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北市崇光女中一四學年度第二學期 第十六週班會通報 宣導事宜 105.0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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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訓
育
組 

1. 社團靜態海報成果展，請社團海報於 5/30(一)下午 1:00~5:00 進行訓育組核章，6/1 午休進行海報張貼(地點：主顧樓二樓
桌球教室之走廊窗戶)，展示期間：6/1~6/8，歡迎同學利用下課時間前往觀賞。 

2. 社團動態成果發表將於 6/1(三)下午第八~九節，地點：禮堂，上台發表順序如下：(禮堂空間有限，未參與動態成果之社
團請於原教室進行社團)。5/27 下午第六節下課請各社團社長至學務處門口集合，成果發表說明。 

16:05 集合 學務處

16:10 蘭姐社 林怡慧
旗開得勝

掠影浮光

16:18 合唱社 羅百倫 歌曲2首

16:23 韓國參訪學生 謝秀英 扇子舞

16:28 紫錐花社 黃淑敬 反毒健康操

16:36 戲劇社 張喬郁 教育搞笑劇

16:41 手語社 謝秉翰 I'm not your's woosa woosa

16:50 國中日語社 劉又敏 Love Live-Sunny Day Song

16:58 親善大使團 焦文娟 感動接待及頒獎情景秀

16:55 心韻吉他社 董一明 學妹團刷

17:03 舞蹈社 鄧倢伃 舞蹈表演

17:11 熱舞社 廖梓筠 帥氣+性感hiphop

17:19 MV流行舞蹈社 彭依葶 跳舞

17:27 原創音樂社 仇邦君 表演

17:30 熱音吉他社 鍾建邦 樂團表演

17:38 藍軒吉他社 莊宇倫 吉他彈唱

17:45 頒獎 學務處 績優社團

  
3. 社團動態成果發表—彩排地點在禮堂，時間及說明如下： 

日期 5/30(一) 午休 5/31(二) 午休 6/1(三) 午休 

彩排社團 蘭姐社、合唱社、韓國參訪學生、 

紫錐花社、戲劇社 

手語社、國中日語社、親善大使團、 

心韻吉他社、舞蹈社 

熱舞社、MV 流行舞蹈社、 

原創音樂社、熱音、藍軒 

4. 畢業典禮將於 6 月 8 日﹝三﹞，高中場-上午 9 時~11 時，國中場—下午 14 時~16 時，地點：禮堂。 

5. 校友會發起「崇光娃娃 USB 團購」，定價 350 元，請各班班長協助調查及統計﹝預購訂金：100/個﹞，請 6/1 班長將訂購
回條及訂金送交訓育組，預計 6/26 交貨。 

6. 5/28(六)二年級親師座談會，請各班交 2～3 張照片，寄至學務處信箱 girlschool@gl.ckgsh.ntpc.edu.tw。 

生
輔
組 

～懂得苦中作樂，日子才容易過。～香港專欄作家 區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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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5/26 止，高一智、高一仁、高一勇、高一和、高二仁、高二和等 6 各班級填答率為 0，
請上述班級全體同學配合完成上線填答。 

二、請住宿生及有意願住宿的同學於 105.6.8 日(三)前至學務處生輔組回報及登記暑輔及下學期住宿意願。 
三、學期近尾聲，欲辦理榮譽卡累章換獎同學，請於榮譽卡上以鉛筆註記榮譽章數量及更換獎勵(請注意：學期換獎最大額

度為小功 2 支、嘉獎 2 支)，以班級為單位，統一於 105.6.14 日(二)放學前送至學務處生輔組辦理。 
四、合乎改過銷過資格者，請檢附改過銷過申請單及足夠榮譽章(10 格可銷一支警告，20 格可銷二支警告，25 格可銷一支

小過)送學務處辦理。榮譽章不足者，請檢附志工服務卡，服務時數 4 小時者，銷一支警告，依此類推。 
五、爬樓梯除了可以健身、增強下肢肌肉和韌帶的力量及內臟功能外，甚至可以減肥。非行動不便及至 5 樓以下樓層同學

請多走樓梯。近日發生宜蘭大學電梯吃人事件，提醒同學搭乘電梯時，務必確認電梯已停妥後再進入電梯內，搭乘時
勿在電梯內用力踩踏及強制按壓面板，以確保電梯使用安全。 

六、高中部第 13 週風紀競賽成績：第一名 高一平、第二名 高二平、第三名 高一智。 

生
教
組 

1.重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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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自行利用週、班會或其他時
間自行上網，依說明事項作答。 

2.媒體傳出電梯故障而夾死人的驚人事件，對照本校不久前有同學故意不當使用電梯，亂按控制面版，造成恩寵樓電梯故障，
幸未發生傷害事件，在此特別再次提醒同學搭乘電梯務必遵循電梯搭乘相關規定，以維自身安全。謹記校園是溫暖快樂的
學習場所，期勉同學在生活中多點防範，避免憾事，天天平安出門、快樂回家。 

3.重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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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國中部累獎章換獎勵作業即日起展開，請依通知單內容，以班級為單位，統一於 105 年 6 月 14 日(二)放學前送至學務處
生教組辦理。 

5.國中部第十四週風紀競賽：第一名：國二義 第二名：國二仁 第三名：國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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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校內環境教育知識擂台賽將於 6/1(三)中午 12:20-13:00 於護理教室舉行，請高國一有意參加同學踴躍報名，報名表於
5/31(二)放學前繳回至主顧樓體衛組。 

七、第 15 週整潔競賽成績：【國中部】第一名：國三勇、第二名：國二誠、第三名：國一智、優良：國一信、國二仁、國二信。  

【高中部】第一名：高一平、第二名：高二平、第三名：高二智、優良：高一仁、高二義、高一和。 

總
務
處 

1. 使用恩寵樓教室的班級，「冷氣遙控器」請設定在 20°C，勿任意調整溫度，必免造成冷氣壓縮機負載過量，而損壞，就不
能吹冷氣啦。 

2. 搭乘電梯時，請勿嘻鬧，要確定車廂已完全到達所在樓層位置後，方可入車廂乘坐。 
3. 天氣炎熱，為防止孳生病媒蚊蟲害，維護環境衛生，將進行環境消毒。(1)時間：五月二十九日(星期日)11:00。(2)範圍：

1.主顧樓前、後廊。2.文匯樓一樓、地下一樓(室外)。3.文萃樓一樓(室外)、B1 走廊、B2 停車場。4.恩寵樓一樓(室外)、B1
停車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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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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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5 集合 學務處

16:10 蘭姐社 林怡慧
旗開得勝

掠影浮光

16:18 合唱社 羅百倫 歌曲2首

16:23 韓國參訪學生 謝秀英 扇子舞

16:28 紫錐花社 黃淑敬 反毒健康操

16:36 戲劇社 張喬郁 教育搞笑劇

16:41 手語社 謝秉翰 I'm not your's woosa woosa

16:50 國中日語社 劉又敏 Love Live-Sunny Day Song

16:58 親善大使團 焦文娟 感動接待及頒獎情景秀

16:55 心韻吉他社 董一明 學妹團刷

17:03 舞蹈社 鄧倢伃 舞蹈表演

17:11 熱舞社 廖梓筠 帥氣+性感hiphop

17:19 MV流行舞蹈社 彭依葶 跳舞

17:27 原創音樂社 仇邦君 表演

17:30 熱音吉他社 鍾建邦 樂團表演

17:38 藍軒吉他社 莊宇倫 吉他彈唱

17:45 頒獎 學務處 績優社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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