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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導處 

榮譽榜 

第 10週整潔 第一名 701班 802班 901班  第 10週秩序第一名 701班 807班 902班 

           第二名 708班 806班 905班             第二名 704班 802班 901班 

           第三名 707班 807班 902班             第三名 702班 808班 908班 

 

訓育組 
一、教育部慶祝建國一百年旗鑑活動「老師，您好！」舞台劇免費索票，意者請於

4/27(三)17:00前向訓育組登記，歡迎師生踴躍索票，相關場次訊息請參閱活動網

站 http://teacher.ntua.edu.tw。 
二、4/30（六）臺北市敦化獅子會舉辦「第卅五屆敦化盃臺北市國中小學生寫生比賽」，

活動為免費性質。地點：二二八和帄紀念公園，時間：AM9：00-11：30。歡迎同

學踴躍參加！請於 4/25（一）12：35前至訓育組報名填寫資料統一報名。 

三、4/18（一）多元學習 SNG—本週巧藝社學習「馬賽克彩色磚塊拼貼」，同學學習相

當認真，充分發揮設計潛力！ 

 

生教組 

一、5/2（一）生教組將舉辦七年級「全民國防探索教育」活動，內容包含攀岩及漆彈 

活動，請有興趣的同學親至生教組洽詢，名額有限，額滿為止。 
二、雖已開放穿短袖上衣，但天候依舊不穩定，如有個人需求請穿著學校長袖衣物及

外套，嚴禁穿著便服，並請隨時注意天氣預報，掌握天氣概況。 

三、聽到鐘聲即應快步進入教室，上外堂課的班級需將門窗鎖好，負責同學盡速將班

級帶往指定地點，行進間切勿交談嬉戲，影響他班上課權益，以上均將列為秩序

比賽成績依據。 

四、重申學校規定：高年級同學不得前往低年級教室串班，以避免不必要之爭端；同

學有喝水、上廁所等需求請利用下課時間辦理，避免上課時間離開教室或隨意走

動，影響學習，另外，重申上課不得趴睡，請同學留意作息保持最佳學習狀態。 

五、法治教育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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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罰 
偽造文書 

什麼是偽造文書 

文書乃意思表示之紀錄證明，通常為書面之證明文件，故偽造名義人之意思

表示而做成虛偽之文書證明，且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即成立「偽造

文書罪」。偽造之定義包含了重新製作以及部分變造等情形，凡製作文書人

欠缺製作權限或合法代理權，不論為重新製作文書或僅為部份變更，均成立

本條所論處之罪責。 

偽造私文書刑責 

規定於刑法 210條規定「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

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私文書即為一般人使用之證明文件，例如保險公司

業務員偽造客戶之簽名而購買多張保單。 

偽造公文書刑責 

刑法 211 條規定:「偽造、變造公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一年

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公文書為政府機關製作使用之文書證明，例如某

甲偽造某乙之土地權狀，由於土地所有權狀為地政機關所製作，因此某甲所

觸犯者即為刑法 211條之「偽造公文書罪」，偽造公文書之刑責比偽造私文

書之刑責較重。 

 

體育組 

一、100學年度高中職體育班免試入學（免基測）、基北區 100學年度高中高職體育班 

       甄選入學招生訊習，詳情可上忠孝國中升學資訊查詢。 

二、八年級班際 3VS3球賽賽程已公佈在訓導處門口，請同學自行前往查閱。 

   

教務處 

教學組 
一、請同學注意【定期評量】除非必要，不要請假！【定期評量】當日若有不可抗拒 

    的原因必須依請假規定請假，在請假原因結束回到學校後<嚴禁回到教室，需立 

    刻至教務處申請補考>，請注意以下事項： 

（一）凡經發現申請補考當天曾有返回教室者，為考慮公帄性，將喪失申請補考資格， 

      請同學特別注意! 

（二）返校當日請於 7:30至教務處申請補考，事假部分請先備妥假單（家長簽名、 

      導師簽名）病假部分以考試當天有電話請假並持看病收據作為申請補考依據。     

（三）補考後依本校請假規定到訓導處辦理請假手續，完成請假手續後，攜帶已核准 

      的假單到註冊組以利成績計算，未完成請假手續者，視同缺考成績以 0 分計算。 

二、9年級定期評量【04/28（四）、04/29（五）】當日第 8節課輔及晚自習暫停 1 次， 

    7、8年級第 8 節課輔正常上課。 

三、99學年度語文競賽成績公佈： 

（一）英語朗讀-第 1名 70302施玥而、第 2名 70407張靖瀅、第 3名 70128林衍辰 

（二）英語演說-第 1名 80206林晏安、第 2名 80539羅凱齡、第 3名 80124吳仲升 

（三）客家語演說-第 1名 80712 張芊惠、第 2名 80306 林羿彣 



（四）寫字(書法)-7年級第 1名 705周玠慈、第 2名 708吳胤帄、第 3名 706陳顗方 

                -8年級第 1名 808蘇芳萱、第 2名 807高辰翔、第 3名 801江婕妤 

註冊組 

※『北北基高中職 100學年度聯合申請入學』招生條件一覽表 

(北北基聯測門檻 380以上篇） 

 

設備組 

※2011國際國中科學奧林匹亞競賽即將展開初選，歡迎有興趣的同學至校網/行政公 

   告下載本校推薦辦法，並於 5/2（一）前填妥報名表交至設備組。 

 

書香閣 

一、本週開始，書香閣新闢「好讀周報有獎徵答信箱」活動辦法： 

（一）每星期一從當週的好讀周報中，出一題題目公布於書香閣。 

（二）同學索取好讀周報答案紙，填寫後將其投擲至信箱內。 

（三）截止時間為每週五下午 5：00，逾時不候。 

（四）得獎名單將於次週一中午前公布，得獎同學持榮譽卡至服務臺核章 1格。 

學校名稱 

招生名額 
北北基聯測 

門檻 
在校學習成績表現 社團或學生幹部 特別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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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 

板橋高中 
144 142 380 8    �     ●參簡章 

臺北市立 

中崙高中 
48 22 380 8    �   �  ●參簡章 

臺北市立 

松山高中 
240  380 8 80      �  ●參簡章 

臺北市立 

和帄高中 
58 20 380 8 75  75    ��  ●參簡章 

臺北市立 

中山女中 
282  380 8    �� �    ●參簡章 

臺北市立 

大同高中 
120  380 8    �� ��    ●參簡章 

臺北市立 

建國高中 
452  380 8    ��  �   ●參簡章 

臺北市立 

成功高中 
284  380 8    �     ●參簡章 

臺北市立 

第一女中 
385  380 8    ��  ��   ●參簡章 

國立 

政大附中 
37  380 8    �� ��    ●參簡章 

臺北市立 

內湖高中 
277  380 8 80 80 80    �  ●參簡章 

臺北市立 

麗山高中 
49 41 380     �� �    ●參簡章 



二、本週的題目是： 

  這幅油畫（見下圖）於 1889年為羅馬尼亞藝術家亞歷所繪，是與真實火車一般大小

（長 20公尺，高 4.5公尺）的蒸氣火車油畫。這幅油畫將於羅馬尼亞首都拍賣，請問 

  羅馬尼亞的首都為何？同學你知道答案了嗎？趕快提筆得獎卡囉！ 

（摘自好讀周報 4月 18日） 

輔導室 

資料組 
 ※本學期第三場親職講座來囉~~ 
一、面對各式各樣幾乎年年更改的入學管道，您是否感到迷惘？您是否備感壓力？您 

    是否手足無措？究竟念高中好？還是讀職校好?哪一個前程似錦？ 

二、本次特別邀請經驗豐富的大安高工教務處曾騰瀧主任，為您深入淺出剖析。保證  

    精彩！歡迎校內外家長,學生及教師們踴躍參加！！ 

 （一）講座日期: 100/04/29（五）（二）講座時間: 19:00~21:00（三）講座地點: 本  

   校至善樓三樓多功能教室（四）講座主題：100年多元升學進路宣導                                                                                                                                                                                                                                                                                                                                                                                                                                                                                                                                                                                                                                                                                                                                                                                                                                                                                                                                                                                                                                                                                                                                                                                                                                                                                                                                                                                                                                                                                                                                                                                                                                                                                                                                                                                                                                                         

 （五）主講人：大安高工教務處曾騰瀧主任 

 
社工師 
一、松陽社會福利基金會－課後輔導班 

（一）活動時間：即日起至 12月週三、週五下午 17：00-20：00（備晚餐）(3小時) 

                及每週六上午 10:00-12:00 

（二）活動內容：由認輔志工（通常為大專院校受相關訓練之學生擔任）提供課後輔 

                導、陪伴及多元技能學習活動（以靜態）為主。 

二、『鼓出自在』--非洲鼓初階團體 

（一）活動時間：100/5/21/(六)至 7/9/(六)下午 1:30-4:30，8週課程活動。 

（二）活動內容：由非洲鼓專門老師教授，約 15人的團體活動。 

（三）活動對象：11-18歲之少年（四）活動費用：免費（五）上課地點：臺北市萬華 

                區峨嵋街 139號 3樓（六）辦理單位：松陽基金會 

※欲參加報名同學請於 100/4/29/（五）前洽詢輔導室社工。 

三、精油芳香課程 

（一）活動時間：100/5/7/(六)上午 9:00-12:00及 13:30-16:30，共兩場次。 

（二）活動內容：提供每位學員一瓶精油作為練習，進行精油簡易身心帄衡練習之用。 

（三）活動對象：設籍或居住於臺北市知單親家庭成員及一般社區民眾，一場約 15名。 

（四）活動費用：單親家庭成員免費，一般社區民眾每位 50元。 

（五）報名方式：採電話預約制報名，連絡方式西區單親家庭服務中心葉社工 2558-01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