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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彰化女子高級中學 111 學年暑假須知及開學事宜 

一、暑假日期：自 7/1(五)起至 8/29(一)止，8/30(二)開學。 

二、課業輔導： 

1、7/18(一)至 8/12(五)，共四週。原則上每週上課 5 天，每天上課 1~6 節。 

2、課業輔導費：依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規定，並視各班上課節數而定。 

3、重補修高一、二學分申請：7/19(二)至 7/22(五)開放申請，相關資訊請留意教學組網站第 10 點。 

三、寄發成績單：預計 7/8(五)寄發成績單(請同學先自行上網查詢學期成績，如有疑義請務必於 7/6 前聯繫任教老師及註冊

組)，家長查閱後，自行保管運用。急需成績證明者，請自行影印成績單後，寄回教務處註冊組蓋章，並附回郵信封。 

四、補考日期：7/14(四)08：00，時間、地點請至學校官網首頁最新消息查詢，或電洽教務處試務組(04)7240042 轉 1205。 

五、選課相關資訊預計於 8/12(五)暑輔結束前公告於學校網站，請同學記得注意教學組公告，並依規定時程上網選課。 

六、本學期學習歷程平台作業期程如下： 

 學生上傳截止日 教師認證截止日      學生勾選截止日 

110-2 課程學習成果 7/24(日) 7/31(日) 
8/7(日) 

【註】可勾選「110-1、110-2 課程學習成果」

及「110 學年度多元表現」，有勾選的項目才

會提交到國教署資料庫！ 110 學年度多元表現 7/31(日)  

 【請注意！】 

1. 第二學期休業式：111 年 6 月 30 日（四）。課程學習成果上傳截止日，本學期訂為 111 年 7 月 24 日，較例行期程

（休業式結束後 2 週）多出一周，請同學務必把握時間上傳檔案。 

2. 「經教師認證後的課程學習成果」及「多元表現」，即日起開放學生勾選，本學年勾選截止日訂為 111 年 8 月 7 日，

請同學務必記得勾選。（有勾選的成果才會提交至國教署資料庫！） 

3. 請同學妥善規劃檔案上傳時間，切勿逾期！上傳課程學習成果後，務必隨時注意教師認證狀態，並預留認證不通過

（退件）往返所需時間。若長時間未通過認證也未獲得認證不通過意見，請主動洽詢該課任課教師！ 

七、如疫情趨緩，校園開放，高三可自由返校勤讀(進出校門請依規定刷卡)。暑假期間到校，須穿著學校規定服裝，進出校

園須刷卡並量測體溫，腳踏車請停放指定位置。 

八、圖書館：配合長假期間，放寬借閱期，自上學期起所借圖書，到期日一律為 9/12(一)。 

開學後的讀書心得及小論文寫作比賽，請同學善用假期準備。暑假期間圖書館照常開放，服務時間 08:00-17:00。 

九、輔導室：（一）高二學生：查閱彰女網站首頁/升學資訊之生涯網站，充實升學及產業資訊。（二）高三學生：針對升大

學欲就讀之校系，完成甄選入學審查資料項目相關準備。 

十、就學貸款申請步驟： 

1、於 111 年 8 月 12 日(五)前至學校首頁-獎助學金-「111-1 學期申請就學貸款相關事宜」先完成線上表單填寫或至教官
室登記再親赴臺灣銀行辧理。【就學貸款申請，請於規定時間內親赴銀行辦理，並非學校代辦】 

2、申請貸款資格與條件： 
(一)申請貸款資格：有戶籍登記之中華民國國民，就讀國內公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具正式學籍及固定修業年限

之在學學生。 

(二)申請貸款條件： 

A.家庭年所得 114 萬元以下(在學緩繳期間，政府全額補貼利息)。 

B.家庭年所得 114 萬元至 120 萬元(在學緩繳期間，政府半額補貼利息)。 

C.家庭年所得逾 120 萬元，家中有二位以上子女就讀國內公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同學需自付全額利息)。 

(三)申請程序： 

A.至台灣銀行就學貸款網站(https://sloan.bot.com.tw/)填寫就學貸款申請/撥款通知書（或親臨台灣銀行索取），首次

申貸者請先註冊會員、登打基本資料、設定密碼。 

B.備齊證件至台灣銀行任一家分行辦理對保(可先行線上預約對保作業以免耽誤寶貴時間)： 

C.將就貸申請/撥款通知書第 2 聯交至教官室，未繳回教官室者視同未辦理就學貸款(111 年 9 月 23 日前)。 

(四)同學申請就貸，本組建檔彙整資料，報送財政部及臺灣銀行到撥款到校完成溢貸退（補）費作業，需長達四個月

時間，退（補）費時程約為每學期結束前，請同學耐心等候。 

(五)同學如家庭年所得超過 120 萬元，且家中有兩位以上就讀高中以上學校，開學後需檢附另一位在學學生證正反

面影本（蓋有當學期註冊章者）。 

(六)有關就學貸款問題，請參閱台灣銀行就學貸款網站或電洽教官室王貝佳校安專員（04-7240042 轉 1302）。 

首次申辦 
由父母(監護人)或配偶陪同學生攜帶下列資料辦理對保手續: 

1.就學貸款申請/撥款通知書 

2.印章、國民身分證(學生本人及保證人) 

3.註冊繳費單 

4.最近三個月內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需有詳細記事欄，含學

生本人、父母或監護人、配偶及保證人；如戶籍不同者，

需分別檢附) 

同一教育階段第二次以後申辦 

如連帶保證人不變，不需再邀同法定代理人辦理對保手續，由學生本人攜

帶下列資料辦理對保即可： 

1.就學貸款申請/撥款同意書 

2.印章、國民身分證(學生本人) 

3.註冊繳費單 

4.同一學程前已辦妥對保之就學貸款申請/撥款通知書第 3聯(借款人存執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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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申請減免學雜費： 

1、 身分符合現役軍人子女、中低/低收入戶、特殊境遇、原住民、身心障礙學生或身心障礙人士子女，若未於 7/2 前

填寫線上申請表，或查調結果不符想要重新申請的同學，請於 8/13(五)前注意學校網站公告，以便補辦減免手續。 

2、 軍公教遺族、傷殘榮軍子女領有年撫卹金證書者，可檢附證明文件申請「全公費」或「半公費」之就學優待。（入

學時已申請過者可不必再次申請）新申請者若未於 7/2 前填寫線上申請表者，請於 8/13(五)前注意學校網站公

告，或洽詢教務處註冊組。 

十二、1、學生繳納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費、雜費等均依照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規定辦理。 

2、註冊繳費單預計於 8/30(二)發放，請按規定日期繳納。 

3、開學後請各班副班長於繳費期限後注意無聲廣播，將學生證收齊送至教務處註冊組加蓋註冊章(請按座號排序)。 

十三、暑假返校打掃相關事項： 

    1、返校打掃班級與時間表如下：※以下安排的返校打掃班級為原班人馬(即未分班前的班級) 

7/5 (二) 7/7(四) 7/11(一) 7/13(三) 7/15(五) 

202.203 204.205 206.207 210.211 212.213 

8/16 (二) 8/18 (四) 8/23(二) 8/26(五) 8/29(一) 

201.214 102.103 104.105.107 108.109.113 110.111.112 

備註：本次返校打掃班級為： 

A. 本學期無整潔連續兩週倒數 2名之班級。 

B. 3至 15週累積排名前 3名班級無須返校打掃：115.101.106.114.209.208.215。 

C. 其餘班級返校打掃 1次。 

    2、注意事項： 

 疫情期間返校打掃如有變更日期會於本校首頁公告，請各班返校打掃前注意本校首頁訊息。 

 返校打掃時間為：早上 9：05 至 11：00，10：55 中央穿堂集合第 2 次點名後放學，未點名者，於開學後補 2 次公差。 

 9 點 05 分集合，各班服務股長點名後向衛生組長確認，再由衛生組分配工作，開始打掃由服務股長及衛生組派員檢

查，提前掃完者需協助該班其餘掃區，該班掃區全部完成後，才集合點名一起放學。 

 暑假天氣較炎熱，請務必攜帶飲用水和毛巾，打掃時需配戴口罩請自行攜帶。 

 所有掃地用具使用完後，請確實歸還至原本擺放處，避免該班同學找不到。 

 當天有事需請假之同學，請事前向各班服務股長請假報備，請假之同學可以在上面其他班級有打掃之日期來補打

掃！（打掃點名時告知原班級、座號） 

 未能返校之同學，將於開學後中午補 4次午休或早修公差！ 

 9 點 20 分起開始登記遲到，遲到同學須於開學後再補 1 次中午公差。 

 返校打掃相關問題請洽：7240042 轉分機 1304 衛生組。 

 

                彰化女中 110 學年度第二學期各年級學期補考範圍 

科目 高一 高二 

國文 本學期三次期考範圍（第二冊全） 第四冊全 

英文 同期末考範圍 同期末考範圍 

英文校定必修  如有需要會由任課老師公佈 

數學 第四章 三角比 
高二數 A：第四章 矩陣 

高二數 B：第三章 條件機率與貝氏定理 

物理 高一物理（全） 自然組：期末考範圍 

化學 本學期三次期考範圍 自然組：本學期三次期考範圍 

生物 高一生物（全） 
選修生物：第一章動物體的組成與恆定 

2-1 循環系統（不含病毒） 

地科 

第四章全（包括相對濕度和露點查表的

實習） 

6-1、6-2 颱風，6-3 聖嬰現象 

7-1、7-2 氣候變遷 

高二多元選修-大氣、海洋與天文－學期補考範圍 

※『請在補考日當天或之前，將規定補交的書面報告檔案，以 e-mail

傳送給地科老師，報告檔名請寫班級、座號及姓名，郵件主旨請寫

高二多元地科補交報告』。（教師帳號：tangks@chgsh.chc.edu.tw） 

※地科老師會在期末結束前，將規定補交檔案說明，寄至需補考

同學的學校帳號，請有缺交作業、有可能學期成績不及格的同學

留意學校帳號之郵件。 

歷史 4-1～6-2（第二冊） 4-2～6-2（第三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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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 第二冊 Ch6~Ch7（教學講義） 全球化、南亞、漠南非洲（第三冊與別冊） 

公民 第二冊全 第三冊全 

資訊科技 補考範圍為期末考範圍  

生活科技 
請至班上 google classroom 補交期末作

業，依學校補考時限上傳。 
 

生涯規劃 
請至班上 google classroom 補交缺交作

業，或直接聯繫任課老師。 
 

補考日期 7/14(四) 08：00 起，詳細時間、地點請上網查詢。 

需補考同學請勿安排其它活動，並確實到考，以免影響畢業學分計算。 

 
 

彰化女中 111 學年度各年級各科暑假作業 

科目 高二 高三 

國文科 

1.課本：(1)第二冊文化基本教材〈墨子選〉語文習作 

        (2)第三冊 第 1 課 〈水證據—給河流〉（自學） 

2.課外閱讀文選：第 7 課〈諫太宗十思疏〉課後測驗 

3.縱橫詩詞曲第 9 單元羈旅思鄉 1~11（自學） 

1.複習第四冊 

2.《青春筆記》第 5 單元 

英文 

1. RH1： Unit 61-72 

2. 單字書：三級Unit 16-21; 四級Unit 1-2 

3. 小說：Wonder Tales from Greece 

4. 雜誌：空英 7/1-16; 8/15-27 

1. 課本第四冊Review 1 - 3 

2. 雜誌：7/1-16；8/15-27 

3. 句型：Ch.7、8 

數學科 由各任課老師自行公布 由各任課老師自行公布 

 

彰化女中 111 學年度暑假作業考試日程表 

日期 
年級 

時間 

高二 

社會組 

高二 

自然組 

高三 

社會組 

高三 

自然組 

八
月
三
十
日(

二) 
08：05 ~ 08：55 國文 國文 國文 國文 

09：05 ~ 09：55 英文 英文 英文 英文 

10：05 ~ 10：55 數學 數學 數學 數學 

11：05 ~ 11：55  物理  物理 

13：05 ~ 13：55  化學  化學 

14：05 ~ 14：55 開學典禮 

附註：1. 此暑假作業考試，做為一次週考成績，請各班班長負責試卷之收發。 

2. 參加校務會議的高二自然組同學請在中午 12:30先到教務處考［化學］。 

 

彰化女中 111 學年度暑假作業考試範圍 

年級 

科目 
高二社會組 高二自然組 高三社會組 高三自然組 

國文 暑假作業內容 

1. B4 課本〈愛與死與 IG 網紅〉 

2. 補充教材〈蘭亭集序〉 

3.《青春筆記》第 5 單元 

英文 暑假作業內容 暑假作業內容 

數學 暑假作業內容 暑假作業內容 

物理 無 暑輔授課內容 無 暑輔授課內容 

化學 無 暑輔授課內容 無 暑輔授課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