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北市崇光中學一九學年度第二學期第十週班會通報宣導事宜 
  ※為節能減碳，本通報每班乙份張貼於各班公佈欄或自行掃描右方 QR-Code 上網查閱。 110.0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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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04/26(一)高二三及國二進行班會(高三於 05/03)，各班學藝股長於第三節下課時間，至學務處窗台領取「班級活動紀錄簿」進
行班級活動課議題，依當週(家庭教育)計畫討論與分享，並於週二中午前，將「班級活動紀錄簿」填寫完成，請導師簽名後交
至學務處訓育組。 

二、本學期辦理性別平等教育宣導海報比賽，恭喜以下得獎同學，將於活力展現時間進行頒獎以茲鼓勵。 
高中組優勝：高一平/周筱珺、高二仁/王詩淮、高一智/葉亭妮；佳作：高二勇/高紫芸、高二平/李品穎 
國中組優勝：國二和/潘欣妤、國二仁/王宥心、國二勇/吳芷涵；佳作：國二平/徐子淯、國二和/藍浩軒 

三、04/26(一)進行高一母親節合唱比賽抽序，請班長聽廣播再至學務處集合抽籤並登記 04/29-04/30 預演時間
(提醒班級 PPT 製作於 04/29 前繳交訓育組)。 

四、擔任 05/01 國二班親會學務志工同學，請於 04/29(四)中午 12:20 於學務處前集合預演。 
五、五月份只有 05/05 一次社團活動課，接著請同學注意 06/02 社團課時間將於禮堂辦理社團成果發表會，

動態社團準備成發，靜態社團準備對開海報乙張，以供展示社團上課成果(紙張由訓育組提供)。 
六、高國三畢冊編輯負責同學請於 04/26(一)中午 12:20 於恩寵樓六樓電腦教室(一)進行校對。 
七、①高雄市政府教育局辦理「2021 年第十屆港都模擬聯合國暨第二屆模擬海洋國際會議」相關活動；②新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局

辦理「110 年新北義起幸福挑擔服飾設計徵選活動」；③臺北市立動物園教育中心休館與園區休園暫停對外開放參觀；④「中
原大學服務學習雙月刊-110 年 4 月號(第四十期)」。以上活動請上校網最新消息瀏覽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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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自 05/03(一)起，進行服裝換季，同學著制服時須配合夏裙穿搭，請同學盡速備妥衣物，以符合規定。
另，短褲不為制服一部分，屬自由購買性質，請同學勿穿著進出校門(特別提醒因自習或其他活動而留、
到校者亦同)。 

二、 合乎改過銷過資格者，請同學預先準備好｢改過銷過申請單｣、｢足夠榮譽章｣及｢愛校服務證明｣(銷警告乙次需
註銷 10 個榮譽章並愛校服務 4 小時)，於 110.05.03(一)至 110.05.07(五)前送學務處生輔組/生教組申請辦理。 

三、 校園安全維護事項：同學應配合學校作息時間，課餘時避免單獨留在教室，也要避免單獨到校園偏僻
的死角，凡未經允許進入管制區域者依校規懲處。 

四、 生活教育宣導：禮貌是一種生活態度，也是品格的展現。問早道好是一種習慣的養成，我們期待崇光
人都能至少用眼神接觸的微笑、點頭、揮揮手來表示崇光學生的有品傳統。 

五、 國中部風紀競賽第 1 學月評比結果已完成統計，依成績範圍內合於發放榮譽章班級：榮譽章四個 國三
智、國三平，榮譽章三個 國二仁、國二義、國二平、國一仁，榮譽章二個 國三誠、國二智、國二勇、
國二誠、國一和、國一平，榮譽章一個 國三仁、國三勇，請於 4 月 28 日(週三)午休前，將榮譽卡填寫
新年級、新座號，依座號排序，並註明登記榮譽章日期(請填好 110 年 04 月 28 日)，以班級為單位送至
生教組登記榮譽章。未依規定的班級，視為放棄登記榮譽章的機會。另，導師亦可視學生個別實際表
現狀況，決定是否予以登記榮譽章。 

六、 國中部刷卡率達 100%的班級，榮譽章一個 國三勇、國三平、國一和，請於 04 月 28 日(週三)午休前，
將榮譽卡填寫新年級、新座號，依座號排序，並註明登記榮譽章日期(請填好 110 年 04 月 28 日)，以班
級為單位送至生教組登記榮譽章。未依規定的班級，視為放棄登記榮譽章的機會。另，導師亦可視學
生個別實際表現狀況，決定是否予以登記榮譽章。 

七、 本校辦理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校園生活問卷普測調查，請同學於 110/04/23(五)前完成線上填報。 

04/06~04/09 
國中部刷卡率 

國三智 98.12% 
國三仁 98.10% 
國三勇 100.00% 
國三義 98.03% 
國三和 98.40% 
國三平 100.00% 
國三誠 98.75% 
國二智 97.02% 
國二仁 99.30% 
國二勇 99.26% 
國二義 97.82% 
國二和 95.31% 
國二平 98.12% 
國二誠 97.56% 
國一智 95.34% 
國一仁 98.83% 
國一勇 96.51% 
國一信 97.54% 
國一義 99.26% 
國一和 100.00% 
國一平 98.17% 
國一誠 9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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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同學至福利社購買食物或自身零食與便當，請在教室食用，勿在教室以外地方飲食及邊走邊吃，避免造成食物污染、垃
圾掉落造成的髒亂及食用時未注意安全等意外發生，如發現違規者將銷除榮譽章 5 個。 

二、 第一學月整潔競賽評比績優班級，請於 110/04/28(三)午休前，將全班榮譽卡依座號順序，寫上送繳日期(請填好 110 年 4
月 28 日)，以班級為單位統一送至體衛組核章。未依規定的班級及逾期繳交者，視為放棄核章機會。以下為合於發放榮譽
章班級：榮譽章四個 國一義、國一和、國一平、國一誠、國二仁、國二和、國二平、國三智、國三義、國三平、國三誠、
高二平；榮譽章三個 國一智、國一信、國一仁、國二勇、國二誠、國三勇、高一智、高一平、高二智、高二仁、高二勇、
高三平；榮譽章二個 國二智、國二義、國三仁、國三和、高三勇；榮譽章一個 國一勇、高一仁、高三仁。 

三、 以下活動有興趣同學請自行上網查詢，①北美環境教育學會(NAAEE)舉辦「西元 2021 年 EE30 Under 30(全球環境教育青
年領袖選拔)」活動資訊 https://naaee.org/our-work/programs/ee-30-under30；②「珍視自己，珍愛他人」微電影創作比賽
https://web.ckgsh.ntpc.edu.tw/nss/s/main/p/homepagenews1；③全國舞蹈比賽 https://www.ctssf.org.tw/messages/message.html?id=cOLv-p2z0s5wqSwA_0PR6；
④110 年運動賽事學生志工招募及培訓 https://www.ctssf.org.tw/messages/message.html?id=GeXDfiKVewMCAmA3U2Bf2；
⑤自行車大藝術家創意路線活動 https://itaiwanbike.iot.gov.tw/art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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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尋復活蛋訂於 04/26(一)舉辦，各年級請注意以下事項：(1)各班班長當天上午 09:45 至宗輔室領回各班容器，再至學務處前裝
復活蛋，二、三年級帶回班上享用；一年級復活蛋先送往禮堂，第四節尋復活蛋活動結束後，再帶回班級享用。(2)一年級：
請於 11 點至禮堂集合，進行復活節校園尋復活蛋活動，體會生活中與天主相遇的美好、經驗復活的喜樂。 

二、 四旬期愛德運動及「飢餓體驗營」：「飢餓體驗營」（311 人報名參加）的捐款 21,770 元。愛德捐款有 42,000 元，合計 63,770
元，已劃撥至天主教「財團法人台灣明愛文教基金會」統籌布施。謝謝大家的慷慨與愛心。 

輔

導

處 

◎輔導小語 1.今日的執著，會造成明日的後悔。2.沒有爬不過的山，沒有過不了的坎，只要勇敢面對，所有的一切都會隨風過去。 
一、 高一生涯規劃課將於 4 月 20 日至 5 月 7 日進行高一新編多元性向測驗，由於施測時間僅有六十分鐘，請同學上課準時在

教室施測，請高一各班輔導股長通知同學準備 2B 鉛筆、橡皮擦及空白紙施測。 
二、 新北市三重高工 110 年 4 月 24 日(六)13:40 至 17:30 於三重高工圖書館一樓視聽教室將辦理 12 年國教課程與考招制度技

術型高中(高職)家長宣導座談會；請上網 https://forms.gle/vCoZBqaVWrzY1tZe8 或逕洽 02-29715606 分機 340 報名。 
三、 東南科技大學 110 年 5 月 15 日(六)上午 10:00 於東南科技大學中正教學大樓 11 樓展演廳辦理「110 學年度新生家長說明

會」。流程及線上請上網報名 https://forms.gle/BSXhsjEVa2VJzE8n6。 
四、 原定 04/21(三)中午辦理的科系介紹，因故改至 05/26(三)中午辦理。 
五、 110 年暑期各大學營隊公告在學校首頁/最新消息，高中部有興趣參加的同學，請考量暑期是否需補考及與輔導課時間是

否撞期斟酌參與，輔導處將隨時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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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  紀 整  潔 
第 7 週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優良 
高中部 高二平 高二智  高一平 高二平 高二仁 高二勇 高二智 高三勇 高三平 
國中部 國三平 國三智、國二仁  國二平 國一義 國一和 國一仁 國二勇 國三義 國三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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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小標語】遠視近視，少看電視；青山綠水，把eye找回！【節能減碳十大無悔宣言】惜用資源顧地球：雙面用紙；選用再生紙、省水龍頭及
馬桶；不用過度包裝商品；回收資源。【防範一氧化碳中毒宣導】使用熱水器時，請保持環境通風，避免陽台違規使用、加裝門窗、紗窗不潔及
晾曬大量衣物等情形，才能有效防範一氧化碳中毒。相關宣導資料已在學務處公布，請同學可逕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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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範一氧化碳中毒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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