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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導處 
榮譽榜 
校內 

第 14 週整潔      第一名：707班 801班 

              第二名：702班 806 班 

              第三名：705班 803 班 

第 14 週秩序      第一名：707班 801班 

              第二名：706班 802 班 

              第三名：702班 806 班 

整潔暨秩序榮譽班：801 

 

訓育組 
一、多元成果展需利用午休練習之社團，由社長統一至訓育組登記。練習時間，週二

～週五午休。地點活動中心。 

二、更正畢業典禮時間：上午 8：30～10：30。九年級畢業生於畢典結束後統一回班

上由導師發放畢業證書後放學，七.八年級預定統一放學時間為 10:50。 

三、本學期多元社團訂於 6/14週會進行成果發表，表演社團計有魔術社、啦啦舞社、

熱舞社、戲劇社、跆拳道社、吉他社、空手道社，其餘社團進行靜態展示，靜態

展示社團請於 6/14當天繳交社團作品或海報。 

四、六月份班代表會議訂於 6/8中午 12：35於會議室舉行，請各班代表蒐整各班意

見於會議中提出。 

五、九年級畢業班市長獎獲獎人請注意！請於 6/13〈日〉上午 9：10前偕同家長至

大安高工接受市長表揚。邀請函、觀禮證及識別證請記得攜帶！ 

六、各校暑期夏令營活動已陸續函到本校，請有興趣的同學到訓育組洽詢。 

七、6/17（四）上午辦理七.八年級聯絡簿抽檢，每週落實張貼週報者將予以敘獎，

請同學把握機會。 

發行刊號：990604 

發行者：忠孝國中訓導處 

編輯&美編：訓育組長鄭載德 

幹事張尹喬 

 

中心德目：休閒 

週報請貼聯絡簿 



生教組 

一、訓導處每週均會發給各班「班級缺席明細表」，請各位同學詳閱個人之曠缺課記

錄後簽名繳回，簽名後即表示記錄無誤，有疑問者請勿簽名並立即至生教組處理。 
二、下週（5/7～5/11），8年級同學將實施法律常識會考，及格成績為 80分，題庫

已公布在學校首頁「行政公告」上，請同學上網瀏覽預習。敘獎標準如下：80

以上 5張榮譽卡、90分以上 10張榮譽卡、100分嘉獎 1次。 

三、週一全校服儀檢查初檢不合格的同學，請同學利用假日整理，下週一至生教組複

檢。另有少數同學有破壞書包或將書包刻意反過來使用等情況，請同學自愛，儘

速依規定處理。 

四、九年級應屆畢業生參加畢業典禮時須著制服且服儀整齊，同學請預先準備，以簡

樸端莊為原則。 

五、同學請假，必須由父母親或其代理人打電話到校，如果假借父母名義請假，被查

獲後將依校規嚴懲。 

 

 

體育組 
一、七年級有興趣參加籃球隊暑訓的同學請利用下課時間到體育組報名！ 

 

衛生組 
一、預防登革熱，請加強積水容器的清理！，以確保師生健康，避免讓衛生署開立罰        

單（最高重罰 15000）。 
二、為避免傳染病擴散：上課時，教室門窗請打開，保持空氣流通；並養成良好個人   

衛生習慣、健康飲食、適度運動。 

三、請同學確實做好資源回收垃圾分類，勿隨手亂丟寶特瓶、塑膠袋不回收，到回收  

室一定要依標示做好分類回收，如無人在回收室內請勿自行進入。 

四、99年 6月 9日下午第 7節，進行大掃除，請順便將班上破損掃具送至回收室分類

回收。書籍則請用塑膠繩捆好之後再送到回收室。 

 
 
 
 
 



健康中心 
校園急性結膜炎（紅眼症）疫情升溫，請大家注意個人衛生。行政院衛生署疾

病管制局確認 3起校園急性結膜炎（紅眼症）群聚事件，結果皆為腸病毒感染。紅

眼症可由多種濾過性病毒引起，主要透過接觸病人的眼睛分泌物傳播，潛伏期一般

為 12至 48小時，病程約 4-6天，傳染力極強。主要症狀為眼睛刺痛、灼熱、怕光、

易流淚、有異物感、眼睛產生大量黏性分泌物，嚴重時會有眼瞼顯著腫脹、結膜下

水腫或出血。若出現上述症狀應盡速就醫，按照醫生處方用藥且盡量在家中休息，

注意處理眼睛分泌物，勤用肥皂洗手，並避免出入游泳池等公共場所。 

個人需做好自我保護措施，注意雙手清潔，確實按照「濕、搓、沖、捧、擦」

五步驟洗手；不要用手揉眼睛，必要時用乾淨毛巾、小棉棒或衛生紙擦拭。相關疫

情或防疫措施，可參閱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網頁 http://www.cdc.gov.tw，或撥

打民眾疫情通報及諮詢專線 1922洽詢。 

 

教務處  
書香閣 
一、七、八年級班級書庫評鑑結果出爐囉!!請掌聲鼓勵~~ 

七年級第一名：707班、第二名：706班、第三名：701班 

八年級第一名：801班、第二名：808班、第三名：806班 

二、公布五月份閱冠王為 801林栩賢、702陳玨成、701林峰如、701江婕妤、807

盧致榕、807李頤亭、905王柏凱、904林孟緯、803張書瑋、805柳乃云。得獎

同學請帶榮譽卡至書香閣認證核章 5格。  

三、圖書借閱排行榜前十名為＜＜少年陰陽師＞＞、＜＜波西傑克森＞＞、＜＜找

死專賣店＞＞、＜＜鹿鼎記＞＞、＜＜星願奇蹟＞＞、＜＜偷書鬼＞＞套書、＜

＜龍紋身的女孩＞＞、＜＜三國演義＞＞、＜＜天龍八部＞＞、＜＜叫我星星女

孩＞＞。 

 

 

 

 

 

 

 



臺北市立忠孝國中第38屆畢業班受獎名單 

 

※風雨無阻獎目前有機會獲獎名單已公告至各班確認，並持續統計中，確定

名單於畢業典禮當日公告！ 

 

 901 902 903 904 905 906 907 908 909 

市長獎 蘇鈺翔 鍾承庭 曾啟軒 賴奕融 辛佩倫 陳璽安 朱敬庭 邱森森 徐楚雲 

傑出市長獎 901吳峻維、909 陳晏誼、909許修瑋 

議長獎 盧羿瑄 吳尚祐 王冠云 侯佑玟 詹育瑋 廖芃慈 陳思憫 陸璟璘 洪若寧 

局長獎 陳俞均 陳煜閔 陳力瑋 謝采芸 王燕婷 余孟哲 白蕙瑜 謝宜君 李幸樺 

區長獎 吳總進 林書聿 胡晏綾 蕭凱文 蘇亦敏 陳冠維 潘冠吾 吳榮文 賴民阡 

校長獎 吳文友 張睿倢 王昱婷 梁寧方 林彥志 葉智傑 黃奇政 李尚杰 吳柔穎 

家長會長獎 許秋燕 張恩婧 駱昱岑 田家瑋 蔡宜霖 洪婕瀠 陳奕軒 范雯婷 吳治輝 

教師會長獎 林祐瑄 謝昇恩 蕭勝文 林孟緯 李宜蔚 陳雅雯 張琍婷 陳天地 梁祐銓 

最佳德行獎 鄭雅文 周律妏 李佩諭 李采妮 何政緯 張植鈞 李彥融 鄭媛心 王雍理 

古道熱腸獎 
楊椀喬 張偉傑 李宇恩 陳冠融 張祐翎 歐儕成 陳柏豪 沈靜妤 沈鋐槐 

高崇文 林宜蓁 趙沛誼 林書維 林璟廷 李學浩 陳融 王鶴靜 朱俊憲 

樂在學習獎 
莊筑珺 鍾欣妤 蔡宜庭 鍾宜惠 曾詩惠 郭聿書 陳盈如 吳依霖 黃介正 

陳子榆 曾偉銘 劉冠麟 張綺芸 徐浩軒 劉嘉蕙 廖子睿 郭覲 林芊彤 

多才多藝獎 
鄭力瑋 陳琮崴 黃鈺涵 陳亭雅 張文瑋 張子玲 蔡軒皓 林學璋 陳冠文 

林長昇 張豐凱 廖君偉 翁祥如 蔡宗佑 葉昕宜 洪培元 何冠群 潘姿吟 

     吳定學     

最佳人氣獎 
鍾汶育 楊繼勝 李奇軒 張家銘 彭韻如 林欣樺 林尹文 羅友宏 葉家宏 

王子毓 吳孟憲 柯瀚翔 呂沅育 簡健宇 吳曜丞 江秉洋 張育瑄 周承翰 

敬師愛友獎 
陳煜仁 黃于庭 林芳任 陳玟伶 陳昱仁 呂柔萱 昌柔妤 蘇倢瑩 莊子儀 

鄭心華 王尉綸 王芷羚 劉啟權 黃而旭 簡伶倢 蔡臣雅 黃瑜婷 張冀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