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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教組
一、有改過銷過需求的同學，請自行至訓導處拿取改過銷過申請表，並於觀察期過後
將申請表送交生教組。若有任何疑問，亦請洽詢生教組。
二、學校於下週二(11/16)起換穿冬季服裝，請同學於假日將服裝準備好。穿著外套應
將外套拉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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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日起未燙印名條即依校規懲處。
三、刷卡率連續5天100%將核予榮譽卡5格，請各班努力加油，共同爭取班上榮譽。
四、聽到鐘聲即應快步靠右邊行走進入教室(包含第8節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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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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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遲到而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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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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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請同學注意不是只有進出校門才需跟師長們問好，平常在學校內遇見師長亦須問
好；在校外亦須注重禮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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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訓育組
一、每週一 6、7 節社團活動時間，請七、八年級各班同學確實關好教室門窗電扇，做
好節能減碳及教室管理。
二、40 週年校慶活動於本週六（11/13）展開，全校統一穿著紅色紀念 T 恤及冬季運動
長褲，請各位同學保持好禮節，注意維持環境清潔，做忠孝好榜樣！
三、11/13(六)40 週年校慶流程如下，歡迎家長和校友踴躍蒞臨！
時

間

「四十忠孝龍騰虎躍」活 動 內 容

07：00-07：30

微笑啟航‧歡樂到校

07：30-07：50

珍愛忠孝‧環保序曲

08：00-08：20

各班代表進場

08：30-10：00

慶祝大會
教學成果展 教職員暨

10：00-14：00

書香閣

校友茶會

教師畫展

會議室

多功能教室

14：00-14：20

羚躍忠孝
運動大會

趣味競賽

(1)200 公尺個人 愛心園遊會

操場 1030

1100-1300 賽〈七、八、九年 至美樓前及 師生校友家

家長畫展

級〉1130-1150

籃球場

長籃球賽

父母成長班

(2)2000 公尺班

1000-1300

活動中心

忠孝真美

際大隊接力

攝影展

1200-1300

穿堂

14：20-15：00 1040-1430

1300-1400

環保時間
閉幕典禮〈榮耀時刻‧歡樂分享〉

體育組
一、11/11(四)因舉辦校慶運動競賽 200 公尺預賽，906 游泳課延至 12/2(四)、804 游
泳課延至 12/9(四)；11/12(五)因舉辦 40 週年校慶預演，902 游泳課延至
12/3(五)、808 游泳課延至 12/10(五)；11/19(五)因校外教學，702 游泳課延至
12/3(五)，請體育股長注意，提醒同學記得攜帶泳具。
二、課間活動實施辦法，鼓勵學生第二節下課或是放學後進行慢跑或快走運動，完成
後請導師、體育任課老師、體育組長等認證簽名，體育股長確實督導和鼓勵同學
到操場活動。
三、為提倡運動風氣，籃球場有提供愛心球，請同學多加利用，使用後請歸回原位。

衛生組
一、季節交替,病毒肆虐,請各班務必使用稀釋漂白水擦拭桌椅及地板。每週一、四早
上帯各班水桶至訓導處外領取，其他時間如有需要消毒，自行到訓導處找組長領
取漂白水。
二、為避免傳染病擴散：上課時，教室門窗請打開，保持空氣流通；並養成良好個人
衛生習慣、健康飲食、適度運動。
三、11/12(五)下午大掃除，11/13(六)為本校校慶暨園遊會，請全校加強打掃及按照
活動後大會規定，恢復環境整潔。
四、午餐補助費已經開始發放，請有申請同學帶聯絡簿到訓導處找衛生組長。
五、行政院衛生署提供「NDM-1 超級細菌 你問我答」相關資訊，請本校師生及家長詳
加閱讀，以正確防疫觀念，防範注意自身健康安全。

健康中心
一、校園常見傷病簡介：
（一）蟲螫傷:被毒蜘蛛、蠍子、蜈蚣等螫傷，螫傷處可能會紅腫，甚至有發燒、
冒汗等全身性的過敏反應。
（二）蟲螫傷的處理步驟:
1.保暖。
2.傷處冰敷，減慢毒素擴散。
3.儘速就醫。
二、校慶運動大會於中午時段進行，請參賽學生記得於比賽前 30 分鐘用完午餐，
避免頭暈、冒冷汗、全身無力、甚至休克等低血糖症狀發生，同時減少因餐後運動
引發嘔吐、腹痛的機率。

教務處
註冊組
一、
『北北基一考區 100 年高中職聯合入學測驗簡章』每份 15 元，內容包含報考資格、
報名辦法、測驗科目、測驗地點、申請試題疑義釋復、測驗分數通知、複查測驗
分數、測驗分數使用……等北北基聯測相關事務。9 年級各班已於 11/12(五)完
成訂購，預定於 11 月底領取簡章。
二、9 年級第 2 次模擬考已放榜，成績相關疑義請洽註冊組。
三、依臺北市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補充規定第十七條：學校辦理學生定期評量時，
對於准假缺考者，應於銷假後立即補考，並於學期成績結算前完成。無故缺考者，
不得補考，其成績以零分計算。補考成績依下列規定計算：
（一）因公、喪假或不可抗力事由缺考者，按實得分數計算。

（二）因病假缺考者，其成績在六十分以下者，依實得分數計算；超過六十分者，其
超過部分以百分之九十計算。
（三）因事假缺考者，其成績在六十分以下者，依實得分數計算；超過六十分者，其
超過部分以百分之七十計算。

教學組
一、第 2 次定期評量 99/11/29（一）英文、自然、國文；99/11/30（二）數學、寫作、
社會（請同學提早準備）
。
二、99/11/12(五)下午第 6 節舉行『校慶慶慶祝大會預演』
，第 7 節全校大掃除，課務
暫停 2 節。（第 8 節課輔＆晚自習暫停乙次）
三、99/11/13(六)舉行『第 40 屆校慶暨運動大會』
，99/11/15（一）補假 1 天（課務
暫停）
。
四、99/11/30（二）下午第 7 節 8 年級參加『隔宿露營行前說明會』
，課務暫停 1 節。
五、第 2 梯次游泳課上課日期異動說明：
星期

三

游泳 707、708、
課班 802、807、
級
904

四

四

五

五

五

804

906

702

902

808

上課 11/10、11/17 10/28、11/18 10/28、11/18
日期 11/24、12/01 11/25、12/09 11/25、12/02

10/29、11/26 10/29、11/19 10/29、11/19

備註

△11/11 校慶 △11/11 校慶

△11/12

△11/12

△11/12

200 公尺預賽 200 公尺預賽

校慶預演

校慶預演

校慶預演

△12/2、12/3

△11/19

△12/2、12/3

隔宿露營

校外教學

隔宿露營

課務 707 健教邱玉貞師
影響 708 生科方一齋師
802 視覺林惠珠師
807 表演林俊明師
904 視覺林俊明師

804 輔導方一齋師

906 健教邱玉貞師

12/03、12/10 11/26、12/03 11/26、12/10

702 視覺林俊明師

902 輔導鄭載德師

808 健教邱玉貞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