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104-2第 18週整潔競賽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高一 智 和 簡 

高二 誠 業 公 

高三 高三掃區不評分 

 

 

 

 

一、『設備組報告』 

(一) 近日有很多科學活動活動請同學上本校網站瀏覽。 

(二) 高二升高三預計 6/20(一)中午在科學館多媒體教室發放國文及英文教科書，請總務股

長收到通知 (預計星期一早上發) 後帶 10 位同學到科學館一樓設備組領取。 

 

 

 

 

一、『活動組報告』 

(一) 班聯大會暨社團服務學習經驗分享—6/23（四）第八節綜合活動課辦理，請高一高二

學生準時前往禮堂聆聽。 

(二) 106 學年度畢聯會籌組—近期將籌組 106 年度畢聯會，待高二各班新任班代選出後，

活動組將集合開會討論畢業紀念冊事宜，請高二各班新任班代留意。 

(三) 活動訊息公告—各類營隊、競賽等活動，皆公告於學校首頁學生專區，請同學留意活

動訊息公告。 

二、『生輔組報告』 

(一) 高一二本學期班級服務學習登錄表應於 6/22(三) 繳交，未能隨班級登錄的同學應親自

到學務處領取個人補登表，經導師檢查簽名後親自於期末前交回學務處，6/30 逾時未

交者服務學習時數為 0。 

三、『體育組報告』 

(一) 105 年度暑期游泳池對外開放，於 7 月 04 日至 8 月 26 日，週一至週五開放兩個時段： 

1.上午時段為 8:00-12:00、 2.下午時段為 13:00-15:00。 

僅開放身高 120 公分以上有游泳能力之女性市民及 12 歲以下男童使用。收費票價為

全票 60 元、學生票 40 元、待票及月票共 30 張(八折)，票價皆含公共意外險。詳細內

容以簡章為準。簡章可於中山女高網頁最新消息下載。 

(二) 105 年度暑期游泳訓練營開班，於 7 月 11 日至 8 月 05 日止，每期 5 天共 4 期。限女

性市民及 12 歲以下男童，且身高 120 公分以上始得報名參加。普通票 800 元；學生

票 700 元(均含保險費)；免費生需付保險費 17 元。詳細內容以簡章為準。簡章可於中

山女高網頁最新消息下載。 

(三) 本校學生即日起可先報名泳訓班，填妥報名表繳至體育組，先不繳費，確定開班後再

行通知前往繳費並領學員證。尚未通過教育部游泳檢測 50 公尺同學請把握暑假學習

機會。 

(四) 本學期課後游泳開放至 6 月 24 日，請同學確實帶學生證進行刷卡補游，未帶者一律

不額外人工補登，以免影響救生員照護水上安全作業的專心度。 

(五) 高二班際羽球賽比賽成績如下表，恭喜得獎班級。 

    高二班際羽球賽成績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第七名 第八名 

博 信 正 孝 群 敏 公 平 

(六) 高ㄧ、二游泳接力比賽成績如下，恭喜得獎班級。 

高一游泳比賽—自由式 400公尺接力成績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第七名 第八名 

信 業 正 和 樂 智 忠 平 

高二游泳比賽—400公尺接力成績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第七名 第八名 

公 敬 敏 和 禮 業 平 誠 

(七) 暑假期間留意水上活動安全，救溺五步(叫叫伸拋划)以及防溺十招請同學謹記在心，

期許同學能擁有一個愉快平安的夏天。 

四、『學生社團事務報告』 

(一) 105年領導人才暨服務學習營相關事宜： 

1. 各社團社長及副社長請務必出席，因故無法出席者，請派員代理。 

2. 請於 6/21(二)24:00 前至學務處網頁報名系統填寫報名資料

(http://www2.csghs.tp.edu.tw/hexercise/signup/signup.asp?id={C36340C8-AF04-426E-

B525-85069A9B7F8D} )，並繳交家長同意書至學務處蕊伊老師。 

3. 請於 6/23(四)08:00-6/24(五)12:40 以前至本校總務處出納組繳交 200 元報名費。 

(二) 欲辦理暑訓活動之社團，請於 6/20(一)13:20 前提出申請，請填寫活動申請表並附上企

劃書、隨隊師長同意書及待核章之家長同意書(另須於活動前一周繳交保險資料影本、

車籍資料及家長同意書)。 

104-2第 18週紀律競賽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高一 18週 3天 

與下週 19週紀律成績合算 高二 

高三 高三不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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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揪團獻愛 百人捐髮】： 

(一) 活動：募集千頂假髮，陪癌友走一段路 

(二) 內容：癌症希望基金會自 2002 年起提供癌友假髮租借的服務，希望透過假髮配戴，

讓病友能更有自信地接受治療，增加康復的機會。癌症希望基金會於今年 11 月將於

三創生活園區舉行「百人捐髮」的活動，號召學校團體共襄盛舉，為癌友剪下頭髮

並捐贈，現場亦會有髮型設計師提供剪髮後的造型服務。 

(三) 條件：頭髮長度 30 公分以上，未染燙。 

(四) 報名方式：學校團體報名，有興趣之師生請於 9/13(二)以前向輔導室登記參加。 

 

 

 

 

一、 讀書心得與小論文競賽尚未領取獎狀的得獎同學，請儘速前往圖書館領取。 

二、 本學期圖書館義工公服條已陸續發放，請尚未領取的同學找服務推廣組賴組長領取。 

三、 徵文比賽得獎名單如下表，將於下週一升旗時統一頒獎，請獲獎同學週一上午 7：20

至禮堂右側綠色平台集合（含高二獲獎人）。 

獎項 年班 姓名 篇名 

首獎 一廉 施雯文 老車伕的微笑 

貳獎 一捷 陳筠嵐 星空 

叁獎 二愛 洪 譽 德國爸爸帶來的省思 

佳作 一捷 王蒞安 尋知足 覓勇氣 

佳作 一公 吳宜芳 外國的月亮並不圓 

佳作 一廉 吳雨璇 旅行，旅「心」 

佳作 二平 黃子玗 旅行之美 

佳作 一業 戴心妤 意外的收穫 

入選 一業 蔡宛妤 旅行，擦肩而過 

入選 一正 古沂璇 那一次，北京 

入選 二愛 曾名聞 活 

 

 

 

 

 

 

 

 

一、 【轉知】「陸軍官校 2016 全國高中科學營」預計於 105 年 8 月 26-29 日舉辦，活動報

名時間為 105 年 5 月 1 日至 7 月 1 日截止，預計招收 250 名高中職學生參與，報名方式

採 e-mail、郵寄或傳真報名表，請有興趣的同學踴躍參加！並參考本校網頁學生專區連

結報名！ 

 

 

 

 

一、 105 學年度二升三同學加繡年級槓、學號說明： 

 高二升高三 

高一升高二禮、廉班（一升二其他班級，在暑假 8/22 返校日時辦理） 

價 目 

加年級槓 12 元／件；繡班號 12 元／件 

二年級全繡 77 元／件 

三年級全繡 89 元／件 

（如有轉組而變更班級者，請先自行拆除原班號； 

由廠商代拆者，一字 15 元） 

收 

制 

服 

時間 6/30(二)上午 07：45~8：50 以前 

地點 自強樓 1 樓社團教室 1（自強樓靠科學館、禮堂側） 

備註 
請各班總務股長於 6/30(一)上午 08：30 以前，至學務處生輔組領取

麻布袋及「送繡加槓拆字登記表」以收集各班送繡制服 

發 

制 

服 

時間 7/18(三)暑輔上課日，廣播通知 

地點 自強樓 1 樓社團教室 1 

繳款方式 由廠商現場發制服並收費 

※送繡期間，請著全套整齊運動服 

二、 高一同學在公告高二班級名單後，若新班號與高一不同，請自行拆除舊班號，以方便加

速送繡作業；若由廠商代拆，一字 15 元。 

輔導室 

 

合作社 

 

教官室 

 

圖書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