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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1 第 2 週紀律競賽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一) 9/17 學校日 

(二) 9/19 高一有氧舞蹈種子研習 

(三) 9/19-23高三英文作文競賽報名 

(四) 9/20 綜合(高三週會) 

(五) 9/21 地震防災演練 

(六) 9/22 綜合(社團 3) 

高一 正 博 勤  

高二 簡 公 勤  

高三 捷 慧 智、敏、公  

 

 

 

(一)『教學組報告』： 

高三英文作文比賽定於 9 月 30 日(五)下午 1 點 30 分在

莊敬大樓閱覽室舉行，報名表請各班學藝股長於 9 月

19 日(一)至 9 月 23 日(五)中午前準時繳至教務處教學

組。注意必須請各班任課英文教師簽名。 

(二)『設備組報告』： 

1. ★★100 校內數理與資訊能力競賽之複賽名單，最慢將

於 9/20(二)前公布於本校首頁[學生活動競賽]中，並於複

賽名單中附加複賽時程，請入選同學注意網上資訊並依

照表列時間、地點及物品應考。 

2. 設備組近期將會統計 100 上學期教科書籍費退費金額，並請各班總務股長進行確

認；若金額有誤時，請務必告知設備組進行修正，謝謝同學配合。 

3. 近期校外科學競賽活動：(詳情請參閱學校首頁「學生活動競賽」) 
活動名稱 報名截止 報名方式 or 地點 

2011 高中科學培育計畫－中研院 9/25 網路報名 

第八屆清華盃全國高中化學科能力競賽 9/30 網路報名 

(三)『實研組報告』： 

高二預修大學第二外語專班重要時程如下，請報名同學務必隨時上網注意相關訊息： 

1. 9/19(一)：公告榜單於學校首頁【學生活動競賽】。 

2. 9/21(三)前：錄取同學繳交本學年學雜費 1000 元，至教務處實驗研究組。 

3. 9/23(五)：公告各語種詳細上課地點於學校首頁【學生活動競賽】。 

(請注意：日語班在成功高中上課) 

4. 9/24(六)：上午 8 點正式開課。 

 

 

 

(一)『活動組報告』： 

(1)、 學校日暨班級家長座談會—各班班長或職代 9/17 (六) 
早上 07:50 分於學務處領取資料，協助幹部每人公服 4 小時，當日請導師核發。 

(2)、 五項藝術市賽報名—鄉土歌謠 09/19-09/26，創意偶戲 09/19-09/29 請務必於期

限內上網報名；五項藝術市賽之電子檔與報名表請於 9/20（二）前交學務處鐘

文忠老師（個人組）或林惠理老師（團體組）。 
(3)、 外交小尖兵校內初選—9/23 (五) 12:40 分整 於操場司令台舉行，報名表請洽學

務處活動組櫃臺，報名表請於 9/22 (四) 放學前，交學務處徐黎雯老師或張勝

勇組長；相關資訊請參閱學校首頁最新消息。 
(4)、 伊甸聖誕義賣—請各班班代協助調查、登記、收款（依書面說明辦理），款項

收齊後，請於 9/28（三）當日親交學務處活動組長。 
(5)、 高二班際詩歌朗誦比賽—順延至 10/27(四) 第 5-8 節課舉行；原 10/27 之高二

週會演講順延至 10/28(五) 第 4 節課舉行。 
(6)、 五項藝術市賽比賽時程—音樂 10/31-11/15, 舞蹈 11/22-11/26，鄉土歌謠 12/6

起，創意偶戲 12/9 起。 

(二)『生輔組報告』： 

(1)、 避震演練:下週一(9/19)升旗時間高一單年級防震疏散演練，下週三(9/21)升

旗時間全校防震疏散演練，相關狀況處置、疏散路線、操場集合位置檔案已放

置學校網頁最新消息，請班長提醒同學當天 7:30前到校。 
(2)、 高三請注意：於逸仙樓使用飲水機、使用廁所、行經走廊，請安靜！安靜！安

靜！轉角處及走廊矮櫃禁止群聚喧嘩!維持秩序人人有責！ 

(三)『衛生組報告』： 

1. 9/17(六)為本校學校日，9/18(日)外借考場，全校各班同學務必於星期五放學前將教

室清空，高三抽屜可放課本，請擺放整齊，班長及衛生股長協助督促及檢查。 

2. 教室清空標準：桌上、抽屜、椅子下、教室內外、櫃子上不得有任何物品。衛生組

長將於 9/17(六)徹底檢查，不合格之班級全班愛校乙次。 

行事曆 

(三) 日期：100.0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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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至合作社自助餐買午餐及晚餐，請自備環保餐具。 

4. 校園環境須靠全校師生共同維持，請同學走在校園看到垃圾請隨手撿起。 

5. 返校打掃未完成的同學，請開始補愛校，一次返校打掃未完成需 5 次愛校，並於

10 月底前內完成，請於愛校當日 11:10 至衛生組跟組長登記愛校，以利組長安排工

作。 

 (四)『體育組報告』： 

高一有氧舞蹈種子研習： 

1. 各班由康樂股長帶領 6 名同學於 9/19（一）至 9/29（四）每日 12：30（9/23 班會

時間），請至敏求廣場集合練習。 

2. 康樂股長及種子一定要學會有氧舞蹈，利用體育課練習參加比賽。 

 

 

 

(一) 閱讀分享沙龍 

  時間：9 月 22 日(四)中午 12:30~13：10 
  地點：圖書館 
  主題：世界的角落─<自己的房間>、<蘇珊桑塔格文選> 
  主講人：吳明津老師 
  歡迎您，一同享受閱讀的樂趣！( 請準時出席，切勿遲到。)  

(二) 文學季系列活動(詳細辦法將發至各班) 

1. 歡迎加入中山女高文藝季臉書粉絲團。 

2. 青春，踏步走--文學地圖踏查記徵文比賽： 

選擇指定篇章中一篇作品，閱讀後實地走訪文中所描寫的空間，依妳的所見

所聞所感，撰寫文章。形式不拘，可以針對作品仿作，或與作家對話；或是

就其中一景加以描寫，亦可抒發踏查後的心得感想。(對象：高二學生) 

3. 臺北，新遊記--｢最美的角落｣徵文比賽： 

請以「台北」為範圍，擇選一個對你深具意義或印象深刻的地方，以散文書

寫或圖文方式，勾勒出你心目中最美的角落。 

(三) 國片深耕計畫--<當愛來的時候>，導演張作驥將親臨現場。 

時間：9 月 23 日(五)pm12:30～15:10    地點：演藝廳 

請未報名班級，於 9 月 9 日放學前將報名表交至圖書館服推組。 

 

 

 

 

(一)「生涯卡不卡」活動開跑囉！ 

透過職業組合卡及晤談，探索自己的人格特質、興趣及價值觀，並了解個人生涯抉

擇風格及影響生涯抉擇的因素，讓你在選組選系的過程中，找到屬於自己的方向！ 
  1.對象：全校同學 

  2.時間：100年9月13日起開始預約，額滿為止 

  3.預約地點：輔導室（莊敬大樓二樓） 

  4.帶領老師：徐子晨、陳巧芸、張家瑜、鄭怡芳、金曉青 實習諮商心理師 

（二）輔導室小義工招募中 

  1.招募對象：高一同學，共8 位 

      2.報名表繳交期限：9/16(五)中午前交至輔導室李佳諭老師 

      3.甄選時間：9/19(一)中午 12:30 於團輔室內舉行甄選 

 (三) 早稻田大學 101 年升學座談會 

  1.對象：有興趣至日本留學的同學 

  2.時間：100 年 9 月 20 日（星期二）中午 12：20-13：10 

  3.地點：生涯資訊室（莊敬大樓二樓，輔導室旁） 

  4.內容：早稻田大學升學條件，中山學姐返校經驗分享。 

  5.有興趣報名的同學請洽輔導股長。 

（四）大學校系介紹—中央大學資電學群（電機、資工、通訊系） 
  1.日期：100 年 9 月 23 日（五） 
  2.時間：中午 12：20～13：10 

  3.地點：生涯資訊室（莊敬大樓二樓，輔導室旁） 

(五) 香港大學升學說明會 

  1.對象：有興趣至香港留學的同學 

  2.時間：100 年 9 月 29 日（星期四）中午 12：20-13：10 

  3.地點：生涯資訊室（莊敬大樓二樓，輔導室旁） 

(六) 日本慶應大學 101 年升學座談會 

1.對象：有興趣至日本留學的同學 

2.時間：100 年 9 月 30 日（星期五）中午 12：30-13：10 

3.地點：生涯資訊室（莊敬大樓二樓，輔導室旁） 

～願望是生命最強而有力的翅膀～ 

侯文詠《我的天才夢》 

圖書館 

輔導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