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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導處 

榮譽榜 

第 14週整潔 第一名 707班 807班 901班  第 13週秩序第一名 701班 802班 906班 

            第二名 704班 802班 905班             第二名 707班 807班 901班 

            第三名 708班 806班 904班             第三名 706班 805班 902班 

整潔榮譽班  707、807                  秩序榮譽班  901                  

 

訓育組 
一、5/13（五）七年級校外教學各班表現良好！惟參加同學有人遺失外套和書包，回  

    程集合時間稍有拖延，請同學參加校外活動注意物品保管和重要集合時間，期待    

下次校外教學更加圓滿！ 

二、多元社團—期末將屆，請各社團準備開始期末成果展相關事宜，期待七、八年級

同學的成果展現！ 

  

生教組 

一、5/31 (二)舉辦 8年級「全民國防探索教育」活動，內容包含攀岩及漆彈活動(天  

    候不佳視情況改變課程)，請有興趣的同學親至生教組洽詢，額滿為止。 

二、重申服儀規定：（一）同學不可不穿襪子或穿過短襪子到校(目視到襪子為原則)。 

   （二）女同學需將後面頭髮綁起，以綁馬尾為原則。 

三、請同學珍惜自身財物，貴重物品請勿攜帶至校，如有特殊情況請將貴重物品寄放  

    師長，若有遺失物品亦請至訓導處詢問。 

四、法治教育時間： 

（一）無照駕駛是否有刑責？ 

無照駕駛原則上不會有刑責，但因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所以會有行政責

任，亦即行政罰緩，但無照駕駛而發生車禍基本上就會被認定已佔有部分肇事責

任，縱然駕駛過程中均無過失，但其行為本身已有過失存在。 

（二）無照駕駛發生車禍，是否負的賠償責任較重？ 

     未必，無照駕駛與發生車禍是兩個不同層次的責任。前者是行政責任；後者則視        

     有無傷亡而分負民事、刑事責任。無照駕駛而發生車禍，車禍賠償責任的認定， 

     仍應依現埸圖、車禍鑑定報告書為判定標準。至於無照駕駛部分，則會受到交通 

     違規之行政裁罰。 

 

體育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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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德目：法治 

週報請貼聯絡簿 



  一、八年級三對三籃賽成績公告 

      男子組冠軍 805、亞軍 807、季軍 803、殿軍 802 

      女子組冠軍 801、亞軍 805、季軍 803、殿軍 808 

  二、體育課結束後請記得將籃球歸還至體育組，最近發現九年級上完課，有將籃球 

      亂丟情形，請正副體育股長確實負起責任，課程結束後將體育器材歸還體育組。 

  三、課間活動時間，為了班上同學健康與榮譽，體育股長確實鼓勵同學到操場運動， 

      慢跑同學請跑內道，快走同學請走外道。 

 

衛生組 

急性結膜炎（紅眼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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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染力極強。症狀主要為眼睛刺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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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程約 4-6天。 

如有前述症狀時應盡速就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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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性結膜炎（紅眼症）環境消毒建議：取巿售家庭用漂白水（濃度一般在 5到 6%）

5湯匙（一般喝湯用的湯匙，約 15至 20cc），加入 10公升的自來水中（大寶特瓶每瓶

容量 1,250cc，8瓶即等於 10公升），攪拌均勻即成 500ppm濃度之漂白水，可進行一

般環境消毒。對於常接觸物體表面（門把、課桌椅、餐桌、樓梯扶把）、玩具、遊樂設

施、寢具及書本做擦拭，待乾燥後始完成消毒。一般大件或不適合使用漂白劑物品，

可用清潔劑清洗完畢，移至戶外接受陽光照射。 

急性結膜炎（紅眼症）常見問題： 

一、為什麼會得到紅眼症？ 

    答：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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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急性結膜炎（紅眼症）患者如何擦拭眼睛？ 

    答：勿以手帕擦眼，最好以抽取式衛生紙擦拭，拭後立即洗手。 

三、急性結膜炎（紅眼症）是否為法定傳染病？班上有學童患急性結膜炎（紅眼症）

是否需停班停課？ 

    答：急性結膜炎（紅眼症）非為法定傳染病，但應傳染力極強，故仍應加強防治。

建議患者請假在家休息，避免游泳或體育課等有肢體接觸課程。 

 

教務處 

教學組 

一、5/19（四）9年級第 8節課輔、晚自習結束。  

二、5/20（五）9年級 15：05活動中心集合，15：30看考場(成淵高中)。  

三、5/21（六）、5/22（日）北北基聯測(成淵高中)。 

四、6/7（二）7年級作業抽查、6/8（三）8年級作業抽查、6/14（二）作業補抽查。 



五、北北基聯測日期及時間如下表 

第 1次測驗日期 100/5/21（六） 100/5/22 （日） 

第 2次測驗日期 100/7/9 （六） 100/7/10 （日） 

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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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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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註冊組 
一、下週二(5/24)早自習 7:45起於地科教室舉行『五專申請抽籤說明會』，請有意報

名五專的同學攜帶簡章及報名表件準時參加。 

二、9年級同學將於 5/23(一)拿到已完成社團、幹部核章的『北北基申請入學報名資

料袋』。請家長多利用這段時間考慮「報名學校」【5/30（一）拿到北北基聯測成

績單、5/31（二）填寫報名學校、6/1（三）早自習報名】 

    參考網站：國中畢業生多元進路宣導網站-全國高中.高職.五專學校資訊網。 

    網址：http://me.moe.edu.tw/junior/search/ 

 

書香閣 

一、班級書庫評鑑將於下週一（5/23）開始為期一週舉行，七、八年級圖書股長請自

行檢視書架上是否有中英文字典、圖書是否排列整齊、帄時舉辦的閱讀推廣活動

成果是否展示及其他等，請將上述事項準備妥當以待評分老師評分。 

二、好讀周報有獎徵答信箱/歡迎同學踴躍參與!上週答案：古羅馬遺址。 

答對名單：得獎者請持榮譽卡至櫃臺蓋章 701王凱弘、林衍辰；702廖孙帄、趙力 

緯、涂兆億；705康紀元；706蘇于庭；707熊若雯、邱柏翰；804辛佩得、張哲

瑋、黃柏堯、鄒禮駿；806李科潤；807黃沛忻；902吳均柔、吳佳蔚、盧健嘉、

戴呂耀 

三、本週題目：【5/20（五）下午 5：00截止】 

    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被聯合國教 

    科文組織選為「2011年世界圖書之都」。 

    在市中心的聖馬丁廣場上，阿根廷藝術家 

http://me.moe.edu.tw/junior/search/


    瑪塔〃米努金以 3萬本書搭成一座「巴別塔 

    」（Babel）以示慶祝，各位同學！ 

    你知道巴別塔又稱為什麼嗎？（參右圖） 

 

輔導室 

資料組 

一、九年級欲升讀實用技能班的技藝班同學，請於五月底前至輔導室資料組洽詢！ 

二、七、八年級生涯檔案製做比賽開始了！詳情請洽各班輔導股長及公布欄！ 

三、請七年級參與擔任 4/19（二）永樂國小參訪的領隊同學，帶著服務時數卡至輔導

室資料組登記。 

四、請有意願報名 5/25（三）滬江高中參訪的八年級同學及 5/26（四）稻江護家參訪

的九年級女同學，於 5/24（二）前至輔導室報名。近期若有其他高中職參訪活動，

將陸續通知，請九年級同學特別注意。 

 

特教組 

※為提供學生多元學習的管道及機會，臺北市多所國中利用暑假期間辦理區域資優營 

隊，內容涵蓋科學、語文、創造、舞蹈、領導等，歡迎有興趣的同學踴躍報名參加（不

限資優學生，名額有限）。100年度區域資優教育方案活動報名表及詳細資訊，請逕

至網站查詢 http://trcgt.ck.tp.edu.tw/Areage.aspx 或洽詢輔導室特教組。 

學校名稱 活動名稱 辦理時間(確定時間請參照各校實施計畫) 

成德國中 創意發明研習營 100/7/4/(一)至 7/8/(五) 共 5天 

百齡高中 趣味數學魔術營-美「力」數學 100/7/4（一）至 7/6（三）共 3天 

實踐國中 國文創意寫作班 100/7/4/（一）至 7/15（五）。 

萬華國中 科學辦案-我也是柯南研習營 100/7/5（二）至 7/7（四）共 3天 

介壽國中 花與科技 100/7/6（三）至 7/8（五）共 3天 

百齡高中 屬於我的 A咖日記 100/7/6（三）、至 7/8（五）共 3天 

石牌國中 生活中的魔法科學-數理資優營 100/7/6 (三)~ 7/13(三)，不含假日共 6 天。 

天母國中 漫、舞、古、今 COSPLAY創造營 100/7/7(四)至 7/10(日) 共 4天 

中山國中 暑假資優營-高斯數理學習樂園 100/7/12（二）至 7/14 (四) 共 3天 

長安國中 天文地理一把罩 100/7/13（三）至 7/15（五）共 3天 

懷生國中 懷生發電廠-綠色能源創發夏令營 100/7/27（三）至 7/29（五）共 3天 

麗山國中 POWER IN ME領導才能贏 100/8/15 (一)至 8/19 (五) 共 5天 

雙園國中 
舞光十色- 

就是愛跳舞舞蹈專修營 

報名：100/9/19（一）~21（三）。 
甄選：100/9/24（六）9：00~12：00。 
實施：100/10/1（六）起(計 12 週，36 節)。
課程時間：每週六上午 9：00~12：00。 

 

http://trcgt.ck.tp.edu.tw/Areage.asp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