒
獎〉請獲獎同學準時上台領獎。
(三)高二 3000 公尺接力賽，前 2 名班級參加 12/12 北一女中校慶 3 校友誼賽，全校冠軍
隊參加中山大同區群組比賽、年級冠軍校慶日當天還有師生接力賽，請同學加油為班上
爭光。
(四)『中山 Tone 樂會』--有氧 10 年、校友回娘家、師生同樂有氧舞蹈表演，12/07 慶祝
大會後舉行、邀請所有中山人共相襄盛舉。
四、 『健康中心報告』
「流行性腦脊髓膜炎」宣導：
流行性腦脊髓膜炎好發於冬春兩季，每年 11 月至隔年 3 月易造成流行，近年我
國以腦膜炎雙球菌 B 型最常見。該疾病主要藉由直接接觸病人或帶菌者之口鼻分泌物
或飛沫而感染，感染後可能無症狀或僅出現上呼吸道感染症狀，嚴重時可引起腦膜炎
及菌血症。主要症狀為發燒、頭痛、頸部僵直、噁心、嘔吐、出血性皮疹等，有時也
會出現昏迷及譫妄等症狀，甚至休克死亡。
疾病管制署呼籲落實正確勤洗手及正常作息，避免長時間停留在擁擠或通風不良
的場所，出現發燒、頭痛、頸部僵直、噁心、嘔吐等疑似症狀應儘速就醫。

http://www.polyu.edu.hk/study
之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ELTS 6.0 以上替代
香港科技
大學

1.學測總級前 15%，各級
分均標以上
2.英語: TOEFL iBT 80 以
上或 IELTS 6.0 以上

2013.11.152014.1.15

http://join.ust.hk/international/ap
plyhere/requirements.html

四、 強力徵收！！！！舊愛新歡－跳蚤市場：徵求校慶義賣之二手物品
徵求九成新之 CD、書籍、馬克杯、文具、配件、裝飾品、填充娃娃等物品，於校慶 12/7
（六）舉行義賣，請於 11/29（五）前交至輔導室。

教官室

輔導室
一、 高一同學請注意：交通部今年為金安獎特別量身編製一首主題曲，曲名為「你是我
的夥伴」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j2AJIf6nTA。歡迎同學上網收視，並鼓勵

一、 作品集排版講座
(一) 內容：針對高三欲甄選藝術創意設計類科所需之作品集講解製作重點

高一同學加入交通隊行列，貢獻自己一份力量，利人利己。

(二) 講師：北科大多媒體科技研究所曹筱玥教授
(三) 日期：102 年 12 月 6 日(五)12：20-13：10
(四) 地點：生涯資訊室
二、 【大學科系介紹】
日期

時間

12/2

12:20-

(一)

13:10

12/3

12:20-

二、 交通隊報名時間至 12/6 止，有意願加入同學請洽教官室鄧玫英教官或輔導教官，
12/10 中午 12:30 於莊敬樓閱覽室辦理交通隊選哨作業。

合作社

大學

科系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數位科技設計學系

國立臺灣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地點

生涯資訊室
(莊敬大樓 2F)

(二)
13:10
※ 邀請各大學的教授、畢業校友返校介紹，歡迎有興趣的同學踴躍報名參加！
三、 香港各大學申請截止日提醒

一、 熱食部將於 11/29(五)下午進行消毒，因此當天營業時間提早於 16:30 結束。
二、 以下措施自 102/12/2(一)起施行：
(一) 防止扣款錯誤及衛生考量，禁止以輸入學號或現金方式結帳，未帶學生證者請向同
學或冷飲部阿姨借卡。
(二) 為配合 10 月份班代大會決議，滷味於第三節下課與中午 12:10-12:30 一律以套餐方式
販售，恕不接受客製化點選。中午 12:30 以後及其他節下課時間開放客製化點滷味。
~培養興趣，而不養成癖好；學習正直，而不學成古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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