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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1 第 3 週紀律競賽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一) 9/24 班級家長代表大會 

  預修大學二外專班開課 

(二) 9/26-10/7 術科升學經驗分享

開始、科系介紹 

(三) 9/28 教師節 

(四) 9/29 綜合(高一二週會) 

(五) 9/30 賃居生座談會 

高三英文作文比賽 

高一 博、敏、正    

高二 義 廉 仁、公  

高三 慧 廉 智  

 

(一)『註冊組報告』： 

1. 本學期獎助學金已陸續公告在學校網頁上，請同學掌握申請時程。 
2. 100 年度原住民學生升學優待取得文化及語言能力證明考試報名開始，欲報名之

原住民同學，請至教務處註冊組領取報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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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3(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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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三自然組同學因應化學科加購下學期課本，預訂於十月初送至學生手上，並由設

備組近期通知各班總務補交不足之教科書費。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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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高二預修大學第二外語法語、德語、西語專班上課教室已公告於學校首頁「學生活

動競賽」，請上課同學準時於本週六(9/24)上午 8:10 至各教室上課。(日語專班上課

教室在成功高中) 
2. 校慶美術比賽收件時間：9 月 29 日（星期四）上午 9

時至下午 16 時 20 分止(各節下課時間) 
   收件地點：莊敬大樓 6 樓美術科辦公室。 

※應繳作品請於規定收件時間內專人送達收件處，未

依收件時間內送達之作品，概不受理。 
 
 
 
(一)『活動組報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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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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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高二班際詩歌朗誦比賽—辦法與報名表 9/23(五)置班櫃並上網公告，請高二各

班班長協助辦理。 
(4)、 高一高二個人詩歌朗誦比賽—辦法與報名表 9/23(五)置班櫃並上網公告，請各

班學藝股長協助辦理。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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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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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校園優惠預購票票數登記—絲路行（150 元）康熙與路易十四（180 元），由班

代統計該班欲購人數後，於 9/30（五）放學前至學務處活動組報名櫃臺登記（兩

張表格  分開登記） 
校園優惠預購票日—10/7（五）12:10-13:20 欲購票者自行至莊敬大樓勵志長廊  向主

辦單位購/取票 

行事曆 

(四) 日期：100.09.23 

  
 

教務處 

學務處 

榮譽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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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公告】 
＊ 100 學年度第一學期社團社員加退選社辦法 

1. 本學期社團加退選社時間自 100 年 9 月 26 日(一)至 9 月 27 日(二)，請有意加退選

社的同學請參考公佈之「社團加退選社人數限制表」。 

2. 加退選社單須經家長及欲退選社團之指導老師簽名【社團指導老師為校外老師者

由活動組社團負責老師代簽】後，於加退選社申請期限截止前交至學務處活動組，

始完成加退選社手續。加退選社申請截止時間至9 月 27 日(二)下午 17:30 止，逾期

即不再受理，請把握時間。加退選社名單將於 9/30(五)前公

佈於學務處前公布欄，並於 10/6 社課生效。 

3. 加退選社申請書請逕洽學務處活動組領取。 

4. 各社加選社申請人數超過該社可加選人數時，以抽籤決定。

各社團不設限退選人數，但加退選社只有一次機會，若無法

加選入任何社團時，視為退選未成功，應留原社團，故請考

慮加選社團之名額限制。 

5. 可加選社團名單：春暉社、女童軍團、傳愛社、生命品格研究社、女青社、管樂社、旗

槍社、合唱社、國樂社、弦樂社、口琴社、語言研究社、自然科學研究社、數學研究社、

生物研究社、建築研究社、品玩創藝社、籃球社、爵士舞蹈社、民俗體育社、武學社、手

語表演社、現代音樂社、戲劇社、楓織巧手社、攝影社、魔術社、滑板社。 

(二)『生輔組報告』： 

1. 賃居生座談:下週五(9/30)班會課時間於莊敬 3樓閱覽室舉行本學期賃居生座談

暨消防安全宣導，請賃居生同學按時參加。 

2. 搭乘公車或捷運時勿佔用博愛座，勿堵在車門口影響通行，勿大聲交談，若遇有

本校同學不良行為，請同學們互相提醒，做個有品有禮的中山人。 

3. 室外課時，副總務股長負責提醒同學攜帶個人貴重物品，並將教室門窗上瑣。 

(三)『衛生組報告』： 

1. 請勿將合作設便當箱當做資收籃裝資收垃圾及廚餘送至資收室回收。 
2. 本週整潔開始正式評分，若要看細項的整潔成績，請衛生股長至衛生組找組長查

詢，名次將公佈於學務處及教官室前公佈欄。 
3. 各社團海報請勿隨意張貼於校園各處，若不知張貼處，請洽學務處活動組。 
 

 

 

1. 日本住吉高校師生即將於 10/21(五)蒞校參訪，歡迎高一、高二同學踴躍來接待！

接待同學報名表將發至各班，請各班班長於 9/28 前將報名表交至圖書館。 
2. 請尚未繳交｢臺北市數位學生證結合市立圖書館借閱證申辦意願調查表｣的班級

圖資股長，於 9/23(五)5：30 前將申請表交至圖書館，逾時將不再受理申請服務。 

 
 

 
 

（一）【小義工相見歡】 

           時間：9/22(四)中午 12:30 

           地點：團輔室 (於輔導室內) 

           說明：本學期輔導室小義工第一次集會！請小義工們準時出席喔！ 

（二） 中山大學成立與高中生的交流平台，提供最新消息，歡迎多加利用！ 

1. 在Facebook 成立中山大學-公關組for高中生專區，同學有任何問題，都可以線上詢

問。 

2. 在中山大學首頁成立未來學生專區，統整學生所需資訊，提供學生瀏覽，掌握最

新資訊。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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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0-13：10 

3. 地點：生涯資訊室（莊敬大樓二樓） 

(四) 日本慶應大學升學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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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日本名古屋大學升學座談會 

1. 對象：有興趣至日本留學的同學 

2. 時間：100 年 10 月 7 日（星期五）中午 12：30-13：10 

3. 地點：生涯資訊室（莊敬大樓二樓） 

（六）為提倡「臺灣愛家日」，愛家基金會舉辦「提筆寫信給爸媽！」活動，透過文

字將口語難以表達的心情、感謝、歉意或心中的話，藉由文字敘述讓爸媽知道你的心

聲！有興趣參加的同學，請在 9/27（二）向輔導股長報名，並請輔導股長來輔導室索

取卡片。數量有限，每班限制 3～4 位同學！，寫完後請輔導股長收齊交回輔導室，

輔導勢將統一為大家寄出。 
（七）100 年青少年性教育宣導及諮商服務--親職教育講座活動 
1. 主題：爸媽窘很大--如何與青春期孩子談情說「愛」 
2. 對象：有興趣的同學或家長 
3. 時間：共分兩梯次 

(1)、 100 年 9 月 30 日（五）晚間七點至九點，北市文山區興福國中行政大樓 4 樓

多功能會議室 
(2)、 100 年 10 月 14 日（五）晚間七點至九點，北市中正區中正國中 5 樓會議室 

4. 報名方式：100 年 9 月 26 日（一）前至報名網頁報名（http://goo.gl/6EEge） 
5. 聯絡人：陳小姐：（02）2312-3456 分機：66103 

～最美的風景，總是要穿過最險惡的瘠地才有緣目睹～幾米《森林唱遊》 

圖書館 

輔導室 

http://goo.gl/6EE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