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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導處 

訓育組 
一、6/13(五)將進行本學年社團成果展，請 7、8年級各班班長於第 6節課上課前，準時將同學帶到活 

    動中心集合。 

二、9年級畢業影片於 6/3號前繳交，請各班班長負責協助完成。 

三、臺北市立興福國中【2014暑期航空科學營】(國中梯次) 

(一)活動時間：103年 7月 10、11日（星期四、五），共兩天。 

    (二)招生名額：共 25名，額滿為止。 

    (三)活動內容： 

        1.藉由教導學子動手設計製作小型電動線控飛機、體驗大型二行程引擎線控飛機飛行，讓學子  

      認識生活中的空氣動力學、模型飛機原理、引擎構造與原理，以期了解科學其實無所不在，  

      並感受動手實作的快樂，培養出學子實事求是的科學精神。 

        2.全程參與活動並完成試飛及競賽者，將頒予研習證書一張。 

    (四)活動地點：臺北市立興福國中 

    (五)活動費用：僅酌收 600 元（鐘點費、活動手冊、材料費、兩日午餐費…等），課程鐘點費由本 

    校臥虎藏龍計畫經費補助，其餘不足部分由參加學員負擔。 

    (六)報名及繳費期限：即日起至 103/7/4（五）止。 

(七)參加學員名單於 7/7（一）公布於福興國中首頁。 

四、103年暑假青少年休閒育樂活動~中草藥達人-小時珍 

    (一)日 期：民國 103年 07 月 17日 (星期四) 9:00~12:00  

    (二)主 旨：體驗採藥、抓藥及認識四神湯及銀耳蓮子湯  

    (三)對 象：大台北地區 12 歲至 18歲青少年〈限 100名，依報名先後順序優先錄取〉  

    (四)報名期間：民國 103年 06月 03日~民國 103年 07月 04日  

    (五)參加費用：每人 200元〈講義費、材料費、點心及餐盒提供〉  

    (六)活動地點：國家中醫藥研究所  

    (七)集合地點：活動當日上午 8:30於國家中醫藥研究所一樓餐廳處報到  

    (八)注意事項：活動當日請着輕便服裝，並攜帶健保卡  

    (九)報名方式：請將報名表以郵寄、傳真或網路方式報名，恕不接受現場報名。接受報名後，請於 

        一週內完成繳費。如報名後未完成繳費手續，則視同自動放棄。  

    (十)繳費方式：一律採郵局或銀行匯款。繳費後請傳真 1份匯款影本，以便確認入款及辦理保險。 

        完成繳費手續後，恕不退費。 

    (十一)匯款戶名：衛生福利部國家中醫藥研究所 

          匯款種類：公庫匯款 

          銀 行：中央銀行國庫局 (代碼 0000022)  

          帳 號：24574502124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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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承辦單位人員聯絡方法： 

      衛生福利部國家中醫藥研究所標本館 陳小姐 

          電話：02-28201999 分機 2531 

          傳真：02-28204788 

          E-mail:ritachp@nricm.edu.tw 

          住址：台北市北投區 11221立農街二段 155-1號  

五、臺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協助辦理「2014兩岸青少年旅遊踏察文學創作營」 

    (一)活動時間：103年 7月 13日（日）至 7月 17日（四），歡迎各校同學踴躍參加。 

    (二)活動地點：臺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 

    (三)報名時間：自 103年 5月 20日至 103年 6 月 30日止一律網路報名，網路報名方法：請上 google 

        搜尋(中華語文教育促進協會)網站，進入網站首頁→寫作能力提升課程→報名網站→線上報 

        名。報名完成後請查看〈審核情形〉，確定已進入〈尚未繳費〉名單。請於五日內繳費，協會 

        收到郵局通知後就會列入〈已繳費〉名單。 

    (四)費用：2900元(共五日 35小時，費用包括午餐，大賽獎金、踏察費用。此為首屆試辦優惠，其 

        他優惠皆不適用於本方案) 

    (五)繳費方式：郵局劃撥。劃撥帳號【50173523】受款人【中華語文教育促進協會】劃撥者用參加 

        學生姓名，勿用家長姓名，以便查核。多人一起劃撥者，請明列每一名參加學生姓名。 

六、請各位同學注意應有的禮節，遇到師長請記得向師長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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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cyc.edu.tw/modules/tadnews/index.php?nsn=29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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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定金。 

健康中心 
一、端午吃粽不增重～1顆粽子約 600大卡，相當市售 1個便當 

端午飄香，市售粽子種類琳瑯滿目，但許多粽子常有高熱量、高油脂、低纖維的問題，市售一

顆 600大卡的傳統肉粽，相當於 1個市售便當，需要爬 101大樓 2次才可消耗，若沒有與正餐替換，

端午期間連續一個禮拜每天多吃兩顆，體重將增加 1公斤以上。且過量食用高鈉、高油、高膽固醇、

低纖維的粽子更會造成身體額外的負擔。 

各式市售粽子因食材、大小及烹調方式不同，熱量差異很大，北部粽糯米經過油的拌炒，加入

較多的油蔥，用油量較高，南部粽、湖州粽米不經過拌炒，直接以水煮的方式煮熟，可減少用油量，

但較紮實，糯米用量較多，若內餡含五花肉、鹹蛋黃，則熱量高；粿粽以米漿製作，內餡常含瘦肉

塊、香菇絲、蝦皮、蘿蔔乾、蛋黃、油蔥酥，熱量亦不低，甜口味豆沙粽子則依外加糖及油的量而

造成熱量差異。 

聰明採購吃好粽的健康 5撇步： 

(一)減熱量：許多通路的粽子皆有熱量標示，優先選購熱量較低的粽子，或選擇較小的粽子，相對

熱量較低，容易控制熱量的攝取。 

(二)替代正餐：若將粽子作為正餐，食用時需與飲食中的主食類、肉類及油脂類做代換。 

(三)增加蔬果：粽子中蔬菜量較少，應搭配鮮新蔬果，如燙青菜、涼拌小菜或冬瓜湯、番茄湯、竹

筍湯等蔬菜湯，餐後攝取足量的水果，以達到均衡飲食。 

(四)選食材：可選擇添加各種穀類、雜糧，如薏仁、燕麥、紅豆等，不但顏色、香味十足又有嚼勁。

而餡料選擇杏鮑菇、香菇、竹筍等幫助消化的多纖、天然食材，五花肉改瘦肉、鹹蛋黃則可改

用形狀相似的栗子降低膽固醇及鈉的攝取。 

(五)少沾醬：攝取時應以原味為主，吃粽子時常使用的番茄醬、甜辣醬等醬料，鈉含量高。 

＊各式粽子熱量參考如下： 

 

種 

類 

北部粽 南部粽 湖州粽 客家粿粽 甜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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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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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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粽 

豆

沙

粽 

桂

圓

蓮

子

粽 

重量 

（公克） 
180 160 120 180 160 55 200 180 200 110 150 180 120 

熱量 

（仟卡） 
675 375 275 615 320 89 618 327 555 327 210 580 300 

（參考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網站） 



二、九年級「學生健康記錄卡」已發還，請妥善保管（無備份）。對於國中 3年的健康記錄資料有疑問

者，請攜帶記錄卡至健康中心查詢核對。 

 

北捷殺人事件後，就算發抖也可以－面對傷痛，才能往前走 

首當其衝的是，親眼目睹慘劇的旁觀者－－當時待在車廂內長達四分鐘求助無門的乘客、在捷運站

內驚見滿身是血的傷者狂奔而出。 

長庚大學行為科學所助理教授、臨床心理師楊啟正指出，即便當時勇敢喝斥歹徒的人，也同樣遭受

了心理創傷，有可能產生創傷後壓力症候群 PTSD，甚至在事發後 3~6個月才出現不適症狀。 

其次是，受到新聞 24小時強力放送影響的每個台灣人，那把隱形的刀，可能早已深深砍進了心裡。 

對於這些 PTSD的高風險族群，楊啟正認為，政府應該要負起責任，提供必要的協助與資源。

(*Post-traumatic Disorder，人在遭受身體或心理威脅或對抗重大壓力後的反應，出現頭痛、精神不

集中或憂慮、做惡夢等症狀。) 

如果你最近覺得沮喪、焦慮、不安，「這是正常的，」重大事件過後造成的心理創傷，會影響身體、

行為、信念和情緒，讓人覺得失望、沮喪甚至對生命失去信心，臨床心理師黃天豪解釋。不過，人都有

自行恢復的能力與韌性，只要過一段時間就會逐漸改善。 

下列方法也能助你一臂之力，加速心理復原。 

目睹重大壓力事件的心理急救包 

待在安全的地方：不要看太多相關報導，容易喚起不安的緊張情緒。 

保持平靜：研究發現心跳愈早恢復正常，PTSD的影響愈少。想辦法把穩定生理亢奮的狀態，深呼

吸、肌肉放鬆法能安撫驚嚇的心。就算害怕到發抖也別擔心，發抖是釋放壓力很好的方法。讓

自己大哭一場，也能把心靜下來。 

做自己有能力做到的事：即使一件小事如開車買東西、澆澆花，只要讓自己感覺「我有能力做到」，

心理學上稱為「效能」，就能增加對抗壓力的韌性。 

保持跟人聯繫：盡量不要一個人獨處，親友陪伴較能順利度過難關。 

「但不一定要說出來，」黃天豪提醒，以往認為說出來能減輕心裡負擔與傷害，新近研究卻持相反

觀點：沒有準備好不必說出來。每個人的心理復原時間快慢不一，傷口還沒復原，勉強回憶更

添傷害。 

找回原本的希望：事件發生前原本的生活目標是什麼？把它找回來。比方你原本希望存錢買車、去

國外旅遊，那麼繼續努力吧！推往正向的力量，是最好的復原靈藥。 

如果你試過上述急救包的方法，身心不舒服的症狀仍持續超過一個月沒改善，最好尋求學校輔導老

師、精神科醫師或心理師協助。 

真正拋開傷痛並不容易，面對它，才有機會讓生命往前走。 

「有些傷痛會隨時間流逝，但也帶來新的傷痛，你必將它分類、組織、了解並接受它，在傷痛之上

建立新生活。」熱愛慢跑的日本作家村上春樹在 2013年發生美國波士頓馬拉松爆炸案後，投文《紐約

客》雜誌鼓勵波士頓市民。 

同年，村上春樹出版《沒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禮之年》時，接受採訪透露，小說裡有個遭回憶

夢魘困擾的年輕人，如何重新振作起來，靈感來自他多年前採訪 1995年東京地鐵沙林毒氣事件，遇上

一個痛失丈夫的女人，訪問結束後，深受驚動的村上哭了差不多一小時，這種悲傷的經驗啟發了他的新

創作。 

重大事件發生後，人們看起來心裡似乎平復了，但事過境遷、塵埃落定後才會感到傷痛，這時無須

隱忍，勇敢去面對它，之後會再產生新的生命力。 

林貞岑(民 103年 5月)。北捷殺人事件後，就算發抖也可以－面對傷痛，才能往前走。【康健雜誌】。

取自：http://www.commonhealth.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583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