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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學組報告』： 
    本學期高一二期末考前晚自習教室如下： 
    6/11-6/21(含假日) 高二各班教室(高一同學至相對應高二班級自習) 
    6/22-6/27(含假日) 高一各班教室 
二、『實研組報告』： 
    (一) 高二預修大學第二外語專班本週六(6/9)停課一次，下週六(6/16)為本學期最後 

        一次上課。 

    (二) 本校參與協辦之國科會「2012 科學探索---真實科學體驗營」，將於 7/5(四) 

        於國立台灣科學教育館舉行，歡迎高一、高二有興趣的同學報名參加，報名 

        截止日期為 6/20(三)。詳細活動計畫與報名表已公告於學校首頁「學生活動 

        競賽」，請同學自行參閱。 

三、『設備組報告』： 

    本學期二手書回收訂於 6/25(一)～6/27(三)，地點在科學館一樓設備組。 
   
 
 
一、『活動組報告』： 
    (一) 畢業紀念冊購買調查表—6/13（三）12:30 分前交學務處活動組長，高二請各 

        班畢聯會代表，高一各班請班代協助調查並儘快繳交調查表。 

(二) 班聯大會暨社團服務學習經驗分享—6/14（四）第八節綜合活動課辦理，高

一高二學生參加，亦請同仁前往聆聽。 

(三) 高二教育旅行師長行前說明—6/15（五）學務會議後辦理，請高二各班導師

出席。 

(四) 101 學年度社介本電子檔—6/19（二）前請寄至班聯會信箱，格式說明及 email 

address 及相關資訊，各社團負責同學請參閱學校網頁學生活動競賽欄，逾期

不候。 

(五) 社長大會－社長大會於 6/13(三)12:15 莊敬大樓 3 樓專科教室舉行，請高一社

長準時出席。 

(六) 織錦文學獎—截稿期限延至 7/15(日)，歡迎踴躍投稿，多項獎金皆有提高，

詳見學校首頁或女青社公告。  

(七) 段考週暫停社團活動—6/14-6/22 為高二段考週；6/20-6/28 為高一段考週，所

有社團活動暫停。  

(八) 為配合段考週時間，社團櫥窗佈置期限更改至 6/19(二)，請已登記的社團按  

    照櫥窗順序，於期限前佈置完畢。 

(九) 為配合段考週時間，暑假期間活動申請書繳交期限也提早至 6/19(二) ，請各 

    社團盡早規劃暑期計畫。 

二、『生輔組報告』： 
    (一) 高二升高三幹部名單請於 6/22(五)中午前繳交，暑期輔導 7/16 (一)起即由新 
        任幹部負責。 
    (二) 高一二本學期德行評量成績表之服務學習時數登錄預請於今日 6/8(五)交至   
        學務處，同時領取補登表(補登表於下週三繳交)。 
三、『衛生組報告』： 
    (一) 高二仁班至信班可以陸續至逸仙樓三樓高三教室做清潔動作，逸仙樓二樓敬 
        班到廉班請於 6/29 當天淨空高三教室。 
    (二) 暑假將至，在結業式當天教室將全部清空，請全校所有同學開始將個人物品 
        帶回家。 
    (三) 廢電池回收比賽期限至 6/13，請環保股長開始收集，並於期限內送至健康中 
        心秤重，逾時不候。 
  
 
 
   

一、2012 日本慶應大學暑期 GIGA 營隊訊息 
This camp will be conducted in English, so Japanese language ability is not 
required for participation. 

■Date: Monday, July 30 – Saturday, August 4, 2012 
■Participation in the camp is free of charge, but please note that students are 
responsible for the cost of their own airfares, accommodation, food, and any 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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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onal expenses occurred.Application forms can be downloaded from the 
website. The application deadline is Wednesday, June 20, 2012. For more 
detailed information, please check the website 
below.http://ic.sfc.keio.ac.jp/news/20120518/ 

 二、香港理工大學暑期夏令營 
1.數學（投資科學夏令營） 
2.工程學（工程學院夏令營） 
3.生物及化學 （食品科技和食品安全夏令營） 
4.生物及化學 （臭氧應用的前沿夏令營） 
＊舉辦時間：7 月 2 日至 7 月 7 日 
＊費用：全免（參與學生須支付往返機票及餐費、部份用餐費由夏令營提供） 
參加同學人數：每所學校可以派出 4 名學生參加，每個夏令營 1 名學生 
＊帶隊老師：每所學校需要有 1 位老師陪同學生進行夏令營活動，老師的機票

和住宿費全免，唯需自行支付用餐費用。 
＊索取報名表請洽輔導室吳老師，報名截止日：6 月 18 日。 

 三、「我們依然相信」班書回收 

       請各班輔導股長協助將班書「我們依然相信」於 6/13（四）前交回輔導室。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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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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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圖書館使用影印卡付費之影印機將於 6 月 29 日停止服務，請同學多利用悠遊卡   

     付費之影印機。尚有餘額之影印卡請於 6 月 29 日前至圖書館櫃臺辦理退費，逾 

     期不再受理退費事宜。  

 二、【書願】五月份幸運得主 

1. (1)一敬 林怡均 (2)一勤 高歆晴 (3)一信 鄭琬慈 (4)一博 楊姝勤 

2. 請得獎的幸運讀者至圖書館櫃台領取圖書禮卷。 

 

 

 

 

    請同學轉知家長騎乘機車接送同學時，請依規定戴妥安全帽。 

 

 

 

繡學號說明 

一、高三：(合作社代收現金) 

(1) 6/11~6/21 上[學校系統]→[合作社網頁]，點選[制服加繡系統]，按網頁 

   說明訂購繡學號項目，請事先加值，以順利扣款。 

(2)6/29 請利用 8:50 以前的打掃時間，將制服依班級裝袋交給大禮堂的繡學號廠商 

(3)7/6  返校日，禮堂集合結束後，於禮堂外側綠色平台領回高三制服。 

二、高二：(儲值卡扣款) 

(1) 編班公告名單出爐後，請有更換班級的同學事先將制服上原班級的字拆除，

未拆字者，將原件退還，不予加繡。 

(2) 第二次返校日(8/21)將欲加繡學號的制服帶來學校，在禮堂集合結束後，請新

班級的 1 號同學，於大禮堂外側領取大布袋帶回新班級，學生在教室內填妥送

繡訂購表，連同送繡制服，一併裝於大袋子中，交給大禮堂的繡學號廠商。 

(3)廠商於 8/30，幹部訓練結束後，請副總務股長到禮堂綠色平台領，完繡的制服，

並依據廠商提供之送繡訂購表向班上同學收費，於 9/7(五)前將款項繳交給合作

社曹阿姨。 

 
 

 高二升高三 高一升高二 

價目 加年級槓 10 元 加年級槓 10 元 

加班級字 10 元 

收
制
服 

時間 6 月 29 日上午 8:50 以前 第二次返校日(8/21) 上午 9:00 以前 

地點 大禮堂綠色平台 大禮堂綠色平台 

備註 6/11~6/21 由[學校系統]→[合作社網

頁]→[制服加繡系統]線上訂購 

換班級者請事先將制服上原班級的字拆除，未拆

字者，將原件退還，不予加繡。 

發
制
服 

時間 7 月 6 日返校日 8:10 8 月 30 日開學日 12:00 由副總務股長領回 

地點 大禮堂綠色平台 大禮堂綠色平台 

繳款方式 線上訂購 

消費卡扣款 

開學後，由各班副總務股長收款交給合作社曹

阿姨 

※ 送繡期間，請著全套整齊運動服 教官室 

 

合作社 

 

 

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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