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北市崇光女中一四學年度第一學期 第二十週班會通報 宣導事宜 105.01.08 
※為節能減碳，本通報每班乙份公布於各班公佈欄或至崇光校網首頁 http://web.ckgsh.ntpc.edu.tw/→校園公佈欄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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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學年度仁愛園遊會，捐款總金額為 530,998 元整，共有廿個班級達仁愛班級標準，感謝同學們的努力，近期內將匯集善

款捐助慈善單位並公告。 

績優仁愛班級：高二智、高二平、高一智、高一義、高一和、高一平、國二信、國二義、國一信；國一義、國一平、國一

誠。 

最佳仁愛班級：高一仁、國二智、國二仁、國二勇、國二和、國二平、國一勇、國一和 

團隊精神獎： 

金牌 國一平 銀牌 高一平 

2.仁愛園遊會當天參與演出者，請將榮譽卡以團體或班級為單位收齊後，至學務處訓育組核章，元月 15 日之前未核章視同

放棄。 

3.元月 11 日舉行國一、國二週會.，請同學準時於 8 點前往禮堂集合；本次週會將頒發：仁愛班級、紫絲帶愛的學堂優良作

品，請獲獎班級代表、同學於 7:45 前往禮堂集合。 

4. 104 學年度年級模範生選舉已於元月 4 日完成投票，各年級模範生如下： 

國中部 高中部 

國三和 黃雅萱 高三仁 王 琪 

國二誠 林嘉淳 高二義 任亭瑀 

國一誠 慎庭暄 高一義 黃永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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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種負擔都是一種祝福。--美國動畫家凱利～ 

一、「105 年學生寒假生活安全須知」暨家長聯繫函回條，請於 105 年 1 月 15 日(五)放學前，由班長按照座號收齊後，統一

送至學務處生輔組彙整。 

二、本學期仍有缺曠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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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無故缺曠超過 42 節(含)以上，於 105.1.14(四)中午前仍不辦

理銷假者，將懲以小過處分。 

三、寒假、春節假期將屆，請同學注意旅外安全： 

(一)由於近來世界各地槍擊、暴力、恐怖組織挾持人質及恐攻爆炸事件頻傳，造成許多民眾傷亡，世界各國已紛紛強化

國境管理與內部維安。請即將出國或已在海外之學生，務必提高警覺。 

(二)請參考以下建議，提高自我防護意識：(1)出國前至外交部領事事務局網站（www.boca.gov.tw）完成「出國登錄」，

倘發生重大災變或有其他緊急事故時，外館可依據登錄資料，即時聯繫國人或其親友，提供必要協助。(2)避免前

往易發生恐怖攻擊事件之國家或地區旅行。(3)避免到人群聚集的地點，尤其觀光客經常聚集的場所或當地政府機

關、外國使領館等敏感地區。(4)隨時注意周遭環境變化，儘量結伴同行避免獨自外出，縮短在公共場所及人潮聚

集地點的逗留時間。(5)隨身攜帶護照等身分證明文件，配合安檢措施時主動出示。(6)發生緊急狀況時，聽從當地

維安人員之指揮進行避難。(7)各國安檢措施趨近嚴格，應隨時注意交通狀況資訊，提早及預留充足之交通及機場

通關檢查時間，以免延誤行程；各國大型商家、大眾運輸系統等營運方式及時間可能隨時應當局要求而調整，宜洽

當地觀光或交通機構查詢最新狀況。 

四、反詐騙宣導： 

(一)電視購物、網拍購物廠商及銀行客服人員不會以電話通知帳戶設定錯誤變成 12 期分期扣款。 

(二)當您接獲要您到自動提(存)款機(ATM)操作的電話時請小心，自動提(存)款機功能都在螢幕上清楚的顯示，並沒有

解除設定等其他功能，無法解除分期付款設定錯誤，也無法查驗身分，不要在電話中依歹徒指示操作而受騙，只要

聽到任何人指稱「至自動提(存)款機操作，以解除分期付款設定」說詞，必屬詐騙。 

(三)銀行沒有與遊戲公司合作，遊戲點數卡並無解除帳戶設定功能。請小心歹徒叫您至超商購買遊戲點數卡，透過提供

序號與密碼給對方，該遊戲點數（可以換成現金)將遭對方取得。 

(四)電話號碼可篡改，出現字頭「＋」，後面為區域號碼的來電（如+02、＋2、＋8862×××××××），是國際篡改來電就要

注意，歹徒經由篡改電話號碼而假冒網拍公司或是銀行客服人員。 

(五)個人資料及購物資料外洩嚴重，不要輕信不明人士指示進行轉帳，或交付金錢，或購買遊戲點數，如有遇到來電稱

您的證件遭冒用、或是涉及刑案（洗錢）、或是解除分期付款設定錯誤等，都可能是詐騙，請保持冷靜並撥打 165

專線查詢。 

五、內政部製作之燃氣熱水器正確安裝型態影片，請逕行上內政部消防署全球資訊網站(http://www.nfa.gov.tw/防災知識/防

災宣導下載/防範一氧化碳中毒安裝篇)下載運用。 

六、高中部第 18 週風紀競賽成績：第一名 高一平、第二名 高二平、第三名 高三智。 

http://www.boca.gov.tw/
http://www.nf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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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05 年學生寒假生活安全須知」暨家長聯繫函回條，請於 105 年 1 月 15 日(五)放學前，由班長按照座號收齊後，統一
送至學務處生教組彙整。 

二、本學期仍有缺曠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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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無故缺曠超過 42 節(含)以上，於 105.1.14(四)中午前仍不辦
理銷假者，將懲以小過處分。 

三、寒假、春節假期旅外安全，請參照生輔組。 

四、國、高三夜自習休息時間至 18：10 止，請第 9 節課放學或申請留校的同學，體諒學姐們升學準備的辛勞，務必輕聲動
作並放低聲量。 

五、再次重申國、高三夜自習休息時間至 18：10 止，請第 9 節課放學或申請留校的同學，體諒學姐們升學準備的辛勞，務
必輕聲動作並放低聲量，關班級門窗時請特別放輕。 

六、落實「言語溫和、舉止端莊、心地光明、氣度恢弘」：(1)本月餐廰用餐的班級，部分少數同學忘了校長對同學們「言語
溫和、舉止端莊」的期許，出現站著吃、邊走邊吃、高聲談笑、坐姿不雅、衣著不整等不雅行為，請勿必改正。(2)「崇
光女孩的心願」列有對服儀整潔的期許，本校同學自應自我要求服裝、鞋襪、頭髮、佩飾等，以維持崇光學子健康、清
新形象！ 

七、近期發現同學未確實轉交銷假卡及榮譽卡，導致遺失情事發生。學務處銷假卡收集處及班級抽屜櫃主要是提供同學方
便之用，不負保管之責，請同學配合協助代轉假卡或榮譽卡時，務必確實轉交給當事人。 

八、國中部第 16 週風紀競賽：第 1 名 國三智、第 2 名 國二誠、第 3 名 國一誠。 

  國中部第 17 週風紀競賽：第 1 名 國一義、第 2 名 國二信、國二誠、國一智。 

  國中部第 18 週風紀競賽：第 1 名 國三智、第 2 名 國三勇、國一信。 

九、請同學務必上網確認個人出勤/獎懲/幹部紀錄，查詢路徑【校網首頁】→【網路資源】→【成績與出勤查詢】→【學
生版】→輸入【學號及密碼(身分證字號，英文字大寫)】→【登入】，即可查詢，洽詢請至學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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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小標語：拒絕菸害，輕鬆自在。】 

一、請同學從事運動時，不要攀爬籃球架以免跌倒受傷，並於運動結束後將垃圾隨身帶走。 

二、為了讓學生方便記誦，教育部體育署提出「救溺五步、防溺十招」，請各校務必加強利用各種管道向學生說明宣導：(一)

救溺五步：叫叫伸拋划、救溺先自保：○1 叫：大聲呼救。○2 叫：呼叫 119、118、110、112。○3 伸：利用延伸物(竹竿、
樹枝等)。○4 拋：拋送漂浮物(球、繩、瓶等)。○5 划：利用大型浮具划過去(船、救生圈、浮木、救生浮標等)。(二)防溺
十招：○1 戲水地點需合法，要有救生設備與人員。○2 避免做出危險行為，不要跳水。○3 湖泊溪流落差變化大，戲水游
泳格外小心。○4 不要落單，隨時注意同伴狀況位置。○5 下水前先暖身，不可穿著牛仔褲下水。○6 不可在水中嬉鬧惡作
劇。○7 身體疲累狀況不佳，不要戲水游泳。○8 不要長時間浸泡在水中，小心失溫。○9 注意氣象報告，現場氣候不佳不
要戲水。○10 加強游泳漂浮技巧，不幸落水保持冷靜放鬆。 

三、早自習請確實派人至各班公共區域處進行打掃(如樓梯、各班教室走廊等處)，以維護校園整潔。 

四、第 16 週整潔競賽成績： 

 【國中部】第一名：國二誠、第二名：國一和、第三名：國一平、優良：國一誠、國二勇、國三義。 

 【高中部】第一名：高一平、第二名：高一和、第三名：高二智、優良：高三勇、高三平、高三智。 

五、第 17 週整潔競賽成績： 

 【國中部】第一名：國一和、第二名：國一義、第三名：國一勇、優良：國三和、國三勇、國二勇。 

 【高中部】第一名：高二平、第二名：高三仁、第三名：高一平、優良：高二智、高二仁、高二義。 

六、第 18 週整潔競賽成績： 

 【國中部】第一名：國二誠、第二名：國一和、第三名：國一義、優良：國一誠、國一信、國三義。 

 【高中部】第一名：高一平、第二名：高一和、第三名：高一義、優良：高三勇、高三平、高一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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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 15 日早上 11 時在文萃樓主顧聖母堂，舉行學測前的祈禱，藉神父、校長的祝福及莊嚴寧靜的聖堂氛圍，期盼崇光
寶貝能安定心神，以平常心去面對學測，展現出自己最好的一面。★請高三全體同學 11 時前聖堂就定位。 

★聖經訓道篇有言：事事有時節，天下事皆有定時，慶祝有時，裝扮有時，卸妝亦有時。依教會節慶，1 月 10 日是耶穌受
洗節，表示耶穌長大了，所以聖誕節的裝飾，請於 4 日（主顯節後）至 9 日拆除，謝謝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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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福利社開放時間：自 1 月 11 日起更改為 7:00~17:30 。 

二、 1 月 16 日總統選舉日，學校是投票區，請同學於十五日(星期五)放學時將門窗關好。 

三、 1 月 11 日(一)開始，將分發第二學期教科書，請班長、總務股長費心叮嚀同學將新課本保管好。 

四、 教室設備盤點工作：將於 1 月 25~27 日 17:00 後進行，請各班總務股長協助配合。 

五、 1 月 27 日放學後，請總務股長將以下教室設備送回總務處，以備財產盤點。【國中部】冷氣遙控器、電扇遙控器、單
槍遙控器、DVD 遙控器、有線麥克風。【高中部】單槍遙控器、DVD 遙控器。 

六、 請注意：(1)領用文具、購買物品時間：8:45~9:00、14:50~15:20。(2)購買冬季校服時間：每週二、四 9:45~10:00、13:45~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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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參加 104 學年度紫絲帶愛的學堂宣導活動作品優良同學名單如下： 

★請以下同學於 105/1/11(一)週會時間至禮堂集合頒發獎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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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二智 劉子瑄 8 高一仁 許嘉純 15 國二勇 盧佩淇 22 國一仁 劉思妤 

2 高二仁 張容慈 9 高一勇 謝文宜 16 國二信 劉蓁蓁 23 國一勇 王亭文 

3 高二勇 陳昕 10 高一義 黃舒涵 17 國二義 吳佩宸 24 國一信 林家葳 

4 高二義 陳俞安 11 高一和 賴佩璘 18 國二和 張雅琳 25 國一義 黃崢 

5 高二和 林曉均 12 高一平 張邵瑜 19 國二平 陳奕潔 26 國一和 張嘉宇 

6 高二平 楊宛臻 13 國二智 劉而伶(女而) 20 國二誠 翁子晴 27 國一平 林雲英 

7 高一智 曾琰紫 14 國二仁 盧姵綺 21 國一智 翁瑞榕 28 國一誠 劉沛蓁 

2. 大學在寒假中將會辦理各科系的營隊活動，由大學部學長帶領育樂活動，並介紹科系學習內容。請高中部同學踴躍參加，

以增進對各種科系的認識。即日起開始報名，各營隊的活動資料請上網查詢：崇光首頁左側/相關連結/大學科系營隊一覽

表。 

3. 國中部同學請注意：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規劃拍攝「104 年度國中適性輔導列車」系列影片,請國中同學至學校網頁左

側進入/愛學網/國中 7-9 年級/電視館/關鍵字輸入=104 適性輔導列車/請觀看第 1 班次至第 10 班次。 

4. 本學期輔導股長輪值表現優秀班級(輪值次數為 13 次以上)為高二智.高二勇.高二義.高二和.高一仁.國二勇.國二和.國二誠.

國一勇.國一誠。(編輯組)為高二仁.高一義.國一信.國一平.國二平,請以上班級輔導股長攜帶榮譽卡於 1/15 前至輔導處核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