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北市崇光女中一三學年度第一學期 第六週班會通報 宣導事宜 103.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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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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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參加友善動物志工日志工同學，請至學務處領取志工時數條。 
三、 10 月 9 日參加國際女孩日志工同學，請於當日下午 2:00 於社團辦公室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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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人生不在於滿足世俗對自己的期望，而是要對自己的生命負起全責。～褚士瑩 
一、 本學期防災演練平安落幕，感謝全體師生對安全的重視，爾後災難發生時務必遵守演練規範，必能趨吉避凶。 

二、 民眾檢舉本校國中部學生校外言行，損壞校譽，並影響他人權益。請同學配合： 

(1)在人行道上走路靠邊走，並排以 2 人為限。 

(2)坐公車時，勿爭先恐後，請排隊上車。 

(3)過馬路時勿橫衝直撞，請遵照交通號誌，並遵從交通導護志工指揮。 

三、上放學期間校門口車流量頗大，請同學告知家長禁止在校門口迴轉。 

四、近日同學反映早上 6 點多中正路上有一騎坐摩托車上中年男子暴露狂，提醒同學遇見類似情事勿慌張，冷靜記下對方

特徵及車號，生輔組已將此情況通知新店派出所協處；另外，勿太早到校，以確保個人安全。 

五、中午至餐廳用餐同學頗多，為確保天橋行路通暢，請同學配合上、下天橋一路前進，勿並排行走聊天，同時主動在天

橋口排成一列，並免造成堵塞，耽誤彼此用餐時間。 

六、10 月 9 日(四)下午 2 點至 4 點於禮堂進行反毒宣講活動，邀請新北市地檢署田永琴觀護人宣講「毒品終結班」，請國

二、高一同學於期中考結束後，立即至禮堂就位完畢。 

七、個人出席紀錄配合事項： 

1. 上課鐘響 15 分鐘內為遲到，15 分鐘後為曠課。在健康中心休息視同未到課，請檢附相關證明請假。風紀股長請協

助任課老師確實點名。 

2. 缺曠者，請儘速完成銷假事宜，逾期者請檢附榮譽卡辦理，未有榮譽卡者，將視情節輕重予以愛校服務或記警告以

上之處分後才能辦理；遲到者，恕不得辦理。 

3. 無故缺曠超過 42 節(含)以上，經通知仍不辦理銷假者，將於學期末記小過以上之處分。 

八、請上體育課同學，特別注意下列事項： 

1. 集合地點請移至主顧樓 1 樓(或體育組前)走廊，或校門口警衛亭旁樹下。 

2. 禁止學生穿著其他 T 恤、或非學校體育服之短褲上課，包含班服皆不允許。 

3. 游泳課請穿著整齊運動服及運動鞋上專車，不可穿拖鞋；上完課返校，請同學在下車前將頭髮綁整齊，勿披頭散髮

或頭包毛巾、捲褲管下車，如頭髮尚未吹乾，先綁好回來再吹乾。 

九、「紫錐花運動」宣導：請同學上本校的新版網站，點選行政處室－學務處－生活輔導組－紫錐花運動－崇光紫錐花社

團－以個人進入 fb 進入，代表班級留言，由全班超過 30 人以上並按讚者，班級每位同學可蓋榮譽卡１格。 

十、最近天氣早晚偏涼，同學要注意自行添加制服外套、毛衣或體育外套，不要受涼；另外，新店本為多雨區，加以近日

天氣預報均有雨，請同學上學或帶隊出校上體育課時記得帶上雨具，有備則無患。PS：學務處愛心傘均已全數出借，

請借用同學記得歸還，讓愛心得以延續。 

十一、民眾檢舉中午家長送便當情況：1.學生及家長占據人行道影響用路人。2.部分學生與送便當「哥哥」在人行道上聊

天，影響校譽。 

鑒於以上情況，請同學及家長配合：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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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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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10 月 14 及 15 日為天主教學校年會，全國天主教學校校長及貴賓將蒞臨本校，請同學注意禮貌，服儀端莊整齊，並

主動問好。 

十三、有 2014 交通安全圖騰設計競賽，收件日期自即日起至 10 月 31 日止，有興趣的同學請踴躍參加！！競賽內容請上

本校網頁【校園公佈欄】http://web.ckgsh.ntpc.edu.tw/ 查詢。 

十四、高中部第 3 週風紀競賽成績：第一名 高一平、第二名 高一智、第三名 高二平。 

   高中部第 4 週風紀競賽成績：第一名 高一智、第二名 高一平、第三名 高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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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0/6(一)週會時間舉辦「為國祈福禮」，請一年級各班於上午 7:50 分準時前往禮堂並入座完畢。 
二、 10/14~15 舉辦「2014 天主教學校經營領導研習營」，下列事項請同學配合： 

 國中部側門上下學期間暫停開放，請同學從高中部校門進出。 
 家長親送便當者，請提醒家長一律於高中部校門進出。 
 校長研習期間，請同學服儀保持整潔、禮貌、切勿大聲喧嘩。 

三、 時序入秋，恩寵樓風大，請同學進出教室隨手關門！ 
四、 服裝儀容：穿著運動服到校，請注意服儀~內著黑色或白色內衣，褲管切勿任意捲起﹝長度太長請利用課餘改短，但

不更改樣式﹞ 
五、 國中部第三週風紀競賽：第一名 國二平、第二名 國二勇、第三名 國三義、國三誠。 

http://web.ckgsh.ntpc.edu.tw/fdownload/fdlist.asp?id=%7b43B1728B-A9E2-4149-B3A3-256E353FAC24%7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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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黑板清潔請用乾抹布擦拭(溝槽可用濕抹布，因黑板板面有「上漆」，如用水擦拭，會影響黑板功能!)。 
二、 各班請注意，早自習請確實進行簡易打掃，樓梯是否有垃圾或汙穢之處，廁所地板是否髒亂、垃圾桶是否溢出、衛生

紙是否已用完，教室前走廊及排水孔是否有垃圾或頭髮，體衛組將進行評分並列入整潔分數內。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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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發現隨意浪費衛生紙的同學

將依校規處分。 
四、 各班請注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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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未進行清理將扣整潔分數。 
五、 段考打掃時間 10/8(三)、10/9(四)中午 12:20-12:40。第二天 10/9(四)下午 14:00-14:50 高二、高三、國一、國三、進行大

掃除(高一、國二至大禮堂參加反毒活動，無需大掃除)，請各班務必確實進行打掃，針對教室牆角、樓梯(含扶手及窗

戶)、前後走廊(地板必刷)、廁所(地板要刷洗乾淨)。 
六、 近日發現公共專業教室桌面有塗鴉或寫字，及抽屜裡留下許多垃圾，請同學發揮公德心不要製造髒亂，並留給自己乾

淨整潔的教室空間。 
七、 10/20 早自習將進行國二健康操比賽，如有不熟練請加強練習。 
八、 第 3 週整潔競賽成績： 

【國中部】第一名：國三仁、第二名：國三誠、第三名：國二誠 國三平 

【高中部】第一名：高二智 高一和、第二名：高一智、第三名：高一義 

第 4 週整潔競賽成績： 

【國中部】第一名：國三仁；第二名：國三和、第三名：國三平 

【高中部】第一名：高三平、第二名：高一平、高一智、第三名：高二智 

九、 2017 台北世界大學運動會校園數位繪畫、攝影創作大賽，如有想要參加的高中部同學，請至體衛組洽詢相關報名比賽

辦法 。 
十、 近日發生多起蒸飯箱燙傷事件，提醒同學使用蒸飯箱務必小心，班級如有需要可以購置防熱手套使用。若不幸發

生燙傷意外，請立即沖水 5 分鐘後再到健康中心傷口處理及冰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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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六日（星期一）週會時間，舉行為家、為國祈福禮，請全校師生同心合意為台灣寶島「風調雨順、國泰民安」祈禱，

更請高國一各班班長及相關服務人員，當天早上七點廿五分至禮堂排練，參與的同學 7:50 分前禮堂集合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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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光文教基金會，103 學年度教師節「畫我-動動腦老師」繪畫比賽得獎名單，恭喜 以下得獎同學！ 

國中部 高中部 

第一名 國一和許方嘉 佳作 國三平吳敬芊 第一名 高二平江聿涵 佳作 高二智余佩真 

第一名 國二智鍾采彤 佳作 國三平張邵瑜 第二名 高一智張少俞 佳作 高二智魏家渝 

第三名 國二勇周雨蓁 入選 國二和周汶誼 第二名 高一平關之庭 佳作 高二平羅宇心 

第三名 國三平呂善羚 入選 國一仁林佳臻 第四名 高一義任亭瑀 入選 高一仁游洪綾 

第五名 國二智周采慶 入選 國三仁林采霓 第四名 高一義劉品伶 入選 高一平楊宛臻 

佳 作 國二仁余亞芸  第四名 高一平陳楷淇  
 

輔
導
處 

1、 台灣戲曲學院將於 10/3-10/4 晚上 7:30 在景美人權文化園區白鴿廣場(新北市新店區復興路 131 號)演出，觀迎全校師生前

往參加。 

2、 崇光女中慈暉讀書會是針對學校家長成立的團體，今年由周黛莉女士擔任讀書會會長，周會長精心設計許多很棒的活動

內容，請同學鼓勵家長參加，有意參加者，請洽本校輔導處(29112543#231-233)，本學期活動預告： 

日期 主題 講師 地點 

10/3(五)上午 9:30-11:30 輕鬆提昇孩子學習自信 莊淇銘 恩寵樓八樓圖書館會議室 

10/17(五)上午 9:30-11:30 晚熟世代讀書分享 葉大經 恩寵樓八樓圖書館會議室 

11/7(五)上午 9:30-11:30 永恒線條之美—談書法 周黛莉 恩寵樓八樓圖書館會議室 

11/21(五)上午 9:30-11:30 戶外研習—故宮 張怡慶 故宮 

12/5(五)上午 9:30-11:30 讓子快樂又自信的吸引力 周介偉 恩寵樓八樓圖書館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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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請各班總務股長以班級名條統計蒸飯人數，10 月 3 日(星期五)放學前，送回總務處。 
2. 社團是借用各班的教室，下課後請同學關冷氣、廣播擴音器，如忘記關將會影響到這個班級的扣分。 
3. (1)領用文具、購買物品時間：8:45~9:00 及 14:50~15:20。(2)購買校服時間：每週二、四 9:45~10:00 及 13:45~14: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