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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譽榜  
賀！本校參加 2009年法治教育向下紮根「四大主題 3分鐘創意短片」徵選活動榮獲參

加學校獎第一名！ 

賀！本校 808王湘芸、林孝懌、吳宗軒、連偉廷、詹依琳參加 2009年法治教育向下紮

根「四大主題 3分鐘創意短片」徵選活動榮獲優選！ 

賀！本校 802許修瑜、李宜靜、蔡欣辰、曾羿寧、吳知諺、李孟軒、鄭毓馨、楊育綺

參加 2009年法治教育向下紮根「四大主題 3分鐘創意短片」徵選活動榮獲甲等！ 

賀！本校 805許雅淳、黃暐杭、陳韋達、郭先峻、陳昱兆、陳彥宏參加 2009年法治教

育向下紮根「四大主題 3分鐘創意短片」徵選活動榮獲佳作！ 

賀！本校 806陳佳佑、林琮哲、林昱羽、吳育居參加 2009年法治教育向下紮根「四大

主題 3分鐘創意短片」徵選活動榮獲佳作！ 

賀！本校 806程鼎龍、張晉嘉、柯祖皓、邱中天參加 2009年法治教育向下紮根「四大

主題 3分鐘創意短片」徵選活動榮獲佳作！ 

賀！本校 803金怡儒、楊惠琪、王喬萱、洪少彤參加 2009年法治教育向下紮根「四大

主題 3分鐘創意短片」徵選活動榮獲佳作！ 

賀！本校 801林栩賢、陳怡君、李姿瑩、陳儷文、洪偉慈參加 2009年法治教育向下紮

根「四大主題 3分鐘創意短片」徵選活動榮獲佳作！ 

賀！本校 807邱佩融、余冠霆、盧致榕、陳映羽、王俐婷、呂旻璇、鄔義弘、黃冠萍、

陳怡均參加 2009年法治教育向下紮根「四大主題 3分鐘創意短片」徵選活動榮獲

佳作！ 

訓導處 
訓育組 
一、本校第 53期校刊即日起開始收件，歡迎同學踴躍投稿。投稿請洽訓導處訓育組。  

二、八年級校外教學訂於 4/30舉行，地點為六福村主題園區。家長同意書已於 4/2 

發放，每人不含保險費 660元，同學可視個人意願選擇是否加保，保險費 30元 

另計，加保後總計 690元整。繳費單於確認參加名單後發放請同學依指定日期繳

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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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教組 
一、上課鐘聲響後，請同學儘速離開合作社，且不准再進去。 

二、女生著夏季制服時，請將頭髮綁起。 

三、校園內外如發現可疑人、事、物或閒雜人等，請立即向任何師長報告。 

四、同學請假後，到校上課日起算 3日內須完成銷假手續，逾時不候。 

五、同學上放學途中，如遇騷擾，請將其特徵、車牌記下，至生教組報告。 

六、各班上課時，如無陽光射入教室內，一律須將窗簾上拉。 

 

體育組 

一、98學年度教育杯民俗體育活動即日起報名至 4/28(三)，相關訊息請至訓導處體 

育組洽詢。 

二、99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 4/23(五)於台東各場館開始舉行各項競賽，本校有五位

同學代表臺北市參加比賽。 

 
衛生組 

一、持續要求各班落實打掃工作，請同學把握每日兩次打掃時間，確實做好環境整理

工作，營造清潔乾淨的學習空間。 

二、目前校園各廁所均由七年級同學完成情境布置，請同學一起來共同維護，另外，

尚需加強的班級，請於第二次定評前參考表現良好的廁所完成應有之補強。 

 

 

教務處 
教學組 
一、99.04.29（四）-99.04.30（五）9年級第 2次定期評量； 

99.05.18（二）-99.5.19（三）7、8年級第 2次定期評量。 

*請同學遵守以下規定 

（1）考試開始起 20分鐘內不可趴睡 

（2）桌上禁止放空白紙張、計算紙、早餐、飲料、保特瓶、整包面紙………等，文

具以外之物品一律禁止。 

（3）個人書包統一放置教室前、後方，請擺放整齊。 

（4）手機、MP3、MP4、計算機、相機、攝影機……等電子器材一律禁止攜帶。 

（5）請依座號依序就座，抽屜口朝向黑板。 

（6）考試科目若為畫卡時，請使用 2B鉛筆作答。 

（7）定期評量下午依正常課表上課 

二、99.04.29（四）-99.04.30（五）9年級第 2次定期評量（1）晚自習正常實施（2）

第 8節課輔留班自習。 

三、99.05.11（二）-99.05.12（三）9年級第 6次複習考。 

 



註冊組 
一、『基北區 99學年度高中高職聯合申請入學』志願選填宣導—公私立高中社區生篇 

下列公私立高中職招收社區生，且社區生範圍包含畢業於大同區轄內各國中。 

 
校名 

社區生 

名額 
基測分數 寫作門檻 在校成績 

班級或社

團幹部 
特別條件 

公 

立 

高 

中 

臺北市立大安高級工業職

業學校 
13 

350分以上 

數、英達 50 
三級分 不設門檻 不要求 加分條件 

臺北市立明倫高級中學 105 372分以上 不設門檻 
藝健綜75以

上 
不要求 

至少符合一項

(詳如簡章) 

臺北市立成淵高級中學 46 376分以上 四級分 藝綜80以上 不要求 非必備條件 

臺北市立陽明高級中學 58 367分以上 四級分 
藝健綜80以

上 
不要求 加分條件 

臺北市立百齡高級中學 10 370分以上 四級分 
藝健綜75以

上 

不要求，

僅作為加

分使用 

不要求，僅做為

加分使用 

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 154 352分以上 四級分 
藝健綜80以

上 

曾任社團

或班級幹

部或任一

科小老師

1 學期以

上 

不要求，有則加

分 

臺北市立中正高級中學 119 376分以上 三級分 不設門檻 備一即可 不設門檻 

私 

立 

高 

中 

臺北市私立中興高級中學 63 275分以上 二級分 
藝健綜70以

上 
不要求 加分條件 

臺北市私立大同高級中學 90 325分以上 三級分 不設門檻 不要求 

不要求，檢附證

明文件得以加

分 

臺北市私立中興高級中學

進修學校 
47 150分以上 二級分 

藝健綜60以

上 
不要求 不要求 

臺北市私立靜修女子高級

中學(普通高中) 
52 320分以上 四級分 不設門檻 不要求 非必要條件 

臺北市私立靜修女子高級

中學(綜合高中) 
27 300分以上 四級分 不設門檻 不要求 非必要條件 

臺北市私立泰北高級中學 89 200分以上 不設門檻 不設門檻 不要求 加分條件 

臺北市私立衛理女子高級

中學 
10 350分以上 四級分 不設門檻 不要求 不要求 

臺北市私立十信高級中學 20 120分以上 不設門檻 不設門檻 不要求 加分條件 

臺北市私立惇敘高級工商

職業學校 
18 150分以上 不設門檻 

藝健綜65以

上 
不要求 加分條件 

※註冊組出於善意進行申請入學簡章整理，但此為簡要資料，請家長與同學仍需詳閱

簡章。尤其是社團或學生幹部及特別條件各校規定皆不同，請務必仔細查閱，以免遺



漏加分項目資料準備。 

 各高中高職於 99年 6月 15日(星期二)下午 4時前，在招生學校網頁及校門口榜示

公告錄取名單(准考證號碼及考生姓名)。同學也可至網站查詢各高中高職錄取名

單。網址：http://adm99.tp.edu.tw 

二、『財團法人章亞若教育基金會 98學年度第 1學期單親清寒學生獎學金』 

(一)目的：為嘉勉並協助單親家庭之品學兼優、經濟困難子弟，特設立本獎學金。 

(二)主辦單位：財團法人章亞若教育基金會 

(三)名額：國中 10名 

(四)金額：國中生每名參仟元 

(五)申請時間：即日起至 99年 4月 29 日 15時前繳至教務處註冊組，以利集體送件。 

(六)申請資格：同時具備下列四項資格者 

1.凡就讀前述各級學校，上一學期之智育成績達到八十分以上，德育成績達到八十分

以上或甲等者。 

2.申請者家庭持有政府社會局或民政單位核發之低收入卡或證明，或由具公信力之社

會公益團體、學校、里辦公室推薦，且有具體事實證明家中經濟困難者。 

3.持有戶政機關或其他具公信力之機構開立之單親家庭證明者。 

4.設籍臺北市。 

(七)申請所需文件： 

1.獎助學金申請表（請向教務處索取）。 

2.學校核發之前一學期成績證明正本乙份。 

3.低收入戶卡影本乙份，或其他具公信力之公益團體、學校、里辦公室出具之家庭因

難證明或推薦函。 

4.全戶戶籍謄本乙份。 

設備組 
一、為提供具科學潛能的優秀學生對科學有進行深入研究及發展之機會，本校將推   

派 4位同學參加國際國中科學奧林匹亞競賽初選，詳細辦法及報名表已公告於各

班，或可上忠孝國中網站下載。歡迎有興趣的同學於 5/10前至設備組報名。 

二、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科學教育中心於 5月 16日(日)假師大公館校區舉辦「中小學天

文觀測體驗營」，報名日期為即日起至 5月 3日止，活動採網路報名，詳細活動

資訊請參閱網址  http://www.sec.ntnu.edu.tw ，對天文有興趣的同學，千萬不

要錯過！ 

 

輔導室 
資料組 
一、99年「高中高職網路博覽會」相關訊息，請九年級同學注意： 

   展出時間：4/20-8/31    網址：http://expo.tp.edu.tw  

   主題：大開學涯博視窗，同遊多元資訊網 

http://adm99.tp.edu.tw/


   內容：以「多元、適性、學習」為主軸，呈現台北市各高中職辦學理念及特色，匯

集升學資訊，以作為升學選擇的參考。 

   請多加運用～ 

二、輔導室外面有三個書架，展列了許多升學相關資料，含各校簡介（以私立學校為

主）及各校升學管道，歡迎同學利用下課時間前往參閱、索取！ 

三、4/26（一）舉辦「生涯圓夢」藝人講唱會，與財團法人勵友中心合作，邀請到華

納公司的 Nick到校與同學分享其生命故事，請七、八年級同學熱情參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