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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各社團、班級若有規劃校外參訪或上課必須提前刷卡離校之情形，請事先通知家長注意下課時間異動，以避免家長誤

判同學放學時間。 

二、 本學年度高國一才藝大賽訂於 11 月 5 日(三)下午 4:00 於本校大禮堂進行，請參賽班級同學及早準備，當日放學時間

比照社課放學時間，各班所使用之音響設備請自行測試準備，比賽現場有手提電腦，請各班於 11 月 3 日(一)綵排時

即將資料存進該電腦桌面，並自行派員操作播放。 

三、 社團任何自訂校外活動，必須檢具家長同意書，並至學務處訓育組報備，同意書上須加註社長聯絡方式及解散時間、

地點。 

四、 本學年度班級模範生提名作業自即日起至 10 月 31 日止，各班提名之班級模範生將進行票選，成為年級模範生，請各

班同學特別注意模範生選舉之相關規定，年級模範生投票日訂於 11 月 26 日(三)上午 8:00 至 12:00。 

五、 社團活動課結束後，請各社社長及總務、衛生股長確實負起教室復原責任，離開教室前請關閉冷氣、電腦、電燈，未

盡善後之責將扣該社團成績。 

六、 本校團隊參加天主教會主辦梁弘志先生逝世十週年歌曲新編比賽，榮獲優勝，請受獎同學於 10 月 24 日(六)下午 1:45

於新生南路台北聖家堂前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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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內基～人生就好像是回力標一樣，你投擲出的是什麼，收到就是什麼。 

一、請同學隨身攜帶數位學生證，養成到校及離校刷卡習慣。為鼓勵同學配合數位學生證刷卡，自 103 年 11 月 1 日起至學

期結束止，各班每月平均到校刷卡率達 95%以上，全班蓋榮譽章 5 格；整學期平均到校刷卡率達 95%之班級，全班嘉

獎乙次。 

二、10/27(一)換季，請同學配合，新買制服須事先繡好學號，制服褲不得擅自修改樣式，違者將依校規處理。 

三、 請送領便當同學及家長配合: 

1.請騎車、開車的家長，遵守交通規則，將車輛停妥後，再將便當送至校園內，勿隨意停車造成交通堵塞，影響其他

用路人。 

2.便當盡量書寫班級姓名後，置於「家長置物櫃」，由學生逕行領取。 

3.如需親自面交，請家長至校園內前廣場等候；等候的同學請在校園內等候(勿出校門)。.  

四、 交通安全宣導： 

1.騎乘機車(自行車)請依規定戴妥安全帽。 

2.騎自行車者不可附載坐人，依規定兩段式左(右)轉，不得爭先、爭道、並行競駛，或以其他危險方式駕駛，遵守行車

秩序規範。 

3.請愛惜生命，勿跨越軌道與闖越平交道，以避免危害自身生命財產與影響旅客乘車權益。 

五、近日校內發生錢財失竊事件，提醒同學務必妥善保管個人財物(包括總務收取各項費用繳交部分)；另請配合勿任意進

出非自己班級教室，避免瓜田李下嫌疑。 

六、本校電梯主要提供 6 樓以上及行動不便同學使用，請同學自重，5 樓以下同學，請走樓梯上下樓，以增加個人運動機

會。 

七、重申社課結束，請同學穿著整齊制服離開學校。 

八、本校福利社有提供晚餐便當的訂購，請同學於上午 11:00 以前完成預購；重申家長僅能幫自己的孩子送餐，不得代送

（訂）其他同學的餐食；同學亦不得自行或請人購買外食。違規者，一律扣 10 格榮譽卡或記警告乙次；除了初犯的過

錯外，累犯的部份一律不得辦理銷過。 

九、事假和公假必須事前完成請假作業，到校 3 日未完成銷假作業，依逾時銷假懲以扣榮譽卡(或愛校服務)，以為警惕。 

十、2014 交通安全圖騰設計競賽收件日期至 10 月 31 日止，有興趣參加的同學請把握時機！競賽內容請上本校網頁【校園

公佈欄】查詢。 

十一、高中部第 7 週風紀競賽成績：第一名高二平、第二名高二智、第三名高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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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原訂於 10/22(三)舉辦之高國二游泳大會考，日期更改為 11/5(三)，地點及時間維持不變，如有意願再報名同學，請向

各班體育股長統一登記後，到體衛組報名，報名表繳交期限 10/24(五)放學前。 

二、 各班請體諒打掃同學的辛苦，不要將廚餘及垃圾丟到廁所垃圾桶及飲水機造成髒亂，如發現將勞動服務一週。 

三、 上學期體適能成績，如有疑問的同學請至體衛組做登記並修正，登記時間為即日起至 11/10(一)放學前。 

四、 各班資源回收及一般垃圾務必每天清理，以免孳生病媒蚊及造成教室髒亂；資源回收物及回收箱需清洗乾淨否則

扣分；倒垃圾時如環保公差未到請勿擅自倒垃圾，並於上課鐘響前完成。 

五、 衛生紙為可溶性物質，請將用過衛生紙丟到馬桶內，且不要玩衛生紙以減少資源浪費，如發現隨意浪衛生紙的同

學將依校規懲處。 

六、 請勿使用濕抹布擦拭黑板，否則會降低黑板使用年限及損壞。 

七、 第 6-7 週整潔競賽成績：【國中部】第一名：國三仁、第二名：國二誠 國二勇、第三名：國三和 

【高中部】第一名：高三平、第二名：高一義 高一平、第三名：高二平 
藝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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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班參加畫我老師比賽的同學，於 10 月 28 日(二)下午打掃時間至文萃樓圍牆領回作品，同時將作品送給老師留做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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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家長及同學,熱心接待姐妹校「韓國釜山聖母女高」學生，分享溫馨的家庭氛圍及認識中華文化。我們以招募優先順序

邀請 20 位學生擔任學伴及接待家庭。崇光再次感謝所有申請學生及家庭的支持。 

2014 接待家庭名單-韓國  

 班級姓名  班級姓名  班級姓名  班級姓名 

1 高二勇 02 方翊璉 6 高一智 33 鄭如軒 11 高一義 36 葉穎驊 16 國三平 02 江宜蓁 

2 高二平 34 梁有蕙 7 高一智 35 鄭 崴 12 高一平 13 林榆恆 17 國三平 09 李文心 

3 高二平 48 酈 薇 8 高一仁 04 吳怡萱 13 高一平 18 高瑄柔 18 國三誠 02 任含景 

4 高一智 06 李奕萱 9 高一勇 29 廖文莉 14 高一平 22 張簡力庭 19 國三誠 08 辛 恬 

5 高一智 10 林沛萱 10 高一義 07 吳宜瑾 15 高一平 27 陳亮諭 20 國三誠 34 葉千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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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下週一 10 月 27 日週會時間舉辦心理衛生講座，講題是「妳，就是這世界最需要的改變」，參加對象為高一全體同學。

你想知道高中生對世界能有甚麼影響力嗎？請高一各班在 7:50 前至禮堂集合就座完畢，聆聽這場演講。 

二、 淡江大學將於 11 月 8 日上午 10 時至下午 4 時辦理揚帆前夕—大學生活體驗營，報名方式，請至

http://goo.gl/forms/xMjaHgK5 報名，名額只有 100 名，全部免費，請把握良機。 

三、 參加 103 年度紫絲帶愛的學堂影片感言優良名單如下：: 

請以上同學於 103 年 10 月 27 日(一)上午 7:45 前至禮堂前方入口處集合等候校長頒獎,頒獎順序依編號 1-7 號第一組—

8-14 號第二組—15-21 號第三組—22-28 號第四組進行,請每組第一位同學喊口令,逾時不候並請注意服裝儀容整齊。 

編號 學生班級 學生姓名 編號 學生班級 學生姓名 編號 學生班級 學生姓名 編號 學生班級 學生姓名 

1 高三智 張庭瑀 8 高三平 王子菱 15 國三誠 曲欣妍 22 國二智 高平真 

2 高三仁 陳薏如 9 高二智 徐詩柔 16 國三平 羅品儀 23 國二仁 李怡萱 

3 高三義 許珈熒 10 高二智 簡柔安 17 國三勇 李明珊 24 國二信 林品妤 

4 高三義 黃若芬 11 高二智 方柏雅 18 國三平 邱曼瑄 25 國二義 陳渝婷 

5 高三義 韓如誼 12 高二義 易俐辰 19 國三平 吳敬芊 26 國二和 陳怡綺 

6 高三義 劉眉汝 13 高二和 張見晴 20 國三和 何宇涵 27 國二平 陳怡蓁 

7 高三和 鄧家祺 14 高二平 李  騏 21 國三信 李孟庭 28 國二誠 陳品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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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走出電梯，爬爬樓梯 恩寵樓電梯使用頻率過高，易使滾輪磨損，為了愛惜電梯，為了節電，

更為了妳的健康，請同學盡量爬樓梯。(爬樓梯比在平地走或跑的運動量大好幾倍，它兼有跑和跳

兩方面功能；每爬 10 分鐘樓梯約可消耗 250 大卡熱量，對心血管疾病、肥胖、骨質疏鬆有防治的

效果，更對舒緩壓力及慢性疼痛的改善有特別的助益，為了自己的健康，聽聽身體的需要，請爬

樓梯讓自己動一動！) 請填填看： 

（ ）爬樓梯可增強心肺功能、使血液循環暢通，防止高血壓的發生。 

（ ）爬樓梯容易造成便秘的發生，我們應該盡量搭乘電梯。 

（ ）養成規律的運動習慣，對許多心血管疾病、肥胖、骨質疏鬆皆有防治的效果。 

2. 校園桂花開了非常馨香，同學可在小鹿溪水旁聞香，可舒緩壓力及預防癌症喲! 

3. 秋季風較大，恩寵樓的同學請輕聲關門，勿『呯！呯！』影響隔壁鄰居。 

4. 恩寵樓廁所常忘記關燈，請各樓層班級同學放學走樓梯時，也能隨時注意並幫忙關燈。 

5. 數位學生證如置於皮夾刷卡時，請勿與其他晶片卡放在一起使用，會讀不到妳的資料。 

6. 統計蒸飯人數尚未交回的班級，仍有國二誠、國三誠、高一仁、高一和、高二義、高二平、高三智、高三勇，請於 10

月 24 日(星期五)放學前交回總務處。 

7. 文萃樓新購置《不銹鋼雨傘置放架》，雨天時請同學將雨傘折疊收好置入傘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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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光女中圖書館還書箱使用辦法 

一、 圖書館為便利讀者歸還圖書，特設立還書箱，由讀者自行投遞還書。分別放置於高中部及國中部各一個。 

二、本館至還書箱取書時間為：每星期二及星期五下午。 

三、圖書務必由投入口置入，請勿置於箱頂，否則圖書遺失，本館概不負責。 

四、非本館圖書，請勿投入箱內，否則本館不負保管責任。 

五、「逾期」圖書，請至『流通櫃台』歸還，請勿投入還書箱。 

六、 實際歸還圖書冊數，以本館點收為準，未點收前，可借閱之圖書冊數以本館系統之紀錄為依據。  

http://goo.gl/forms/xMjaHgK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