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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導處
訓育組
一、攝影競賽活動時間：即日起至 10/18(五)，歡迎全校師生踴躍參加，相關詳細辦法請參見開學時
所發放活動計畫或至訓育組詢問。
二、紀 T 徵選活動：紀 T 徵選活動已於 9/30(一)截止，將於 10/7(一)班會進行複選。
三、教室佈置競賽：教室佈置競賽於 10/4(五)截止，將於 10/7(一)開始評分。
四、配合第 43 屆校慶，本期校刊邀請全校師生共同創作。以校慶、校園生活相關主題為主，題材為
漫畫、散文、詩歌等均可（散文 1000 字以內、詩歌字數不拘），作品標明班級、座號、姓名，
送至訓導處訓育組，並繳交電子檔一份。訓導處編輯保有稿件之選用、增刪、修改之權。截止
日期為 10/17(四)下午 17 時(含電子檔)。
◎備註：投稿之電子檔，請將檔案寄至：marcoyang7@hotmail.com 或將檔案交至訓導處訓育組。
使用 e-mail 繳交完成會有信件回覆，若無回覆則代表繳交未完成。
獲選同學將有 重大 獎勵，請同學把握機會。
五、校慶壁報：校慶壁報將於 10/16(三)開始製作，10/28(一)截止，7、8 年級皆必須繳交一份，
9 年級自由參加，為避免製作時間不足，同學可自即日起便開始製作，相關詳細辦法請參見開
學時所發放活動計畫或至訓育組詢問。
六、臺北市 102 學年度學生五項藝術比賽相關作業時程公告：美術比賽：繳件時間：102/10/16
請於 10/14 將作品繳交訓育組(規格需符合比賽規定)。
七、~重要訊息~各班公共服務時數統計表已於 10/1(二)發給各班導師，請同學檢視時數是否有誤， 如
有未登資料，請於 10/11(五)至訓導處訓育組補登。
八、11/1(五)班聯會(中午 12：35 E 化教室一)。

生教組
一、穿上忠孝的校服，就必須成為一個自信有品德的青少年。在校內及上放學途中，遇見師長要微笑
注目，並且大聲問好，下課時間勿亂吼、亂叫、吹口哨影響他人，不亂丟垃圾，並隨手將垃圾
撿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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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時刻刻不忘記自己是忠孝的一份子，將忠孝的榮譽視為自己的責任。
二、聽到鐘聲即應快步進入教室，上外堂課的班級需將門窗鎖好，負責同學儘速將班級帶往指定地
點，行進間切勿交談嬉戲，影響他班上課權益，以上均將列為秩序比賽成績依據。
三、近日天氣轉涼本組為考量同學健康，將於 10/7(一)彈性換季可著長褲到校，11/4(一)全面換季。

衛生組
一、本嚴禁打掃時間、午休時間進入廁所梳理頭髮、整理服裝儀容或聊天逗留以方便 7 年級打掃或
午休安全維護。
二、每週午餐滿意度調查表，請各班在每週五交回該週調查表。
三、請大家遵守垃圾不落地，個人帶來學校的食物、飲品、合作社購買的東西，請在教室飲用及處理，
如有未吃完的食物，請隨午餐桶餐廚餘回收，以避免老鼠流竄教室及校園，影響健康及衛生。
四、各班資源回收務必於送往資源回收室前整理完全，列入整潔評分項目。
五、請加強護眼運動，下課多走動，增進身體健康。

體育組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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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水上安全防溺急救常識:
(1)從事水上活動前，應先瞭解自己的身心體能狀況是否適合。
(2)選擇有救生員的場所。在開放及有救生人員看守的水域戲水游泳，一旦發生溺水時，才
能立即有被救援的機會。此外，應遵守各項警告或禁止標誌。
(3)選擇適宜的氣候及水溫。
(4)遵守游泳場所的管理規定。
(5)學習基本的水上安全常識及能力。
(6)養成結伴游泳的習慣，避免單獨下水。
(7)下水前應作熱身運動。
三、九年級畢業籃球賽賽程已公佈在訓導處門口，請同學自行前往查閱。

教務處
設備組
一、全校各班展製作小組注意，目前各組皆已完成校內報名手續，請同學們持續不懈怠的進行研究
工作；實驗室開放時間自 10/07 起至 11/08 止，務必提前申請，並記得請你的指導老師給予適時
的指導。
二、為配合今年可能會出現大彗星盛況，臺北市立天文教育館訂於 102 年 10 月至 11 月共辦理「2013
彗星系列演講」和「彗星 DIY 活動」共三場，歡迎師生踴躍參加。各場次相關細節請上天文館網
站查詢。
三、人間福報舉辦「2013 第三屆關愛親長我有話/畫要說」圖文徵選活動，獎金豐富，歡迎對寫作及
繪畫有興趣的同學踴躍報名參加，報名方式及詳情請上人間福報官網查詢。

書香閣
一、102 學年度新生數位學生證結合北市圖借閱證共計 231 件已辦理完畢，同學可於放假期間多多利
用住家附近的北市圖資源，以提升自己的閱讀力。
二、7-8 月月冠王為 806 晏釗儒、902 羅敏心、904 陳慧軒、何杰、802 賴泊錞、805 陳淇欣、902 詹
榮澤、807 徐嵩延、807 鄒孟芹、808 唐芸飛。得獎同學請持榮譽卡至書香閣核章 5 格。
7-8 月份圖書借閱排行榜前十名為《飢餓遊戲２:星火燎原》
、
《飢餓遊戲 3：自由幻夢》
、
《墮落天
使》
、
《笑傲江湖》
、
《波西傑克森》
、
《神偷天下》
、
《地圖女孩.鯨魚男孩十年後》
、
《魔電聯盟》
、
《底
片的真相》、《魔寵》。
三、閱讀護照活動受到同學的熱烈回響，目前榮獲書香學士的同學已達 62 位。有興趣同學可至書香
閣領取閱讀筆記或於書香閣部落格下載。已成功完成的同學，別忘了要持閱讀護照至書香閣認
證。
〈閱讀護照核章滿 10 次可獲書香學士獎狀及榮譽卡 10 格；滿 20 次即獲書香碩士獎狀及嘉獎
1 次；滿 30 次則獲頒書香博士獎狀及嘉獎 2 次。〉同學請尊重他人閱讀權利，儘速配合還書。
四、書香閣每週都有好讀周報有獎徵答活動，邀請全校同學踴躍參加！答對同學除可獲榮譽卡 1 格
外，教務處也會不定期舉辦抽獎活動哦！
好讀周報有獎徵答於 102.09.16，由設備組長於書香閣抽出 20 位得獎同學。得獎的同學是：801
郭俊甫、802 蘇俞瑄、802 陳俐姍、804 溫彥瑜、806 鄭仲語、803 彭道耘、803 林芷安、803 蘇
柏宇、804 施怡岑、805 林暘竣、808 陳誼庭、808 羅懿萱、808 賴瑛瑩、801 陳冠妤、801 沈家
如、801 李霈綺、802 陳品伃、802 賴泊錞、802 黃祖佑及 803 周哲宇等。以上同學可獲得實用文
具獎品。尚未至書香閣領取獎品的同學請利用下課時間前往領獎。
本週題目：
第六屆國際帳篷節於 9 月 14、15
日在中國江西省武功山草原舉
行，1 萬五千人大露營，在波浪
起伏的山巔，五顏六色的帳篷非
常壯觀美麗。露營分為常規露
營、拖車露營及特殊形式露營等
三種形式，請就特殊露營試舉例
說明之？
信箱截止日期 102.10.4（五）

五、每週一於書香閣大門張貼或請圖書股長催還圖書到期未歸還的同學名單，逾期未還的同學請尊重
他人閱讀權利，儘速配合還書。
六、七、八、九年級圖書股長務必按時至書香閣領取報紙。

輔導室
輔導組
一、本週六﹙102 年 10 月 5 日﹚上午舉辦本學期學校日活動，竭誠歡迎家長們蒞臨學校了解校務工
作、教師教學內容、多元入學管道，並參與班級經營討論，給予回饋及建議！
學校日流程如下：
時間

活動項目

主持人

場地

08:00~08:20

報

林主任佑忠

穿堂

08:20~09:00

校務工作報告

王校長巧媛

活動中心

09:00~09:40

各科教學諮詢

王主任曉琪

活動中心
書香閣、課程研討室

杜主任偉安

各班教室

11:10~12:00

12 年國教多元入學管道宣導 王主任曉琪
暨生涯輔導紀錄運用介紹
林主任佑忠

活動中心

家長
注意事項

1. 校務工作報告有重要宣導事項說明，請務必出席參加。
2. 家長可事先上本校網站下載課程計畫，並準備各科相關問題，以利
依班級課表至各領域諮詢區進行各科教學諮詢。

到

09:40~11:10 分班家長座談會

二、將於 10/11(五)辦理本學期第一場親職教育講座，相關資訊如 下，歡迎校內外家長踴躍參加！
時間：102/10/11(五) 晚上 7：00~9：00
地點：本校至善樓三樓多功能教室
主題：十二年國教的挑戰與契機，尋找孩子的希望之鑰
主講：秦夢眾講師

特教組
一、102 學年度數理學術性向資優班學生鑑定安置計畫已公告在本校網頁
(http://163.21.229.93/ch/)以及臺北市忠孝國中資優教育網
(http://wp.chjh.tp.edu.tw/blog/gift)，請家長自行參閱下載
報名時間:102 年 10 月 7 日~102 年 10 月 21 日
報名地點:輔導室特教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