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北市崇光女中一四學年度第二學期 第十五週班會通報 宣導事宜 105.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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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
務
處 

105 年 5 月 28 日(六)上午 9 點至 11 點 30 分，將辦理國二、高二親師座談會，親師座談會家長通知單已於本週四發予各班，
請同學務必將家長參與調查表於 5 月 23 日(一)前，將回條交予各班導師，以便統一彙整。 

訓
育
組 

1. 國一隔宿露營將於 5/23~24 舉行，請同學準時於 7:00~7:30 集合上車(操場)。 

2. 國語演講比賽將於 5/26(三)下午 16:10 舉行，下列事項請選手注意：序號抽籤：5/20(五)12:20，學務處。
競賽地點：國中—文匯樓 B1 生涯規劃教室、高中—文匯樓 B1 護理教室。 

3. 寬宏藝術舉辦「威力在哪裡」繪本藝術展，團體票價 180 元，有興趣購票者請於 5/26(四)12:00~12:20

前往文匯樓一樓社團辦公室購票。 

4. 崇光青年將於 6 月發行，請各班於 5/23(一)放學前，將訂購名條及費用送交訓育組。 

5. 敦安基金會舉辦『翻轉學習服務好 YOUNG』2016 敦安青少年人才培力計畫，歡迎有意願參與國際志工服務的同學報名
參加，活動網址:http://www.ido.org.tw/index_news.asp?NewsSn=1604110002(招募國三直升、高一同學)，5/23 截止報名。 

6. 弘道老人社會福利基金會 10/14 於台北市小巨蛋舉辦「2016 仙角百老匯」，歡迎大家捐發票(105 年度發票 10 張可以免費
索取一張門票)，歡迎大家一起參與，發票募集:即日起至 6/20 止(請以班級名條登記，門票屆時依據名單發放)。 

生
輔
組 

～人生做一件值得做的事情，終生都回味無窮。～優人神鼓創辦人 劉若瑀  

一、105 年度紫錐花運動「反毒健康小學堂」有獎徵答活動(http://antidrug.scvs.ntpc.edu.tw)，請全校同學於 105 年 5 月 31 日
前完成填答。請注意：每人共有 3 次作答機會，系統將自動選取最高分之成績登錄，作答滿 3 次者，系統將管制作答
權限。作答 3 次成績中有任 1 次成績為滿分之同學始具有抽獎資格。 

二、重申： 

(1)假卡如使用完(請注意：用完假卡保留至學期結束，避免後續爭議)，請至總務處購買；榮譽卡蓋滿請檢具舊卡至總
務處換領，切勿自行劃格，或隨意以紙張替代黏貼。 

(2)請妥善保管並隨身攜帶數位學生證，勿用貼紙將學生證中照片及學號貼上，造成辨識困擾。爾後經拾獲發現上述情
事扣榮譽獎章以為警惕。 

三、為確保自我安全防護，請同學務必配合下列事項： 

(1)上學勿單獨太早到校，放學不要太晚離開校園，務必儘量結伴同行或由家人陪同，絕不行經漆黑小巷或人煙罕至的
地方及進出危險場所。 

(2)同學應配合學校作息時間，課餘時，避免單獨留在教室，不單獨上廁所，避免單獨到校園偏僻的死角，確維自身安
全。 

(3)在校遇陌生人或可疑人物，應立即通知師長。 

(4)遇陌生人問路，可熱心告知，但不必親自引導前往，都應隨時注意自身安全，切勿聽信他的要求而繳交金錢或接受
他的要求離校。 

(5)在校外發現陌生人跟隨，應快速跑至較多人的地方或周邊最近便利商店或愛心商店，並大聲喊叫，吸引其他人的注
意，尋求協助。 

四、重申個人出席紀錄配合事項： 

(1)近日發覺同學故意規避刷卡，請配合到校後確實刷卡。各班風紀股長請確實清點人數(含早自習)，並記錄點名表中。
爾後經查察故意規避刷卡者一律懲以警告處分或扣榮譽卡 10 格以為警惕。 

(2)上課鐘響 15 分鐘內為遲到，15 分鐘後為曠課。在保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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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午休時間請確依規定在教室午休，不可藉機開會或辦理活動。午休巡查在外遊蕩同學將登記，扣班級風紀成績，請
同學以團體榮譽為重，配合作息規定。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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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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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無故缺曠超過 42 節(含)以上，經通知仍不辦理銷假者，將懲以小過以上之處分。 

(7)每週曠缺報表，請同學先行簽名，遇有問題者，請自行上網查明曠缺明細(學校網頁→網路資源→成績與出勤查詢→

學生版)，並確認是否已完成銷假事宜(假卡上蓋有＂銷假章＂表示已完成)；若無，則請儘速辦理請假事宜。如屬風
紀股長誤記的情形，需先找出點名單（點名單裝訂方式依年級、智仁勇…等班級順序排列，以日期分別裝訂成冊），
經由導師或該堂的任課老師確認修正並簽名後，交由學務處辦理修訂事宜。   

五、反詐騙宣導：於網路拍賣物品或購物時，對於非正常形式之交易及付款方式，應特別提高警覺，（例如：通知買家未收
到貨款而請求重新轉帳、通知買家溢付貨款要退款或請買家協助取消誤設之分期付款功能而藉口指示買家操作 ATM、
以優惠及折扣要求買家提早匯款、以所在地區或面交地點偏遠為由無法面交、約定面交後又藉口反悔或失蹤而要求匯
款等），並慎選有保障機制之網拍業者消費，以維自身權益。 

六、高中部第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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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學月風紀競賽成績已公布於學務處前走廊，請符合蓋榮譽章班級於 5 月 24 日放學前以班級為單位統一將榮譽卡送
至學務處核章，逾時不候。目前高二和已連續兩個學月風紀成績低於 60 分以下，請注意：依本校風紀競賽實施辦法規
定，全學期成績最後一名且未達 60 分之班級，全班暑假愛校服務乙次。 

http://web.ckgsh.ntpc.edu.tw/
http://www.ido.org.tw/index_news.asp?NewsSn=1604110002
http://antidrug.scvs.ntpc.edu.tw/


生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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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申 105 年度紫錐花運動「反毒健康小學堂」有獎徵答活動，目前國中部填答率不到 5%，請同學利用週、班會或其他時
間自行上網，依說明事項作答。 

2.校園是溫暖快樂的求學場所，每個人都是父母心中的寶，期勉同學在生活中多點防範，避免憾事，注意自身安全，天天平
安出門、快樂回家。 

本週發生同學因嬉戲不慎導致跌倒受傷事件，再次提醒同學務必留意自身及他人安全，切莫有危安行為或動作，以下是在
校園內常發生的危安事件，請同學多加留意：(當意外事故發生時，務必鎮定冷靜，應立即報告健康中心、師長給予適當
處理，避免傷勢加重。) 

(1)互丟東西致「碰撞傷」如飲料、鐵罐、鑰匙、寶特瓶…等硬的東西。 

(2)教室內外追逐、跳躍或上下樓梯互推、邊走邊玩致空踩階梯而跌傷、撞傷。 

(3)跳越觸摸燈罩、門框、班級牌等高物、觸壓或倚靠教室破璃、行動不慎致而碰撞牆角、磁磚、課桌椅、黑板、黑板溝
等，導致碰撞傷、割傷或其他傷害。 

(4)使用竹籤、竹筷或其他尖銳物不要邊走邊吃。 

(5)灼燙傷：飲水機熱開水使用不當，午餐盛湯、喝湯時搖晃不慎溢出而燙傷，不遵守家政教室、實驗室規則等規範致灼
燙傷。 

(6)球賽或劇烈競賽活動，致而跌倒、扭傷碰撞、骨折(賽前要做好暖身)。 

(7)近視者戴眼鏡運動，易被碰撞致剌傷眼睛、臉部，所以最好配戴安全鏡片。 

(8)上下學騎腳踏車不慎跌倒致碰撞傷，所以請戴安全帽並遵守交通規則。 

(9)惡作劇行為：例如以繩索、腳放兩排課桌椅間，或同學要坐下來，突然將椅子拿開，致對方跌倒、碰撞脊椎、骨折。 

(10)不慎使用利器(美工刀、針、工具…等)致割傷、穿刺傷等。 

(11)鉛筆、原子筆等尖銳文具，不當或不慎使用亦易造成傷害。 

(12)指甲抓傷他人，掃地用具撞挫傷或刺傷。 

3.國三榮譽卡累章換獎勵作業及合於風紀競賽第 2 學月評比績優班級均於 5 月 20 日（週五）中午 12 時截止。 

4.同學因傷病或其他不得已事由需要穿著非制式鞋樣、搭乘電梯或不便行走天橋等情事，請務必至學務處申請｢證明卡｣，凡
未向學務處申請者而擅自為上述行為者，將予扣榮譽獎章處分。 

5.國中部第十三週風紀競賽：第一名：國三智、國二義、國二平、國一平。 

體
衛
組 

～健康新主張，拒吸二手菸～  

一、各班資源回收物倒完後，務必帶走回收箱，經發現違規者，將扣負責同學榮譽卡 5 格。 

二、漢他病毒出血熱由感染由漢他病毒引起，為人畜共通傳染病，傳播宿主為囓齒類動物如老鼠等，傳染途徑可經接觸遭
鼠糞尿污染帶有病毒飛揚 的塵土、物體，或被帶病毒的囓齒類動物咬傷，即可能受到感染。潛伏期數天至 2 個月，一
般可能會出現的症狀包 括發燒、頭痛、倦怠、下背痛、噁心、嘔吐、不等程度出血現象並侵犯腎臟等，請同學務必維
持校園及教室整潔，落實「不讓鼠來、不讓鼠住、不讓鼠吃」三大原則。 

三、依據「菸害防制法」第 12 條規定：未滿十八歲者，不得吸菸，父母、監護人或其他實際為照顧之人應禁止未滿十八歲
者吸菸；另第 13 條規定：任何人不得供應菸品予未滿十八歲者，請同學勿觸法。 

四、請同學利用晨間、課間或課後進行每日規律運動至少 30 分鐘，如有從事慢跑同學可至體適能網站「跑步大撲滿」紀錄
平臺登錄並累計跑步里程數。另外，同學亦可參加董氏基金會辦理之「樂跑四季-RUN 遊台灣百岳」活動，活動官網：
http://www.run99.org/。 

五、大隊接力頒獎時間擇日公告，成績名次如下： 

【國一】第一名：國一勇、第二名：國一和、第三名：國一平、精神總錦標：國一誠 
【國二】第一名：國二誠、第二名：國二和、第三名：國二勇、精神總錦標：國二勇 
【高一】第一名：高一和、第二名：高一智、第三名：高一義、精神總錦標：高一平 
【高二】第一名：高二平、第二名：高二義、第三名：高二勇、精神總錦標：高二義 

六、 整潔競賽第一學月成績評比績優班級 

榮譽卡 國中部 高中部 

3 格 (80-84 分) 國一智、國一仁、國一義、國二仁、國二勇、國三智、國三信 高一勇 

4 格 (85-89 分) 國一勇、國一信、國一和、國二智、國二信、國二義、國二和、
國二平、國三仁、國三義、國三和、國三平、國三誠 

高一智、高一仁、高一義、高一和、
高二仁、高二勇、高二義 

5 格 (90-95 分) 國一平、國一誠、國二誠、國三勇 高一平、高二智、高二平 

◆請各班於 5/27(五)中午前，於榮譽卡上註明日期並依座號收齊，以班級為單位送至主顧樓體衛組核章，逾時不予受理。

未依規定填寫之班級，則視為放棄核章的機會。另，導師亦可視學生個別實際的表現狀況，決定是否給予蓋榮譽卡。 
 

輔
導
處 

1.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辦理 2016 年紫絲帶愛的學堂—「love 自己最重要」校園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宣
導活動， (請上 youtube 搜尋「如果天空不下雨」影片)，由高國二年級各班填寫學習單並自行遴選出優良作品一名，將
優良作品交回輔導處 (優良作品請於學習單上標示班級姓名 )並於執行宣導時拍照 1-2 張逕行傳至輔導處信箱 
counsel@gl.ckgsh.ntpc.edu.tw，請於 6 月 17 日前執行完畢，優良作品學生可獲新北市政府獎狀一張。 

2. 5 月 23 日星期一週會時間辦理大學科系介紹講座，由高一各班及高二自然組同學參加，請班長帶隊提前五分鐘於禮堂就
座完畢，並請同學攜帶紙筆方便記錄，輔導股長於講座隔日將回饋單交回輔導處。 

總
務
處 

1. 近期有關食安的報導：卜蜂誤用過期調味料，製作成一些調理品，如三節翅。崇光餐廳經總務處檢核，雞翅、雞丁等調
理品使用的廠商是-強匠、耀陞或大成，請老師同學安心使用。 

2. 『國三平、國三智、國二勇、國一義及國一、二、三導師辦公室』請特別注意，放學或離開辦公室時，記得將安全門上鎖。 
3. 天氣多變化，常有偶發性雷陣雨，請同學放學時，記得將教室門、窗關閉。 
4. 恩寵樓學生廁所仍有同學將大量衛生紙堆放在洗手檯上，請同學愛惜我們居住的地球並珍惜、節約使用衛生紙。 
5. 教室設備、設施如有故障，請上總務處網站登入，並點選『報修系統』，總務處將派同仁處理。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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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
教
組 

崇光美術班美展開幕，歡迎參觀~  

活動地點 活動時間 展覽作品 

文萃樓 B1 演藝廳崇光藝廊 2016 年 5 月 19 日-6 月 4 日  新北市及全國美術比賽得獎作品 

週末美術班加強班作品 

美術班學生作品 
 

 

http://www.run99.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