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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導處 
榮譽榜 
校內 

第十週整潔          第一名：706 班 801 班 908班 

                  第二名：707班 806 班 909班 

                  第三名：702班 807 班 906班 

第十週秩序          第一名：705 班 806 班 908班 

                   第二名：702 班 804 班 909班 

                   第三名：704 班 808 班 907班 

 

訓育組 

一、本校第 53期校刊即日起開始收件，5/12截止收件，歡迎同學踴躍投稿。投稿請

洽訓導處訓育組。電子檔尤佳。內容以校園生活、畢業祝福、畢業感恩相關主題

為主，題材為漫畫、散文、詵歌等均可（散文 500字以內、詵歌字數不拘），作

品標明班級、座號、姓名。 

二、生活知識大考驗訂於 5/19下午舉行，題庫及比賽辦法公告於本校網頁，各組候

選人可收到題庫紙本乙份。第一名組別獎金 500元，每人嘉獎乙次；第二名組別

獎金 300元，每人榮譽卡 15張；第三名組別獎金 200元，每人榮譽卡 10張；未

獲獎班隊參賽成績達 70分以上者每人榮譽卡 5張。 

三、七年級校外教學訂於 5/21假六福村舉行，繳費單將於下週發放，請同學收到繳

費單後依指定日期繳費。不加保險每人 660元整，加保每人 690元整。有小過以

上紀錄同學，請家長陪同始得參加。改過銷過中同學，請於 5/18前銷過完畢始

得參加！ 

四、5/10（一）朝會時間實施七、八年級防災演練，九年級不參加。 

五、5月份的班聯會改至 5/12（三）中午 12：35在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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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德目：勤學 

週報請貼聯絡簿 



生教組 
一、99/5/4 新聞報導（部分節錄）：請同學抽菸 國中生被罰 5000元 

更新日期:2010/05/04 04:11  
〔記者林相美、王昶閔／台北報導〕台北市三名國中生抽菸遭檢舉，其中一人承認

供菸給同學，台北市衛生局以違反菸害防制法「任何人不得供應菸品給青少年」，罰

他五千元。這是北市針對同學間給菸開罰首例，國健局也說前所未見。衛生局健康

管理處處長游麗惠解釋，菸害防制法第十三條規定，任何人不得供應菸品給青少年，

違者可處一萬元至五萬元罰款；「任何人」包括販賣菸品場所的業者及從業人員、家

人、親友、同儕。而「供應」不僅指販賣，只要提供香菸給青少年，均已違法。游

麗惠強調，三名國中生在學校等禁菸場所抽菸，除處兩千元罰款，同時還要接受戒

菸教育。至於供菸的國中生，法令規定罰一萬元，但根據行政裁罰標準，十四至十

八歲青少年可予以減輕，因此加處五千元罰款，據此，供菸國中生共罰七千元。據

了解，他也遭到學校記過處分。 

二、「菸害防制法」宣導： 

（一）菸害防制法第 12條：未滿 18歲者，不得吸菸。違者應接受戒菸教育，無正

當理由未依通知接受戒菸教育者，處 2000元至 1萬元罰鍰，並按次連續處罰；

行為人未滿 18歲且未結婚者，處罰其父母或監護人。 

（二）菸害防制法第 13條：任何人不得供應菸品予未滿 18歲者。違者可處 1萬元

以上 5萬元以下罰鍰。 

（三）菸害防制法第 15條：高中職以下學校、醫療機構…各主管機關公告指定場所，

全面禁止吸菸。違者可處 2000元至 1萬元罰鍰。 （記者林相美） 

三、 教育局來文宣導：學生遇有緊急危難時，即使手機無 SIM卡仍可撥 112、110及

119緊急救難專線求救。 

四、女生著夏季制服時，請將頭髮綁起。 

五、即日起，進出校門可不必穿外套，但建議同學仍應攜帶，因早晚天氣較涼，氣

候仍不穩定。 

 

衛生組 
一、請全面做好預防登革熱的準備工作。檢查、清除學校教室、辦公室、外掃區裡

裡外外所有可能會積水的地方(或容器)，包括： 

（一）廢輪胎(把積水倒掉後，回收) 

（二）花瓶、花盆底盤(廁所外的花圃也要注意積水情形) 

（三）未加蓋水桶、鐵桶、垃圾桶(露天外掃區的垃圾桶均應加蓋；水桶、鐵桶勿放

於會淋到雨的地方，若必頇擺放時請倒扣；冷氣水應每天清倒)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100504/78/?


（四）廢棄水桶、鐵桶(完整的交至訓導處，破損的請回收) 

（五）瓶子、鐵罐、堆積的雜物、大落葉 

（六）飲水機水盤 

（七）拖把的滴水盤(每天清倒) 

（八）水槽、洗手台(有積水馬上清理) 

（九）拖把(特別注意：沒有懸空夾好，也會孳生蚊蠅哦！) 

（十）水溝(可以灑食鹽或肥皂粉) 

 

教務處 
教學組 
一、98學年度語文競賽得獎學生，請於 99.05.10（一）上午 07：45於五育台旁集

合完畢，將於朝會頒獎。 

二、99.05.11（二）、05.12（三）9年級第 6 次複習考（文揚版）；99.05.18（二）、

05.19（三）7、8年級第 2次定期評量，請全校同學遵守各項考詴規定，違規者

將予以嚴懲。 

三、99.05.22（六）、99.05.23（日）9年級同學於臺北市立成淵高中實施 99年國中

第 1次基本學力測驗，請同學注意以下事項： 

（一）測驗時考生必頇攜帶准考證準時入場，對號入座。准考證頇妥為保存，如有

毀損或遺失，考生應於測驗當日攜帶與報名時同式相片和身分證件，向考場

辦公室申請補發。 

（二）每節測驗說明時間不可翻閱詴題本，測驗說明開始後即不准再離場。若強行

離場、不服糾正者，該科測驗不予計分。 

（三）每節測驗正式開始後 15分鐘起，遲到者不得入場。若強行入場，該科測驗不

予計分。 

（四）每節測驗正式開始後 30分鐘內，考生不得提早離場。若強行離場，不服糾正

者，該科測驗不予計分。 

（五）文具自備，必要時可用透明墊板，不得有圖形、文字印刷於其上，其他非應

詴用品請勿攜入詴場，且不得在場內向他人借用。 

（六）考生應詴時不得飲食、抽煙、嚼食口香糖等。若因生病等特殊原因，迫切需

要在測驗中飲水或服用藥物時，頇於測驗前持相關證明經監詴委員同意後，

在監詴委員協助下飲用或服用。 

（七）嚴禁談話、左顧右盼等行為。詴場內取得或提供他人答案作弊事實明確者，

或相互作弊事實明確者，該科測驗不予計分。 



（八）5科答案卡或寫作測驗答案卷上不得書寫姓名座號，也不得作任何標記。 

故意汙損答案卡或答案卷、損壞詴題本，或在答案卡、答案卷上、寫作內容 

中顯示自己身分者，該科測驗不予計分。 

（九）測驗完畢後必頇將答案卡或答案卷和詴題本一併送交監詴委員，經監詴委 

員確認無誤，然後離場。攜出答案卡、答案卷或詴題本經查證屬實者，該 

科測驗不予計分。 

（十）非應詴用品如教科書、參考書，或補習班文宣品等，以及電子辭典、計算機、

行動電話、呼叫器、收音機、鬧鐘，及 MP3、MP4等多媒體播放器材，一律不

准攜入詴場。若不慎攜入詴場，頇放置於詴場前後方地板上，不得隨身放置；

電子產品頇先關機或拔掉電池。若隨身放置而經監詴人員發現者，國文、數

學、英語、社會、或自然 5科扣該科測驗分數 6分，寫作測驗扣 1級分。 

（十一）考生可攜帶三角板、直尺、圓規；但不得攜帶量角器或附量角器功能之文

具。 

（十二）國文、數學、英語、社會和自然 5科測驗答案卡頇用黑色 2B鉛筆劃記，修

正時頇用橡皮擦將原劃記擦拭乾淨，不得使用修正液（帶），答案卡如有

劃記不明顯或汙損等情事，致電腦無法辨認者，其責任自負，不得提出異

議。 

（十三）寫作測驗作答時，務必使用黑色墨水的筆，不得使用鉛筆。更正時，可以

使用修正液（帶）。如有書寫不清或汙損等情事，致電腦掃描後無法清晰

呈現作答結果者，其責任由考生自負，不得提出異議。 

（十四）寫作測驗作答時，不得使用詵歌體。若考生以詵歌體作答，該科測驗不予

計分。 

（十五）如遇警報、地震，應遵照監詴委員指示，迅速疏散避難。 

（十六）測驗結束鐘（鈴）響起，監詴委員宣布本節測驗結束，不論答畢與否應即

停止作答，交卡（卷）離場。交卡（卷）後強行修改者，該科測驗不予計

分。逾時作答，不聽制止者，該科測驗不予計分；經制止後停止者，如為

國文、英語、數學、社會、或自然 5 科，扣該科測驗分數 6 分；如為寫作

測驗，扣 1級分。 

（十七）有關違反測驗規則處理方式，悉遵照「99年國民中學學生基本學力測驗違

反詴場規則處理方式一覽表」辦理。 

四、考詴當日的服裝： 

5月 22日請務必穿著 38校慶紀 T校服(淺藍色)。 

5月 23日請務必穿著忠孝運動服。 



五、測驗時間 

日期 

科目 

時間 

5月 22日 

(週六) 

5月 23日 

(週日) 

08：40～08：50 測驗說明 測驗說明 

08：50～10：00 英 語 數 學 

10：00～10：50 休 息 休 息 

10：50～11：00 測驗說明 測驗說明 

11：00～12：10 自 然 社 會 

14：00～14：10 測驗說明 

 

14：10～15：20 國 文 

15：20～16：10 休 息 

16：10～16：20 測驗說明 

16：20～17：10 寫作測驗 

六、 若有任何疑問請參考 

國民中學基本學力測驗推動工作委員會網址：

http://www.bctest.ntnu.edu.tw/ 

全國詴務委員會網址：http：//99bctest.tyhs.edu.tw/ 
 

註冊組 
一、9年級同學若有意購買『基北區 99學年度高中高職體育班暨運動績優生甄

選入學簡章(含報名表、報名資料袋) 』，請於 5/10(一)備費用(每份 70元)至註冊組

登記預購。 

二、 

http://www.bctest.ntnu.edu.tw/


設備組 
一、臺北市天文館辦理的「99暑假天文營系列活動」，針對國中學生特別舉辦 3天

的研習課程，另外還有精采的 4天 3夜「墾丁野外觀測天文營」。想有個充實

暑假的你，千萬不要錯過！詳細活動時間及報名辦法可上天文教育館網站/熱門

活動查詢。 

二、 國立教育資料館實施的「閱讀及點活動--悅讀 99樂學習」活動持續進行中，5

月份起規劃了 26場演講活動，以多元文化、生命教育為主軸；更有你喜愛的

手藝創作 DIY等學習活動，不妨利用假日課餘時間到國立教育資料館走走看

看，順便集點 A好康！相關資訊至教育資料館網站/最新消息/閱讀集點專區查

詢。 

三、 臺北市 43屆中小學科學展覽會各組作品於 5/9~5/11開放展覽，地點在北市敦

化國中。其中本校參展作品是數學組的‘包『螺』萬象’，作者為 909許修瑋

及 907朱敬庭，指導老師為李梅滿老師，歡迎同學踴躍前往參觀學習。 

 
書香閣 
一、公布 4月份閱冠王為 801林栩賢、704黃語柔、702陳玨成、707黃沛忻、805蔡

金樺、708謝奇軒、705余孟晟、803張書瑋、808洪若甄、707張語筑。得獎同學

請帶榮譽卡至書香閣認證核章 5格。 

二、圖書借閱排行榜前十名為＜＜少年陰陽師＞＞套書、＜＜波西傑克森＞＞套書、

＜＜龍紋身的女孩＞＞、＜＜一公升的眼淚＞＞、＜＜捉弄比欺負恐怖 100倍＞

＞、＜＜讓我作你的耳朵＞＞、＜＜碧血劍＞＞、＜＜笑傲江湖＞＞、＜＜三國

演義＞＞、＜＜等愛的天使＞＞。 

 

輔導室 
輔導組 
本學期第二場親職講座來囉~~ 

講座日期: 99.05.07(五) 

講座時間: 19:00~21:00 
講座地點: 本校至善樓三樓多功能教室 
講座主題：多元入學管道宣導 

主講人：本校教務處 

歡迎校內外家長踴躍參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