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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學務處的愛與堅持
訓育組
一、本學期教室布置競賽（維護為主）將於 3/31(五)結束，請各班把握時間讓教室保持它
的風貌喔！
二、校刊徵稿中！強力募集優秀的作品（詩歌散文創作...皆可）！
三、轉知「106 年度臺北市國民中小學學生相聲比賽」參賽資訊：
(一)比賽日期：106 年 7 月 4 日、5 日（週二、週三）。
(二)比賽地點：臺北市青少年發展處（臺北市中正區仁愛路 1 段 17 號）。
(三)比賽主題：甲組（國中 7 至 9 年級）：以健康運動為主題。
(四)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5 月 8 日前，至訓育組報名。
四、轉知臺北市青少年發展處 106 年度「潮青！意思意思設計一下」培力工作坊資訊：
（一）【潮青設計】系列課程內容：增進學生數位設計知能，讓參與學員學習 3D 列印、
雷射雕刻、熱昇華轉印與物聯網的簡易運用。希望藉此開啟學生設計視野，並試探
將無限創意轉換成創意產品之可能性。
（二）工作坊時間：106 年 6 月 1 日、8 日、12 日、15 日、19 日、22 日，9:00-16:30，
每梯各 1 日，共計 6 梯。
（三）報名期限：5 月 19 日前向訓育組報名，至多 10 人(須同梯)，依順序受理。
（四）活動對象：九年級學生

生教組
一、為了同學以及家人的安全，請家長接送的同學，特別提醒家長，不要在校門口迴轉，請
往前至中興醫院門口再迴轉，以免造成危險，險象環生。
二、近期生教組發現有很多同學外套以及衣服上的名牌掉落，請同學名牌掉落要盡速將新的
名牌黏上，若沒有新的名牌，可以至合作社詢問。
三、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提醒您，詐騙集團常假冒親友名義，利用電話或 Line 訊息，以資金
周轉、車禍生病急需用錢等理由，請您協助匯款至指定帳戶，接獲可疑來電或訊息，
請向親友或「165」專線查證。

衛生組
一、裸眼視力未達 0.9 的學生，請家長定期（或依照醫師的指示）陪同就醫檢查，追蹤視力
的變化，並請醫師在「視力健康檢查複檢與矯治回條」登錄檢查結果及建議處理方式，
家長簽名後，於 106 年 4 月 7 日（星期五）前交回健康中心。若對於身高體重暨視力測
量結果有疑問，請利用下課時間到健康中心重新測量。
二、106/03/30（星期四）第 5、6、7 節課（13 時 10 分至 15 時 50 分）在活動中心 1 樓辦
理本學年度七年級學生急救教育訓練。請攜帶文具用品（紅、藍原子筆）、水壺及童軍
椅到活動中心。

三、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辦理『2017 環境關懷跨領域設計競賽』初選入圍網路票選活動，自
即日起至 106 年 4 月 11 日（星期二）下午 6 時止，票選活動網址為
http://www.2017cfscontest.com/；相關訊息亦公告在競賽活動官網
(http://tik2017.wixsite.com/epadesign)與活動 FB 粉絲專頁（2016-2017 環境關懷
跨領域設計競賽），每名得獎者贈予新臺幣 2,000 元禮券（本次活動獎項至多抽出 30
名，並抽出相同名額之備取，參與本活動者、每位限領【票選獎】1 次為限，不得重複）
四、外掃垃圾請於每周二、五集中丟棄在子母車旁的橘色垃圾桶，嚴禁擅自丟棄未使用專用
袋的垃圾。
五、垃圾棄置於垃圾車時請將袋口綁緊、輕放，以免垃圾散落！
六、湯桶內若有湯匙，請勿硬將左右兩側的扣環扣上，此舉將造成湯桶的損壞，請多注意！

體育組
一、水上活動安全守則
1.場地選擇，應在開放浴場或有救生人員值勤之水域活動。
2.不可在設有「禁止游泳」「水深危險」等禁止標誌區域內游泳。
3.過飢、過飽、有醉意或心情欠佳時，不應下水游泳；飯後游泳最好要隔 1 小時。
4.入水前應先做伸展暖身操，經淋浴後才能入水。
5.游泳時應穿游泳衣、褲，不可穿牛仔褲入水。
6.游泳時最好兩人一組，採伙伴制，彼此相照應。若是團體活動，入水前先清點人數，
登岸亦同，在岸上應留一、二人作警戒，以策安全。
7.從事水上活動，除游泳外，均應穿著救生衣，以策安全。
8.若使用面鏡、呼吸管、蛙鞋浮潛，要經專人指導後才能使用。若要作水肺潛水，必
須經過潛水訓練並取得執照，並應兩人以上同行及在潛水區域豎起潛水旗幟，以策
安全。
9.於海邊進行活動或磯釣時應穿救生衣、防滑鞋及戴安全帽，並確實掌握漲退潮的時
間，若見到海裡忽然有大浪接近，應立即逃避，以免造成傷害。每年 5~6 月及 10 月
至翌年 1 月，新北、基隆、宜蘭、高雄、屏東等地發生瘋狗浪之機率最大，應特別
注意。
10.若看到上游山區烏雲密佈或聽到上游傳來隆隆聲響越來越大或看到溪水變色，水面
忽然上昇，這是山洪爆發前兆，應立即離水前往高處逃。
11.若遇溪水暴漲，被困岩石上或在沙洲中，應保持冷靜，等待救援。
12.若不幸被溪水沖走時，身體仰姿保持腳在前頭在後，以免頭被撞傷；看到前方水面
有高浪，即表示水底有巨石，應設法避開，以免撞傷，如遇轉彎處，應游向內彎緩
流處，即可順勢上岸。
13.遇有人溺水時，應大聲喊叫，或打 119 向消防隊請求協助；未學過水上救生，不可
冒然下水施救，以免造成溺水事件。
14.溺者若離岸不遠，則可用岸上一切自然之物如竹竿、木條等，從岸上施救，這是最
安全的方法。
15.當發現溺者，對其拋擲救生圈、救生繩袋、繩子及一切可浮物品，均可使溺水者獲
救。
16.若發現溺者在水深及胸以下且離岸不遠時，則可由 3～5 人用手拉手的人鏈方式施
救。
二、水中自救與求生安全守則
1.水中自救及求生之基本原則為：
保持體力，以最少體力，而在水中維持最長時間，並利用身上或身旁任何可增加浮
力的物體，使身體浮在水上，以待救援。為達此要求，必須緩和呼吸頻率，放鬆肌
肉，並減慢動作。

2.如何延長待救時間（水母漂）：
深吸氣之後，臉向下埋入水中，雙足與雙手向下自然伸直，與水面略成垂直，作如
水母狀之漂浮。當換氣時，雙手向下壓水，雙足前後夾水，利用反作用力抬頭，瞬
間吸氣，繼續成漂浮狀態；如此在水中便可以持續很長的時間。練習水母漂浮時，
身體應盡量放鬆，使身體表面積與水之接觸面加大，以增加浮力；同時，應將雙眼
張開，以消除恐懼。
另外，頭在水中時，應自然緩慢吐氣，不可故意憋氣，以節省體力。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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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世大運宣導：
1.主辦城市：臺北市
2.比賽時間：2017.8.19─8.30
3.忠孝國中配對國家：澳門、塞浦路斯、沙烏地阿拉伯
4.世大運吉祥物：臺灣黑熊
5.國際型綜合性運動賽會，我國於 1987 年正式成為會員國。
6.每兩年之奇數年舉辦，分為冬季、夏季世大運。
7.有「小奧運」之稱，參賽國家、選手數僅次於奧運。
8.目前由 167 個會員國代表組成，本次約有 150 個國家 12,000 多位選手參與 2017 臺
北世大運。

來自教務處的諄諄教誨
教學組
臺北市立忠孝國民中學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定期評量日程調整
一、3/29(三)第一天的考程為整天，3/30(四)第二天的考為上半天，下午時段照課表正常
上課，自習課時間請同學務必於教室內安靜準備下堂測驗的科目，不可趴睡；任課教
師請讓學生自習，不進行課程安排。
二、第一天的考程中，上午時段皆以學校鐘聲為主，下午時段上、下課鈴聲採手搖鈴聲。
(1)國文科考試時間為 50 分鐘。
(2)寫作測驗考試時間為 50 分鐘，限用黑色原子筆。
三、第二天考程的時間，上、下課鈴聲採手搖鈴聲。
(1)數學科考試時間為 60 分鐘。
(2)社會科為合科測驗（歷史、地理、公民），考試時間為 70 分鐘。
四、請假欲補考同學於銷假後隔日立刻（不可進教室）攜帶核准的假單至教學組申請安排
補考事宜。（限 1 週內完成補考，逾時成績將以 0 分計算）
五、請同學遵守考場規則，違者將依校規處分！

註冊組

一、 3/29、3/30 為本學期第一次定期評量，請同學注意學期成績計算：3 次定期評量佔 40%、
平時評量 60%。
二、九年級升學資訊：106 新北市高級中學專業群科特色招生第一階段審查結果出爐，有通
過的同學於 3/28(二)之前完成校內集報。

來自輔導室愛的叮嚀

輔導組

轉知臺北市 106 年度國民中學推動生命教育生命故事徵文比賽，欲參加者洽輔導組
一、徵文內容：
回顧自己成長歷程或訪談他人生命故事，透過文字書寫，感受周遭有價值的生活片段：
舉凡值得感激的事件與人物、令人難忘的努力過程與成果、啟發人生體悟的經驗等等。
二、作品相關注意事項： 撰寫閱讀心得內容，字數以 600 字～1,200 字為限。
三、收件期限及地點：即日起至 106 年 9 月 29 日（五）下午 5 時止
四、評審原則：
1.邀請專家學者擔任評審。
2.內容 50%：能充分表達原作品主題，並抒己見與原作品相互輝映，彰顯生命教育宗
旨。
3.文辭 30%：文章流暢及表達。
4.結構 20%：佈局巧思及創意。
五、獎勵方式
1.錄取特優 5 篇、優等 5 篇、佳作 10 篇及入選若干，得獎作品主辦單位有發表使用之
權利，視需要編輯成冊提供本市所有國中師生欣賞。
2.獲獎學生由教育局頒發獎狀與獎金，特優每名 1000 元、優等 700 元、佳作 300 元及
入選 100 元。

資料組
一、認識高職 15 群科--11 外語群
認識高職 15 群科
11 外語群

外語群包括應用外語科(英文組)、應用外語科(日文組)。學生畢
業後可從事英文教學、日文教學及工商業…等行業。如秘書、助理、業務
人員、航空公司之空服員、櫃台服務員、旅行社導遊人員及領隊人員或觀
光飯店之服務業人員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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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二、景文高中舉辦【優人表演藝術班免費課程體驗營】，歡迎 9 年級同學上網報名。
(一)時間：106 年 5 月 6 日(六)下午 1：30~4：30
(二)活動對象：9 年級對表演藝術有興趣的同學，名額 40 名，額滿為止。

來自總務處資源的節約
一、請各位同學注意節約能源,隨手關燈.關水,省電又環保.
二、請各位同學愛惜公物,延長物品的使用年限.
三、 欣賞校園美麗風景三月到了,春暖花開,校園裡多了好多顏色,是因為各式各樣的花朵都
陸陸續續地綻放了,走在校園的時候,請師生們欣賞欣賞美麗的花朵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