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發行刊號：1051104 

發行者：忠孝國中學務處 

編輯&美編：訓育組長梁津津 

           管理員李秀貞 

 

 
忠孝週報             中心德目: 尊重 

Zhongxiao  Weekly 
 

 

來自學務處的愛與堅持 

訓育組 

一、臺北市忠孝國中 105學年度第 1學期校內服務學習各班時程表 

週次 星期一) 班級 星期五) 班級 日期 班級 

10 10/31 705 11/4 校慶預演 即日起至 1/13 901 
至 
908 11 11/7 校慶補假 11/11 805 

12 11/14 706 11/18 806 

13 11/21 707 11/25 807 

14 11/28 段考週 12/2 808 

15 12/5 預定 
七年級校外

教學 

12/9 自由報名 

16 12/12 708 12/16 自由報名 

17 12/19 自由報名 12/23 自由報名 

18 12/26 自由報名 12/30 自由報名 

19 1/2 元旦補假 1/6 自由報名 

20 1/9 自由報名 1/13 自由報名 

 
1.本表格為本學期七、八、九年級校內服務學習時程表。 

2.七年級統一於星期一進行校內服務學習，八年級統一於星期五進行校內服務學習，

時間為當日 16：00~17：00，九年級每星期一至星期四，第三節下課以前至學務處

登記報名(每日每班各 1名為限，可連續登記兩天) 時間為當日 12：35~13：05。 

3.每班每學期以一次為原則，服務時數不滿規定者，請同學利用表內「自由報名」時

段，一週前至訓育組長報名。 

4.每次每處室以 5名同學為原則(共 20名，若該處室所需名額超過 5名，可依實際需

求，增額安排服務學習)，其餘同學由各班導師安排服務學習內容。 

5.於各處室進行服務的同學，請於服務學習當日統一到學務處報到，由學務處分配至

各處室。服務學習結束後，由學務處訓育組進行服務學習線上登錄。 

6.由導師安排服務學習內容的同學，請洽導師蓋認證章，由導師進行服務學習線上登

錄。 

 

週報請貼公佈欄 



二、轉知臺北市立文獻館「尋根溯源 創意族譜設計比賽」資訊 

（一）比賽時程：自 106年 2月 15日起至 2月 24日辦理徵件，3月進行評審，預定 4
月辦理優勝作品展覽及頒獎。 

（二）作品格式： 

1.平面作品：以【全開】78.7cmx109.2cm海報紙、【直式】平面設計，請預留
框面上下各 2公分，以利本館為得獎作品展示裱框。 

2.立體作品（包含書類作品）：立體作品以【全開】78.7cmx109.2cm範圍以內
設計為主，高度勿超過 100cm。書本或是摺頁之書類作品以【A4】21.6cmx30.2cm
至【A3】43.2cmx30.2cm規格為主。 

三、轉知臺北市青少年發展處 11月築夢達人講座「跟著氣球環遊世界大賽」資訊 

（一）時間：105年 11月 12日（六）10:00-12:00 

（二）臺北市青少年發展處五樓流行廣場 

（三）主講人：2012年義大利國際氣球藝術大賽金牌李承澔先生 

（四）免費報名，報名官網（http://www.tcyd.gov.taipei/） 
生教組 

一、教育局辦理「大手牽小手，國防足跡趣探索─拍照上傳 FB抽獎活動」為推廣全民國防
教育，特成立「臺北市全民國防教育粉絲團」臉書粉絲專頁，擬運用大眾傳播工具的散
播，將全民國防的理念推廣至社會大眾；另為鼓勵同學運用本局製作「臺北全民國防景
點導覽圖」摺頁進行觀光遊覽，以宣導國防文物保護的觀念，特辦理旨揭活動。詳情可
至校網，〝活動競賽〞區進行附件的下載及了解。 

二、105年公車禮貌心運動「愛的互動暖暖說網路活動」，詳細活動內容，請參閱『公車禮
貌心運動』FB粉絲團，也可至校網，〝活動競賽〞區進行附件的下載及了解。 

三、早上遲到的學生從原本的遲到多久站多久，改為 7點 45分以前的小遲到，從中午 12
點 35分站到 50分；7點 45分以後的大遲到，罰站整個中午，若有任何事情中午無法
到學務處，請提早至學務處找生教告知，否則一律不予補站。 

衛生組 
一、「減碳飲食」有獎徵答來囉~~~ 

105年 11月 30日前請上台北市「學校營養教育網站」(http://eatingright.tp.edu.tw)
上網點閱後參加填答，將抽出 60位幸運的同學致贈小禮物。 

二、集點換現金環保署已於 105年 10月 12日起推動「綠點兌換綠消費」、「全時段搭捷運
集綠點」環保集點措施，另外加碼辦理「綠色消費送萬點」及「環保集點綠行動抽抽樂」
2項活動，只要於環保署「環保集點官網（https://www.greenpoint.org.tw/）」或以
手機下載「環保集點 APP」，申請會員並歸戶悠遊卡、一卡通、電子發票手機條碼、合
作通路會員卡或會員帳號，即可多元集兌點體會綠色消費的樂趣。 

三、午餐有異物請保持原狀至衛生組。供餐不足者，可至合作社領取備餐，也請立即反應。 

四、 1.流感季節開始，請各班落實每日清潔消毒，減少疾病傳染機會。 

2.消毒方式─漂白水與清水以 1:100的比例稀釋，擦拭門把、窗框、桌椅。 

3.流感保健三步驟─戴口罩、勤洗手、多休息。 

五、每日空氣品質預報：空氣旗懸掛於學務處外鐵窗上，空氣品質由優至劣分別為綠色(佳)→
黃色(尚可)→紅色(有心臟疾病、心血管疾病、氣喘者宜注意)→紫色(廣播停止戶外活動) 

 
體育組 
一、105年 11月 5日舉行 46週年校慶運動會檢(紀)錄名單 

七年級女子組 100公尺決賽，鄭心瑜 郭芷瑄 周幸容 彭安淳 魏湘庭，八年級女子組
100公尺決賽，顏瑜萱 蔡佩儒 連芷琪 李昱潔 李佳真，九年級女子組 100公尺決賽，
陳嘉欣 呂妍慧 林宥妤 黃靖雯 蔡珮臻，七年級男子組 100公尺決賽，鄭樺駿 賴元均 
李嘉倫 黃俊陞 李立麒，八年級男子組 100公尺決賽，郭品華 林松逸 王譯辰 周展鋒 
陳芃逸，九年級男子組 100公尺決賽，彭彥翔 葉又誠 陳奕嘉 葉冠麟 許容彬 



二、七年級女子組 200公尺決賽，吳冠蓁 翁若瑄 魏善筠 張詠琦 吳依潔，八年級女子組

200公尺決賽，劉秭菲 謝芝嫻 劉子綺 何紫穎 郭懿萱，九年級女子組 200公尺決賽， 

葉浩萱 卓芳儀 游舒  張庭華 張 恩，七年級男子組 200公尺決賽，李文華 周裕翔  

陳思皓 丁裕峰 陳政宏，八年級男子組 200公尺決賽，陳子彥 吳冠毅 林俊佑 郭子熠  

蕭翰力，九年級男子組 200公尺決賽，蔡冠鑫 廖睿騰 吳王翔麟 潘錦鴻 楊誠易 

三、校慶運動會 800公尺成績排名，七年級第一名 張詠琦 第二名 卓沛璇 第三名 鄭心瑜

八年級第一名 何紫穎 第二名 顏瑜萱 第三名 周亭均 第四名 連芷琪 第五名  

劉秭菲，九年級第一名 張庭華 第二名 卓芳儀 第三名 游舒媁 第四名 邱璟倫 第五

名呂妍慧 

四、校慶運動會 1600公尺成績排名，七年級第一名 李嘉倫 第二名 李文華 第三名 刁宇云 

第四名 林佑縉 第五名 陳梓騏，八年級第一名 王譯辰 第二名 黃家和 第三名 林俊佑 

第四名 蕭雲龍 第五名 吳繹維，九年級第一名 蔡冠鑫 第二名 陳祐庠 第三名 彭彥翔 

第四名 陳奕嘉 第五名 蔡升瀚 

  
 

來自教務處的諄諄教誨    
註冊組 

一、已於第 9週分別發下第 1次定期評量成績單及年級分布 表 ，

請各位同學自行參照並可上網查詢個人分數。 

二、根據「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準則」，關於學生成績部分，學校得公告說明

學生分數之分布情形(年級分布表)，不得公開呈現個別學生在班級及學校排名，以避免

因公布成績或排名造成惡性競爭，斲傷學生學習興趣與動機，影響學生身心健全發展。 

三、八年級課後輔導課，於 10/31(一)開始第 2次的編班名單，請同學確認自己上課的班級，

準時到班上課。 

四、九年級同學請注意：有關「106學年度五專聯合免試入學招生簡章」學校集體購買，各

班調查於 10/31(一)開始，截止時間為 11/18(五)，請會考股長協助登記欲購買名單、

簡章費用。 

設備組 

一、科展實驗室開放與器材借用 11/4(五)截止 

二、科展版的領取改為 11/10(四)中午 12:20，到至真樓 3樓生物實驗準備室領取展版 

 



 
來自輔導室愛的叮嚀       

輔導組 
轉知台北市家庭教育中心【免費講座】105年 11-12月「樂活家庭」講座 

婚姻、家庭、性別與資源 ~免費推廣講座（每月第 4週星期六） 

日期 時間 單元主題 單元內容 講師 

11/26 

(週六) 

10：00- 

12：00 

互動劇場 

-家人溝通，聽
我說 

每一次的家人互動，我們都希望能被
對方傾聽和關注，但我們卻常常陷入
有講對方沒聽懂的困境與情境，這
次，我只有一個小小的盼望請你「聽
我說」……邀請您一起參與這場激盪
你我內心共鳴的戲劇演出！ 

愛上影劇團 

任林教育基金會 

【限額 70人】 

12/24 

(週六) 

10：00- 

12：00 

親密關係 

-「愛的撲滿」
桌遊體驗 

本次活動將透過桌遊體驗，讓您和您
的親密愛人﹙家人﹚了解「愛的表現」
有哪些方式，並創造好上加好的幸福
關係！ 

(孩童參與年齡建議小學一年級以上) 

巴鎮 

典華幸福機構 

幸福總監 

【限額 30人】 

講座地點：臺北市家庭教育中心 4 樓 401 教室（地址：臺北市中山區吉林路 110 號） 

台北市家庭教育中心地理位置位於吉林路與四平街口 

＊ 搭乘公車請於「南京吉林路口」或「長春松江路口」下車 

搭乘捷運請於「松江南京站」8 號出口（左轉四平街直行到底，步行約 5-10 分鐘） 

報名方式：【電話】2541-9690 轉 820【傳真】2541-8752 

報名網址：https://goo.gl/Cs1QLU 

更多活動訊息請見台北市家庭教育中心【網站】http://www.family.gov.taipei/活動訊息 

資料組 
一、認識高職 15群科--④化工群 

認識高職 15群科 化工群包括化工科、紡織科、染整科、環境檢驗科。 

       學生畢業後可從事石油化學工業、塑膠工業、橡
膠工業、染整工業、人造纖維工業、紡織工業、成衣工業、
染料製造工業、塗料工業、界面活性劑工業、化妝品工業、
食品化學工業、冶金工業、製藥工業、肥料工業、造紙工
業、清潔劑工業等，也可以從事精密陶瓷工業、半導體工
業、高分子材料工業、生化科技領域、電子材料、影像顯
示領域、精密化工製程領域、高值化科技產業等行業。亦
可以自行創業，從事化工相關產品的製造與銷售。有志於
擔任公職者可參加普考、高考及公務人員特考等公職考
試，或參加考試進入國營事業工作。 

④化工群 

二、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假日體驗營】，歡迎同學盡速至資料組報名。 

    (一)活動日期：105年 11月 12日至 11月 13日，9：00~16：00。 

    (二)營隊：1.護理科、幼兒保育科及視光學科     

                     2.餐飲管理科、應用外語科及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科 

三、【臺北市 106年寒假國中生職業輔導研習營】校內報名至 11/11(五)17：00。 

    106年寒假共有 25所高中職開設 166個營隊，同學於同一天最多可選 10個志願，採電
腦分發，錄取結果於 11/30(三)公告；參加一天營隊的費用為 100元(中、低收免費)，
請於報名時與報名表一併繳交；營隊詳細內容已公告於校網--研習資訊，請上網閱覽。 

https://goo.gl/Cs1QLU
http://www.family.gov.taipei/lp.asp?CtNode=52751&CtUnit=10400&BaseDSD=60&mp=104071
http://www.family.gov.taipei/lp.asp?CtNode=52751&CtUnit=10400&BaseDSD=60&mp=1040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