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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德目：尊重

週報請貼聯絡簿

訓導處
榮譽榜
第 6 週整潔

第一名
第二名

707 班 807 班 906 班
708 班 808 班 905 班

第三名

701 班 802 班 908 班

第 6 週秩序

第一名
第二名

708 班 802 班 901 班
705 班 807 班 902 班

第三名

702 班 806 班 906 班

訓育組
一、「99 年度結合統一發票辦理全國性國中組租稅教育及宣傳活動」歡迎報名參加！比賽項目分為海
報設計組、書法組及電腦動畫組，詳情請上「忠孝首頁」之「活動訊息」了解相關資訊！
二、
「孔廟情境劇」每週六晚間 7:30 於臺北市孔廟大成殿進行夜間戶外展演，時間自 10/2（六）-12/4
（六），歡迎踴躍參與，詳情請上「忠孝首頁」之「活動訊息」了解相關資訊！
三、臺北市 99 學年度學生圍棋錦標賽於 12/7（二）-12/10（五）舉辦，報名時間 10/11（一）-10/22
（五），詳情請上「忠孝首頁」了解相關資訊。
四、校慶海報繳交日期為 11/9(二)，完成的班級請交件至訓育組。

生教組
一、學校於10/18（一）起換穿秋季服裝(短袖上衣、長褲)，請同學先行將服裝準備好，有需要穿著
外套的同學，外套請將拉鍊拉上，保持整潔有品德的一面；七年級同學外套及背心均需燙印名
條，請同學盡速將名條燙印上以避免校規處分。
二、聽到鐘聲即應快步靠右邊行走進入教室，上外堂課的班級，亦請負責同學於上課鍾響前將班級
帶往指定地點。班級上課行進列為秩序評分重點項目，切勿交談嬉戲，影響他班上課權益，請
尊重自己也尊重他人。
三、請同學將生活作息時間分配好，準時到校上課並且養成自動刷卡的習慣。不要因為遲到而造成被
記過處分的後果，為自己國中生活留下精彩表現，持續做個優秀的忠孝人。
四、使用飲水機時，請保持應有的功德心，勿將地面弄濕，造成他人不便；若飲水機故障或水管破裂，
請立即通知總務處，切勿再行使用而造成地面髒亂、濕滑。
五、開學至今同學禮貌有所退步，請同學注意不是只有進出校門才需跟師長們問好，帄常在學校內遇
見師長亦頇問好；在校外亦頇注重禮節，搭乘大眾運輸工具請將博愛座讓給有需要的人，注意講
話音量，做個有品德的忠孝人。
六、陽光無照射進入教室，請勿將窗簾拉上；並請早到同學將班上氣窗打開，保持教室空氣流通。

體育組
一、10/18(一)至 10/21(四)為九年級畢業籃球比賽，觀賽原則為 9 年級班上當日有賽程才能觀
賽，沒有該班比賽不得觀賽，7.8 年級原則不開放，若是體育課，老師擔任裁判或認為有必
要始得觀賽，10/21(四) 將舉行九年級冠亞季殿比賽，如需到場觀賽加油請任課老師向體育
組提出書面登記。
日期

時間

分組

場次

預賽比賽班級

場地

99/10/18
(一)

13：10

男生組

一

905 V.S

904

(甲場地) 靠跑道處全場

13：10

女生組

一

903 V.S

906

(乙場地) 活動中心

13：30

女生組

二

908 V.S

901

(乙場地) 活動中心

14：05

男生組

二

903 V.S

906

(甲場地) 靠跑道處全場

99/10/19

13：10

男生組

三

908 V.S

901

(甲場地) 靠跑道處全場

(二)

13：10

女生組

三

902 V.S

904

(乙場地) 活動中心

13：30

女生組

四

905 V.S

907

(乙場地) 活動中心

14：05

男生組

四

907 V.S

902

(甲場地) 靠跑道處全場

二、為提倡籃球運動風氣，籃球場有提供 4 顆愛心球，請同學多加利用，使用後請歸回原位。
三、課間活動時間，為了班上同學健康與榮譽，體育股長確實鼓勵同學到操場運動，
慢跑同學請跑內道，快走同學請走外道，完成後請導師、體育任課老師、體育組長等認證簽名。

衛生組
午餐補助申請已經結束，經費到校後會公告領取，請家長、同學安心等待。

教務處
註冊組
一、財團法人普仁青年關懷基金會「大手拉小手」青少年助學計畫，補助家庭經濟貧困學子每月 1000
元助學金，請有申請意願的同學於 10 月底前至註冊組領取申請表件。
二、有關教育部齊一公私立高中職學費方案相關疑問
◎發布機關:臺北市政府教育局高等職業教育科 ◎發布日期:2010/8/30（一）
◎目前教育局能確定部分訊息如下︰
（一）99

學年度起實施。（二）以年度家戶所得 90 萬（含）以下就讀私立高中職之學生為補
助對象。（三）一、二、三年級全面實施。

三、 100 學年度「北星計畫」問題與解答（Q＆A）
序號
問題
說明
（一） 什麼是「北星計畫」？ 「北星計畫」是屬於臺北市國中生的一個免詴升學管道，期逐
步落實「國中均質、適性教育」理念，並達到高中職多元入學
的精神，同時提供就讀小型學校或較郊區學區的孩子，也能有
機會進入心目中理想的高中職。

（二）

北星計畫之招生學校 100 學年度北星計畫招生，臺北市公立(含國立)高中職學校全
及科班為何？
部參加，私立高中職由各校自行決定參加。
北星計畫招生，不含體育班、藝術才能班、學術性向資優班及
科學班在內之特殊科班。
（三） 北星計畫之招生名額 100 學年度北星計畫之招生名額，公立高中為核定招生總名額
有多少？
的 5-7.5％為原則；公立高職為核定招生總名額的 5-10％為原
則；私立高中職核定招生總名額的 25％為原則。
（四） 學生參加「北星計畫」 100 學年度北星計畫招生，為本市國中 99 學年度應屆畢業學
要具備什麼條件？
生，以其九年一貫學習領域評量成績，前 5 學期擇優 3 學期「在
校總帄均成績」之全校排名百分比，符合高中職之招生條件，
皆可參加：
1、公立高中：在校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前 40%。
2、公立高職：在校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前 50%。
3、私立高中職：各校自訂。
符合上述資格學生向就讀學校申請推薦報名，每位學生僅能選
擇 1 所學校報名，選擇職業學校者，並得以該校所設招生科別
填列志願。各國中受理學生申請後，應依推薦原則及程序辦理
校內推薦作業。
（五） 「北星計畫」的錄取 各高中職就其申請學生中，先以「在校擇優 3 學期之學業成績
方式為何？
總帄均之全校排名百分比」比序，次依各高中職自訂之領域(科
目)成績之比序順位，依序錄取。
1、公立高中對同一所國中錄取人數，每校至多以錄取 1 名學
生為限。
2、公立高職依招生類科對同一所國中錄取人數，每科至多以
錄取 1 名學生為限。
3、私立高中職對同一所國中錄取人數，不受每校（科）錄取 1
名學生限制。
（六） 北星計畫對學生之在 為兼顧學生五育均衡發展及學校教學正常化，減輕學生學習壓
校 成 績 採 計 方 式 為 力，給予更彈性的選擇空間，北星計畫以國中七大學習領域在
何？
校學習表現，以學生 5 學期擇優 3 學期之學業成績總帄均，轉
換為以校為單位之全校排名百分比，減少不當的分數競爭。
（七） 如何確保採計在校學 各國中配合免詴升學採計在校學習成績，將會有一套完整運作
習表現之公帄性？
機制，針對各學習領域課程、教學及評量方式進行研議，且教
師間會彼此約束，避免產生不公現象。
（八） 北星計畫錄取後可以 1、參加北星計畫錄取之學生，得於規定期限前填具「放棄錄
放棄嗎？是否能參加
取資格聲明書」
，由學生或家長親送至錄取學校辦理放棄手
其他入學管道？
續。
2、完成「錄取放棄」的程序辦理，可以參加後續升學管道。
倘未於期限內放棄者，不得再行報名當學年度之其他高
中、高職、五專等入學管道。
（九） 國中期間曾辦理轉學 可以。
之學生可否報名？
（十） 北星計畫何時會公告 100 學年度之北星計畫預定於 100 年 1 月公告簡章，預定於 100
簡章？何時報名？
年 3 月由各國中受理學生申請後，辦理校內推薦作業。
（十一） 「北星計畫」的升學 北星計畫最新訊息，請參閱臺北市 100 學年度高中高職北星計
資訊可在哪裏查詢？ 畫 暨 產 業 特 殊 需 求 類 科 免 詴 入 學 聯 合 招 生 網 站
http://site.dcsh.tp.edu.tw/nstar/。

設備組
一、喜歡畫漫畫的你，有一個表現的舞台囉！人間福報配合教育部「99 終身學習行動年」活動，規
劃「漫畫有品故事-四格漫畫創意競賽」，期望透過生動活潑的創意漫畫競賽，讓品德教育擺脫
傳統教 育模式，透過新世代的創作，內化成學子的人格內涵。即日起自 99/12/25（六）日截止
收件，相關資訊歡迎至人間福報官網首頁 http://www.merit-times.com.tw/查詢，或至教務處
備組索取簡章。
二、校內科展目前已完成報名事宜，各組的研究方向已初步確認，請全校科展製作小組積極研究發展
屬於你們的作品，並密切的和指導老師聯繫，加油！

輔導室
特教組
※本校 99 學年度數理資優班甄選計畫已公告於學校網站，請有興趣且符合資格之學生自行上網下載
觀察推薦表或直接向輔導室特教組索取，報名截止日期為 99/10/22（五）。
報名資格及方式如下：
一、報名資格
（一）七年級學生：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得報名
1、符合「臺北市 99 學年度國民中學學術性向資賦優異學生鑑定書面審查標準說明」，並檢
附具體資料者（需填寫附件 5、附件 6）。
2、團體智力測驗得分達百分等級 85 以上。
3、數學或自然學科表現優異，經導師、任課教師或家長觀察推薦者（需填寫附件 4）。
4、國小階段曾就讀主管機關核定之資優班學生（不含藝術才能資優班）
，並檢附證明文件者。
（二）八年級學生：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得報名。
1、（檢附具體資料者（需填寫附件 5、附件 6）。
2、數學或自然學科表現優異，經導師、任課教師或家長觀察推薦者（需填寫附件 4）。
3、國小階段曾就讀主管機關核定之資優班學生（不含藝術才能資優班）
，並檢附證明文件者。
二、報名方式：符合報名資格學生，請檢附相關資料（如實施計畫之附件 4、附件 5、附件 6）
向特教組提出鑑定申請。
※中央研究院 99 年院區開放參觀活動：
一、參觀時間：10/23 日(六)上午 9 時至下午 4 時
二、活動內容：邢義田院士主講「古代秦漢和羅馬帝國的關係－ 一個待解的謎」
台灣原聲童聲合唱團演出 2010「原聲天籟」
各研究領域（如：數理科學、生命科學、人文及社會科學）活動
「電腦學習單」與「紀念章戳」集章活動
歡迎有興趣者踴躍前往參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