週三第一節下課 班長集合 時發給兩份

107/3/14

訓育組（分機 32101）

※ 請班長宣讀本通報重點，並張貼一份於班級公佈欄，另一份轉交導師。
第 5 週(3/11~3/17)綜合活動主題：＊菸檳害防治暨校園防災教育週＊
本日綜合活動紀要
週次

日期

高一

高二

高三

菸檳害防治暨校園防災教育週
4

3/7

第五節

◎國文學科能力檢測

◎國文學科能力檢測

第六節

◎班級活動

◎班級活動

＊性平講座暨校園
空氣品質宣導講座
◎班級活動

國立彰化高中服裝儀容規定
＊本辦法於 95.6.30.94 學年期末校務會議通過。
＊本辦法要點於 95.08.07.陳奉校長核示。
＊本辦法於 103.06.30.學年期末校務會議通過。
＊本辦法於 105 年 8 月 26 日 105 學年期初校務會議通過。

一、學生週一到週五(含補課)到(在)校時，宜穿著本校制式服裝，若學生非穿著校服，應隨身 (配
掛)學生證以供識別。
二、學校舉行重要集會與活動時，學生應穿著制式服裝。
三、制式服裝規定
（一）夏季：
宜著制式白色短袖上衣、藍色長褲或藍色褲裙。
（二）冬季：
宜著制式白色長袖上衣(可配合活動打制式領帶或領結)、藍色長褲或藍色褲裙。
（三）運動服：
宜著制式運動服並穿著適宜之運動鞋、襪。
（四）皮鞋：著制服時，宜著黑色皮鞋。
(五) 學號：
1. 全體學生之藍色西裝外套，均以黃色絲線繡校名、姓名、學號。
2. 全體學生之冬季、夏季之長、短袖制服，均以藍色絲線繡校名、姓名、學號。
3. 全體學生之運動服，均以藍色絲線繡姓名、學號。
(六) 書、背包：宜使用制式書、背包。
四、儀容規定：以整潔、自然、美觀為原則，不宜穿拖鞋、打赤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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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善專欄
名稱
GMC 研習營表現優異獲推薦參加亞太數學奧林匹亞競賽

2018 年生物奧林匹亞複賽錄取

班級
320
217

姓名
郭瑋喆
楊芷菱

指導老師
龔詩尹
阮列陽

重要通知
一、 請高一、二各班務必把握時間，積極討論園遊會相關事宜，以及如何落實垃圾
減量與響應政府『減塑』政策的趨勢。
二、 請高三各班畢冊編輯同學，於第五、六節課時，至中興樓 401、402 教室集合，
進行畢冊第一次校稿。
三、 台灣世界展望會世界公民 ENTER 推廣大使徵選培訓。有意願者請至學務處訓育
組領取表件。
四、 財團法人勵馨基金會招募志工-「大野狼看招，一起野餐趣」，全程參加者將發
給證明及服務時數，有意願者請至學務處訓育組領取表件。
五、 臺灣幸福學堂辦理幸福盃全國公益歌唱比賽『幸福之星*海選
大賽』
，報名時間自即日起至 4 月 23 日止，機會難得，鼓勵同
學踴躍參加，有意願者請利用線上報名（https://goo.gl/HZLkgU）
六、 彰化縣鐵路再生協會於 3/17(六)辦理講講八巷系列活動，擬
邀請同學擔任服務志工，有意願者請洽聯絡人(顏小姐：0935021795)

班級手機袋使用需知
1、班級手機袋用途為放置個人行動通訊設備使用。
2、班級手機袋統一設置於教室後方公佈欄右側，不得隨意變更位置、取
下或挪作其他用途。
3、班級手機袋由各班風紀股長負責保管，不得隨意塗鴉破壞，有任何損
壞請立即通知教官室。
4、班級手機袋為班級重要財產，若有損壞經查為人為蓄意破壞，將要求
當事人予以賠償，請同學愛惜使用。
5、每節上課前由風紀股長宣達及要求全班同學，將行動通訊設備關機(靜
音)，放置於教室後方手機袋裡，上課期間非經老師同意不得開機使用。
6、經巡堂師長及上課老師發現違規使用行動通訊設備者，將依本校學生
獎懲實施要點予以懲處。

106 年 7 月 1 日生活輔導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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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彰化高級中學學生行動通訊設備使用管理規範
＊中華民國 100 年 9 月 5 日行政會報通過
＊中華民國 102 年 6 月 28 日期末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103 年 8 月 26 日行政會報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104 年 8 月 28 日校務會議修訂
＊中華民國 106 年 5 月 23 日行政會報修訂通過

壹、前言：智慧型行動通訊設備的發明，讓人們生活產生了依賴，甚至人們在閒暇之餘不能放鬆心
情，出去大自然走走時，根本無法靜下心來，仍需要隨時隨地的打卡、臉書…，就連學
生抱著書本猛ｋ書的時間，也被它所攻佔，對於學生而言影響甚鉅。有鑑於此，訂定本
校學生行動通訊設備使用管理規範教育學生，實屬必要。
貳、依據：教育部 100 年 9 月 6 日臺環字第 1000153196B 號校園攜帶行動電話使用規範辦理。
參、目的：為培養本校學生尊重他人及避免不當使用行動通訊設備，造成教學困擾及影響課業學習，
在有限度地保障學生使用便利通訊設備之權利下，特訂定本管理規範。
肆、適用對象：本校全體學生。
伍、管理原則：
一、本規範所稱行動通訊設備，泛指具備電信通訊或網路通訊功能之手機、行動電話、電腦、平
板電腦等 3C 電子產品(裝置)。
二、行動通訊設備係為方便學生與家長聯繫用，為有效達到不影響他人及課業學習之要求，僅限
於下課時間可開機使用，上課期間非經老師同意不得開機使用，餘時段一律關機，放置於教
室後方手機袋裡。
三、上課時間涵蓋輔導課、自習課、早自習、午休、夜自習及各種集會，非經授課老師同意，不
得開機使用行動通訊設備之通訊、影音、娛樂等程式軟體。
四、學生應在開學後二周內繳交經家長簽名及蓋章之國立彰化高級中學學生行動通訊設備使用管
理規範家長通知回條(如附件 1)，由導師完成初審，轉學務處存查。
五、每節上課前由風紀股長宣達及要求全班同學，將行動通訊設備關機，放置於教室後方手機袋
裡。
六、學生考試期間，行動通訊設備嚴禁攜入考場（含平時考、模擬考）
，如違反規定或有舞弊行為，
依據學生獎懲實施要點檢討議處；另提早繳卷人員應配合於考試結束(下課鐘響)後，始得開
啟行動通訊設備使用。
七、行動通訊設備、行動電源非緊急事故不得使用學校電源充電，違犯者依學生獎懲實施要點檢
討議處。
八、各班手機袋設置於教室後方公佈欄右側，由風紀股長負責保管，手機袋為班級重要財產全班
同學應愛惜使用。
九、使用行動通訊設備時應注意儀態及禮貌：
(一)行走時禁止使用行動通訊設備，以免危及自身或他人安全(如碰撞)。
(二)使用行動通訊設備應輕聲細語，勿大聲喧嘩、干擾他人與口出穢言。
陸、獎懲規定：
一、為鼓勵學生自主管理使用行動通訊設備，開學後乙週內辦理行動通訊設備自主管理榮譽班認
證運動，班級須全數同學完成宣誓及簽名，學校並授與榮譽牌乙面，凡參加本活動經認證之
班級，每月由學務處檢討統計，如班級均無違規使用行動通訊設備之人員，全班每人核定嘉
獎乙次，全學期均無違規人員，期末每人再加記嘉獎乙次。(未參加本活動之班級即喪失本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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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資格)
前項榮譽班每月認證期間若有違規情事，除取消該班該月榮譽班資格，違規同學並加重處分。
二、學生在同一學期(含寒、暑輔)首次違反本規範第伍條第二、六、七項者通知家長，依學生獎
懲實施要點記警告乙次，並要求每日將行動通訊設備交至教官室統一存管乙週；第二次累犯
者記警告兩次，通知家長，並要求每日將行動通訊設備交至教官室統一存管二週；第三次累
犯者記小過乙次，暫時保管行動通訊設備，並請家長到校將行動通訊設備領回，如再違犯，
移送學生獎懲委員會論處。
三、有符合下列情事者，除依獎懲實施要點加重議處外，必要時依法處理：
(一)利用行動通訊設備做為聚眾滋事之聯繫工具。
(二)以行動通訊設備拍照、錄音或攝影功能行惡作劇、偷拍，造成他人不悅或傷害。
(三)因使用行動通訊設備影響學校各項校務運作者。
(四)學生因使用行動通訊設備違犯重大校規，而本校獎懲實施要點未規定者，得召開學生獎懲
委員會討論處理。
柒、學生攜帶行動通訊設備到校應自行妥慎保管，若有遺失，應自行負責。
捌、本管理規範經校務會議討論決議，陳請校長核定後公佈實施。

性別平等專欄：性侵多半為熟人！保護自己的６大注意事項
1、性騷擾是一種侵犯人權的行為，請堅決說不
什麼是「性騷擾」？比方說，未經對方同意觸摸身體、脫衣服、說猥褻的話，強迫對方看裸露
的照片，暴露自己的生殖器官等都是。受害的多半是女性，但有時男性也會成為性騷擾的對象。
此外，即使說話的人認為只是個小玩笑，但如果涉及黃色話題，或者拿別人的身體特徵開玩笑，
讓對方覺得心裡不舒服，也算是一種性騷擾。受到騷擾的人有權利說「不」
。有些卑鄙的人會利用自
己的地位優勢向對方性騷擾，還威脅受害人不能告訴別人。這種行為絕對不能被原諒。一定要跟家
人或老師等可以信賴的成人商量。
2、性騷擾是不被允許的，遇到不舒服的事情不要忍耐
不少女孩都曾經在擁擠的大眾運輸或是電梯裡、人煙稀少的地方等遇到色狼。性騷擾是一種不
能原諒的犯罪行為，對你性騷擾的人侵犯了你的人權。
要大聲說出「住手」
，需要很大的勇氣，除此之外也有許多因應的方法。總之，遇到不舒服的事
情不要忍耐，盡量避免讓自己有不愉快的回憶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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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是不是「壞人」，無法從外表判斷
在漫畫或電視裡出現的變態，總是戴著太陽眼鏡，穿著風衣，裝扮看起來很可疑。但現實生活
中的強暴犯或性騷擾者，從外表可能看不出來是「奇怪的人」或者「可疑的人」
，而看起來很溫柔或
認真。
有人會利用「你爸爸受傷了」或者「你朋友在那裡等你」等理由，把你拐騙走。另外，也有人
會趁你正打開家門，或者停腳踏車等注意力轉移的時候襲擊你。不要輕易相信陌生人的話。當你獨
自一人行動時，也要多留意周遭的動靜。
4、千萬不要相信：「我請客」、「我不會對你怎麼樣的」
跟朋友一起上街時，有沒有被陌生人邀請說：
「要不要一起去喝點東西」
、
「我請你唱歌」
、
「一起
去兜風吧」呢？不要因為別人稱讚：
「你真可愛」
，就得意忘形。陌生人的甜言蜜語，一定別有用心。
你很有可能因此被帶走，捲入強暴、監禁、搶劫、威脅等事件中。或者被灌酒、施打毒品，然後在
喪失意識的狀態下被強暴，這種卑鄙的犯罪手法層出不窮。
抱著「 這個人應該不會對我怎樣吧」、「好像很好玩的樣子」等輕率的心情跟隨而去，最後只
會讓自己後悔。
5、發覺有危險時請記住：「NO」、「GO」、「TELL」
感覺好像要遭到危險的瞬間，想要抵抗是很困難的。意外通常是突然發生的，在那個剎那往往
會陷入恐慌，搞不清楚發生什麼狀況。即使是成人，身處於那種狀況，也會因為害怕而發不出聲音
或者無法動彈，更何況是孩子，一時之間不知該如何是好，是很正常的。事情的責任百分之百在犯
人身上，一點都不需要責備自己。但是， 萬一遇到緊急狀況， 請記住「NO、GO、TELL」這三個
字。

6、男性也可能成為性犯罪的被害人
強暴或強制猥褻、性騷擾等性犯罪的被害人多半是女性，但這並不表示男性不會成為被害人。
男性被害人多半為未成年者，加害人可能是男性也可能是女性。男性被害人往往覺得「身為男性竟
發生這樣的事，實在太丟臉」，或者「既然是男性，這根本沒什麼」，而無法對別人說出口。即使找
人商量，別人也多半不太認真看待。然而，即使是男性，一旦遭受侵犯，也一樣會受傷。
而男性較為特別的一點是，他們會有違反自我意志而勃起或射精的情況，有人可能會因此自責，懷
疑自己其實也樂在其中，因而受到更深的心靈創傷。這時候就需要跟其他人商量，進行心理重建。
另外，在學校裡也有把人褲子脫掉觸摸生殖器官，讓人射精等專門以男孩子為對象的性霸凌。霸凌
的人或許帶著輕率的心情，但對於被霸凌的人卻會帶來無法忘懷的心理創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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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報將同時公告於訓育組網站
(http://163.23.148.60/files/11-1000-155.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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