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孝雙週報 Zhongxiao Weekly

發行刊號：1020524

發行者：忠孝國中訓導處
編輯&美編：訓育組長管怡和
管理員 李宛芬

中心德目：法治

訓導處

週報請貼聯絡簿

訓育組
一、 轉知「第 11 屆 Formosa 女兒獎」甄選活動，相關訊息請至校網或訓導處外佈告
欄詳閱。
二、 轉知「第 14 屆全國經典總會考」活動訊息：本活動資訊請至「全球讀經教育基
金會」網站查詢。網址：http://www.gsr.org.tw/exam/
三、 轉知「101 學年度士林國中夏令營活動」活動訊息，本活動資訊及報名表請至「士
林國中」網站查詢。
四、 轉知國立教育廣播電臺辦理「Radio Park 週末 Live Show」活動訊息 ：活動時
間 102/07/20，1430~1700，地點，臺北市植物園。請有興趣的同學可以前往參
觀。
五、 5/31(五)中午於多功能教室進行班聯會議。

生教組
一、 法治教育時間
< 案例 > 都是手機惹的禍
「噹!噹!噹!」這節考試時間已經結束。
方老師：
「各位同學請停止作答，答案卷請放在桌上並且離開教室，老師要收考卷了。」
「咦？小亭，你怎麼還在寫啊?你拿著手機做什麼？」監考的方老師迅速走到小亭
的旁邊，嚇得大茂直發抖，手機不慎掉落地上；方老師快步撿起手機，發現簡訊裡盡
是 1，2，3，4。
方老師：
「小亭！這是…?」小亭：
「這…這…這…」方老師：
「這是考試的答案，對不
對？」小亭低著頭不敢回答，方老師：
「說實話，做錯事要勇敢承擔才好。」小亭掉著
眼淚：「老師！對不起！我上次考不好被爸媽罵，所以…」方老師：
「所以你考試就可
以舞弊？」
小亭：「老師，對不起！我下次不敢了。」方老師：「還有下次？那告訴老師，是誰傳
答案給你的？」
「是…是…」
，小亭的舌頭直打結：
「是小萱！」只見方老師瞪大了雙眼：
「小萱！」小亭：
「對一題給他 10 元，而且要先付定金 500 元。」方老師：
「定金？」
小亭：「後來打對折，又少算我 50 元；我先給他 200 元。」「你給他了？」
「給了！」
方老師：
「小萱！你這傢伙…」
< 法律解析 >
（一）民法旨在規範個人間的利益，以平等為基礎，其主體均為私人，而其中極其重
要之特色即為私法自治原則，亦即個人得依其意思形成私法上的權利義務關

係，依自己的意思表示從事法律行為，並因此發生法律效力，諸如日常生活中
購買日用品構成買賣關係等等，民事法律關係其實充斥在我們生活中。然而在
此原則下，如完全放任私人依其意思而為並發生法律效力，將難以維護公共利
益，故民法設有若干例外規定，其中與本案相關者，即民法第 72 條：「法律行
為，有背於公共秩序或善良風俗者，無效。」
（二）本件案例因未提及小亭與小萱的年齡，故假設小亭與小萱均已年滿二十歲，具
有完全的行為能力前提下，小亭與小萱之間約定小亭傳送的答案答對多少，即
以此計算小萱應給付的價金有多少，此種口頭約定方式即已成立契約，依照私
法自治原則，小亭以其意思表示與小萱成立上開契約，本應受其拘束，亦即不
管小亭作弊是否被老師抓到，小亭仍應依約按小萱答對之題數計算價金給付與
小萱，惟因此種約定是建立在考試作弊之基礎上，故此種約定顯然有背於公共
秩序及善良風俗，依民法第 72 條規定，小亭與小萱此種法律行為應屬無效，既
為無效法律行為，小萱自無權要求小亭給付剩餘未給付的價金。至於小亭之前
已經給付的定金 200 元，因為小亭此種不法行為也毫無保護之必要，我國民法
第 180 條第 4 款乃規定：「因不法之原因而為給付者，不得請求返還。」
，故小
亭亦不得向小萱索討這筆已經支付的 200 元訂金。

體育組
一、101 學年度忠孝國中水上運動會賽程已公告訓導處及七、八年級導師辦公室！
1.比賽當日七年級 09 點 15 分、八年級 13 點 05 分午休鐘響後，攜帶童軍椅(選
手請攜帶泳具)至活動中心集合、集合完畢後依序從校門口後門上車，抵達太
平國小後門(重慶北路二段)後至北球場集合，無參賽游泳比賽的同學依序進入
泳池就指定位置坐下觀賽，參賽同學進行換裝，準備比賽。
2.比賽當天請記得攜帶童軍椅及塑膠袋(放置個人球鞋用)，並帶飲用水(不可帶
飲料)。
二、防溺宣導~河川溪流安全守則
1. 河川溪流，冷暖溫度相差甚大，應注意身體能否適應。
2. 當水底狀況不明時，切記不可以跳水、嬉戲，以防不測。
3. 河川上游設有水壩者，應注意洩洪警訊。
4. 水底卵石溜滑，深淺不定，應注意失足滑跌溺水。
5. 勿擅入水庫深水區及禁止游泳戲水區。。
6. 不要在混濁不潔之河流中游泳，以防視線不清而生意外。
7. 避免在深潭、野塘、積水池（工地）等之深淺狀況不明處嬉遊玩水。

健康中心
登革熱防治宣導
一、何謂登革熱？
登革熱是一種藉由病媒蚊（埃及斑蚊及白線斑蚊）而傳播的急性傳染病。登革熱
病毒有Ⅰ、Ⅱ、Ⅲ、Ⅳ四種型別，第一次感染某種型別發病之後，可引起身體對

該型病毒的終身免疫力，但是對於其他型別的登革熱病毒僅具有短暫的免疫力(通
常約為 2-9 個月之間)，之後還是有可能再感染其他型別。
二、登革熱的傳播方式為何﹖
登革熱病毒並不會由人直接傳染給人。而是人在受到帶有登革熱病毒的班蚊叮咬
後，經過約 2 至 8 天的潛伏期（最長可達 14 天）後開始發病。患者在發病時期，
血液已存在登革熱病毒，此時如又被斑蚊叮咬，此登革熱病毒在蚊體內增殖，不
僅讓這隻蚊子終身帶有傳播病毒的能力，而當牠再叮咬其他健康人時，另一個健
康的人也會受到登革熱的感染。
三、感染登革熱病毒後，會有哪些症狀？
依每人的體質不一，有些人感染登革熱並不會生病。而典型登革熱的症狀則是會
有突發性的高燒(≧38℃)、肌肉痠痛、關節痠痛、後眼窩痛，及出疹現象；若是
先後感染不同型別之登革熱病毒，可能發生「登革出血熱」
，除上述典型症狀之外，
另會有明顯的出血性現象，如果沒有及時就醫或治療，死亡率可以達到 50%。
四、如何避免罹患登革熱？
1.登革熱防治需要全民共同參與，由日常生活中做起，勤倒積水，沒
有積水容器，就沒有病媒蚊；沒有病媒蚊，就沒有登革熱。
2.避免被病媒蚊叮咬。可在住屋加裝紗窗、紗門，出入高感染地區宜
穿著長袖衣服與長褲，在裸露部位噴防蚊液。
3.在水生植物容器中飼養食蚊魚，例如孔雀魚、大肚魚及臺灣鬥魚等。
（資料來源：臺北市政府衛生局網站、行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網站）

教務處
設備組
一、 賀！本校 805 班張雅晴、馮亭融、林岑豫 3 位同學由沈彥宏老師、王曉琪主任指

導，參加第 46 屆臺北市中小學科學展覽會表現優異，榮獲佳作。作品目前展出
於書香閣，歡迎同學踴躍前往參觀學習。
二、 書香閣自 5/16~5/31 期間與誠品文化藝術基金會共同舉辦「2013 同齡同心募童
書」活動，目的是讓偏鄉的孩子們有機會獲得更多優質讀物，拓展閱讀視野。參
與活動的同學們除了散播愛心外，皆可獲榮譽卡獎勵，歡迎師生共襄盛舉。

輔導室
輔導組
將於 5/31(五)辦理本學期最後一場親職教育講座，相關資訊如下，歡迎校內外家長踴
躍參加！
時間：102.5.31(五) 19：00~21：00
地點：本校至善樓三樓多功能教室

主題：如何和孩子談性說愛
主講：曾如敏講師

特教組
一、 臺北市立忠孝國民中學 102 年度暑期「數理充實營」 有興趣者向特教組報名
1、活動時間：102 年 8 月 12、13 日(一、二)
2、活動地點：臺北市忠孝國中(臺北市大同區西寧北路 32 號)
3、參加對象：臺北市忠孝國中七升八年級學生
4、報名資格：1.本校數理資優班學生
2.對數理有興趣，並由導師或任課教師推薦
5、主辦單位：臺北市忠孝國中輔導室，聯絡人：特教組吳佳玲（25524890#62）
協辦單位：臺北市龍山國中鄭志鵬老師、臺北市蘭雅國中林靖捷老師
臺北市忠孝國中沈彥宏老師
6、活動費用：每人 800 元﹝二天活動費用，含講師、教材、餐費、保險等﹞
7、報名方式：102 年 5 月 30 日放學前填妥報名表，至忠孝國中輔導室報名，
名額共 36 名，依報名先後順序錄取。
8、活動流程：

08：30-09：00

8/12（一）
集合報到

8/13(二)
~又見面啦~暖身時間

09：00-12：00

動手玩科學

GSP 數學繪圖軟體基礎教學(一)

12：00-13：00

午餐、午休

午餐、午休

13：00-16：00

動手玩科學

GSP 數學繪圖軟體基礎教學(二)

16：00-

賦歸

賦歸

二、102 年度區域性資賦優異教育方案
1

百齡高中

趣味數學魔術營-玩數學

2

大安國中

3

長安國中

將未來想像之創意融入生物科
學

4

長安國中

未來公民領袖就是我

5

陽明高中

6

士林國中

創意設計營

7

介壽國中

科學萬花筒

7/4、5、6

ROBOT 挑戰大雷臺—工程創新導 7/9、10、11
向機器人
7/10、11、12

670
元
600
元
500
元

7/4、5、8

500
元

陽明 e 樂園-媽呀!我在雲端學科 7/1、2、3
學

600
元

7/2、3、4、5
7/2、3、4

500
元
800
元

請在 6/7(五)以前至特
教組報名

請在 5/29(三)以前至特
教組報名
請在 6/7(五)以前至特
教組報名
請在 5/24(五) 中午午
休時間前至特教組報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