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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導處 
榮譽榜 

校內 
第 15 週整潔   第一名：705班 801 班 909班 

              第二名：702班 806 班 905班         

              第三名：701班 802 班 908班    

第 15 週秩序   第一名：702班 801 班 909班 

              第二名：701班 802 班 903班         

              第三名：707班 806 班 901班  

訓導處 
訓育組 
一、七年級校外教學與八年級隔宿露營已順利舉行完畢。歡迎同學踴躍提供

校外教學及隔宿露營照片，每 15張有主題及意義的照片可獲得榮譽卡
5 格。 

二、 多元學習社團課程 98/12/21 因拔河比賽暫停乙次。請同學於原班參加

比賽，當天下午作息時間將不做調整。 
三、 多元學習成果展即將於 99/01/04週會舉行，請各社團利用時間呈現最

美好的學習成果。動態演出社團為熱舞社、啦啦舞社、直笛社、魔術

社、戲劇社、跆拳道社、吉他社、空手道社。其餘社團為靜態成果展。
靜態展示社團請於 1/4前繳交海報或作品至訓育組。 

 

生教組 
一、八年級參加「法治教育創意短片徵選」比賽的同學請在 12/21（一）下

午 13 時前將完整劇本送至生教組，待外送南強工商影視科做最後複審
後即開拍。 

二、鐘聲權威：上課鐘響後，立即進教室，1 分鐘內全班同學安靜坐在自己

的座位上等候老師，風紀股長務必維持秩序。 

三、同學要愛惜資源，養成隨手關燈、愛惜公物的習慣，使用後記得關上廁

所的電燈。 

四、家長接送，請利用校門左側之家長接送區，避免直接在大門口下車。 

五、天冷，學校外套內裡請務必加上，若仍不足再添加其他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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幹事張尹喬 

 

中心德目：休閒 

 



六、為維護同學之健康，切勿訂購外食至學校內食用。 

七、持續宣導在校不得使用手機，欲攜帶手機到校要完成申請，上課期間務

必關機，手機必頇離校方能使用。 

八、持續宣導「禮貌」的重要，請同學在校內外要落實個人禮節。 

九、請同學養成早睡早起的習慣，切勿熬夜聊天、打電玩或上網致上課遲到

或上課打瞌睡，影響學習成效！ 

 

衛生組 

一、感冒流行季節，請各班務必將教室所有門窗、氣窗打開，保持室內空氣

流通，有益身體健康。 

二、 校園落葉請務必以落葉袋集中再丟棄，勿直接掃入水溝及花圃，造成
蚊蟲孳生及排水不暢。 

三、請勿將便當廚餘倒在廁所垃圾桶，違者依校規處分。 

四、學校衛生紙為提供同學方便使用，請同學上廁所自備衛生紙，並且不要
破壞。 

五、同學請愛惜公物，不要破壞廁所或掃具，共同建立大家一個良好的校園。 

六、下星期一（12/21）起至 98年 1 月 19 日，中午辦理「桶餐」。相關注意
事項： 

（1）參加班級：707、801、803、804、902、905。 

（其餘班級因參加人數未達 10人，暫不辦理） 
（2）參與的同學頇自備碗筷。 

（3）各班自行派人領取、打菜、清理。 

（4）打菜時口罩各班自備。 
（5）午餐後請勿在洗手臺清洗餐具，以免造成洗手臺堵塞。 

（6）未參加同學，如有吃霸王餐者，依校規嚴懲。 

七、請同學養成良好衛生習慣，勿隨意亂丟垃圾，除增加校園髒亂外，亦增
加同學們打掃的負擔。 

 

體育組 

一、賀！本校籃球隊參加 98學年度國中籃球乙級聯賽臺北市預賽（12/9-14）

榮獲殿軍（第四名）。 

二、98學年度臺北市國中小聯合運動會訂於 99年 1 月 22-26日假臺北市立

田徑場舉行，適逢寒假期間，歡迎同學們踴躍前往觀賽（可敘獎或銷過，

辦法將另行公告）。 

三、12/21(一)下午第 6.7 節（14：05～15：50）舉行七、八年級拔河比賽，

詳細賽程時間已公佈於訓導處外面走廊。（另附如後） 



（七年級組） 
                                                                                                                      

                                      
                                                          （八）                       

15：30－15：40                                                                                            

                                                            

 （七） 

15：20－15：30                                                      

 

                           （五）                                                     （六） 

                   14：50－15：00                                    15：00－15：10 

 

（一）                      （二）                （三）                     （四） 

                                                                          

        14：10－14：20     14：20－14：30 14：30－14：40   14 : 40 – 14 : :50 
 

             1             2         3            4     5             6    7              8  
 

707                702        706          703    701              708    705                704        

 

 

 

（八年級組） 

   

 
                           (八) 15 : 30 – 15 : 40 

                                          
 (七) 15：20－15：30 

                                                     

           (五)                                                          (六) 

  14：50－15：00                                      15：00－15：10  

   

                 (一)                     (二)                              (三)                          (四)        
                                                                                          

      14：10－14：20  14：20－14：30       14 : 30 – 14 : 40        14：40－14：50 

           1                2       3               4            5                 6            7              8 
         808             807    804          803           806              801            802        805        

輔導室 
資料組 
一、九年級同學請注意：若尚有還沒核換的榮譽卡（舊版或新版）請於 12

月底前核換，始可加分至本學期的綜合表現分數，以利於「申請入學」

的申請條件計分。 
 

  



教務處 
設備組 
一、校內科展獲獎名單： 

編號 類別 作品名稱 組員 獎項 

B1 物理 
Mr.Battery

（電池先生） 
黃語柔、陳泊霖 特優 

D2 數學 
包”羅”萬象

→螺線 

許修瑋、曾啟軒 

朱敬庭 特優 

C5 化學 
氫氧燃料 

電池 
徐暄皓 優等 

D1 數學 
一路走到底 

千萬別回頭 
黃郁雯、林羿彣 

羅雅馨、陳陵 
佳作 

F3 應用科學 
不可思「憶」--探

討人類記憶的持久

性 

陳思穎、陳枚伶 佳作 

C6 化學 水果電池 
高睿鍚、陳逸軒 

李昱慶、蔣佳妤 
佳作 

B9 物理 滑翔翼 
劉亦珊、蘇俊翰 

李芳任、熊若晴 
佳作 

A2 生物 
Who is 麵包蟲？

環保小幫手 

的研究 

陳念廷、連文豪 

林祐緒、林志軒 
研究精神獎 

B8 物理 降落傘 
王曉桐、吳孟德 

劉紘銘 
研究精神獎 

C2 化學 
神祕的霧

你在那 

林秉學、許翰升 

鄭宇軒、李尚威 
研究精神獎 

F1 應用科學 「紙」有你

能搬 

黃筱芸、洪于涵 

葉凰玉、吳純慧 
研究精神獎 

F7 應用科學 
不繫安全帶

的下場 

蔡金樺、許雅淳 

楊宜寧、陳昱兆 
研究精神獎 

以下各組作品各得嘉獎乙次 
 『我是水達人』---劉馨鴻、陳俞璇、梁語宸、周明緯 

『植物氣孔觀察』---楊忠錡、林秉喆、李家碩、廖珮辰 

『水的凝固』---謝沐恩、朱敬慈、吳鎧成、葉翼慈 

『槓桿原理』---柯博允、胡維晟、王喬萱、費柏誠 

『威猛先生大進擊』---陳峻浩、劉晁瑋、陳冠勳、徐錫胤 

『紙飛機』---鄒禮駿、吳冠儀、張哲瑋、高辰伶 

『鹽之有理』---賴侑諄、王國安、謝字佑、簡彣學 

二、臺灣國際科學展覽會於 99年 2月 5日(五)下午 1時至 5時；2月 6日(六)
及 2 月 7 日(日)上午 9時至下午 5 時開放參觀國內外學生作品海報。對

科學有興趣的你，千萬要把握難得的學習機會，歡迎大家踴躍參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