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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導處 

榮譽榜 

第 15週整潔 第一名 701班 802班 901班  第 15週秩序第一名 705班 802班 901班 

            第二名 707班 807班 906班             第二名 707班 807班 906班 

            第三名 704班 806班 904班             第三名 704班 806班 903班 

                 

訓育組 
※畢業典禮公告事項： 

一、6/9（四）朝會進行畢業典禮流程預演。 

二、6/9（四）第 7節進行九年級大掃除。 

三、6/10（五）畢業典禮全校統一穿著夏季制服。                      

  

生教組 

一、5/30 (一)為本學期第 3次服裝儀容檢查，請同學利用週末假日將服裝儀容整理整

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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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外堂課請同學務必將門窗關上並上鎖(列為秩序比賽依據)，錢財及貴重物品請隨

身攜帶或委託教師代為保管。 

三、法治教育時間： 

    毒品、藥物濫用(辨識毒品與吸毒者特徵、毒品相關刑責、預防拒絕之道) 

  （一）案例青春要「high」、不要害 

即將過 15 歲生日的阿富想邀請好朋友來慶祝，有人提議去速食店慶生，但小賢另出

主意：「不然，去汽車旅館開轟趴好了，那裡可以唱歌。對了！我還會帶 special 的禮物，

讓你們開開眼界、high 一下！」有人提議喝酒、抽菸來助興，就在酒精的催化、吞雲吐

霧中，這一群青少年越玩越瘋狂。 

這時，小賢拿出 1 包藥丸，神祕的說：「想不想試試當神以快樂的滋味？」，大夥一

頭霧水看著小賢，「你們真遜吔！這就是搖頭丸啦！」，「什麼？那不是毒品嗎？」。接著

小賢說今天可以免費給大家試用，如果以後有需要可透過他向「星哥」買，保證有優待。 

從來沒有嘗試過毒品的阿富，禁不住死黨的慫恿，和其他幾個人都吃了幾顆藥丸，

之後隨著振耳的音樂大家瘋狂的又叫又跳，情緒 high 到最高點時，警方接到汽車旅館其

他房客的檢舉，將阿富一行人帶回警察局偵訊，阿富心中真是悔不當初。 

（二）法律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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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報請貼聯絡簿 



  1、搖頭丸因價格較其他毒品低廉，取得容易，已成為目前最流行也最氾濫之毒品之

一。搖頭丸與其他毒品一樣，嚴重戕害吸食者個人身心健康，尤其搖頭丸吸食者

以年輕人居多，搖頭丸也成為年輕人轟趴助興之主要工具。 

  2、搖頭丸在我國依照毒品危害防治條例規定，屬於「第 2 級毒品」，如是第 1 次施

用搖頭丸者，會先經過「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程序，至於 5 年內第 2 次施

用者，則可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沒有吸用僅單純持有搖頭丸者，仍可處 2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 3 萬元以下罰金。另外假如單純把搖頭丸給別

人，如果沒有賺錢認定為轉讓第 2 級毒品者，處 6 個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

可以合併科處新臺幣 70 萬元以下罰金，如果有賺錢則為販賣第 2 級毒品，處無

期徒刑或 7 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合併科處新臺幣 1,000 萬元以下罰金。 

  3、上面案例中，小賢所拿的藥丸是第 2 級毒品搖頭丸，小賢將所持有的搖頭丸免費

提供給阿富及其他在場的人吃，因為小賢沒有賺錢而免費提供搖頭丸毒品給其他

人使用，法律上小賢構成轉讓第 2 級毒品罪，另外阿富及其他在場有吃搖頭丸的

人，因為使用小賢所提供的搖頭丸，因此阿富等人都構成施用第 2 級毒品罪，因

為阿富等人都是第 1 次施用，法律上會接受觀察勒戒的處分(參考法條：毒品危

害防制條例第 4 條、第 8 條、第 10 條、第 11 條、第 20 條)。 

  4、「搖頭丸」是結構類似甲基孜非他命的中樞神經興奮劑的合成藥，中文學名「苯

乙基胺」，簡稱 MDMA。服用這種毒品以後，會產生精神異常興奮、幻覺、多

話、不停搖頭、講話等副作用，嚴重的話，可能因過於興奮而體力透支，進一步

的造成脫水，或者引發腎臟、心臟等器官衰竭而死亡。由於這類毒品嚴重危害健

康，被政府機關跟孜非他命一同列入毒品防制條例中的「第 2 級毒品」。 

 

體育組 

  一、上體育課請勿打赤膊或穿著背心，請遵孚學校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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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副體育股長在借體育器材時，請記得確實填寫體育器材紀錄簿。 

 

衛生組 

※加強餐飲衛生教育宣導之重點 

   一、經常將手清洗乾淨是飲食衛生的第一步！若手部有傷口或膿瘡，切勿調理食品，

以避免傷口或膿瘡裡面的細菌，污染食品而引起中毒。與食品接觸的器具和調理

檯面，應經常清洗，並烘(晾)乾保持乾燥。 

    二、生熟食分開處理，以避免交叉污染。最好先處理熟實再處理生食；絕對不可以把

煮熟的食物，放在裝過生食且尚未洗淨的碗盤和容器中。 

    三、細菌通常加熱到 70℃以上，大部分都會死亡。所以每種食物都須用適當的溫度和

時間，才能將引發食品中毒的細菌殺死。必要時可以使用食品用溫度計，以確保

食品完全煮熟。 

       四、冷藏低溫可抑制細菌的生長和繁殖，所以應即時把須要冷藏的食物放入冰箱。冰

箱冷藏的溫度不可高於 7℃，冷凍室的溫度不可高於－18℃。 

       五、儲存易腐敗的食物不要在室溫下放置超過 2小時，室溫超過 32℃時，則不可超過  



1小時。調味用的沾料，應於冰箱冷藏，不要重複使用。 

六、於高熱潮濕，餐飲業應避免提供生食肉類供民眾飲食，凡食物均應以熟食為宜。 

                     

教務處 

教學組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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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6/9（四）7、8年級第 8節停課 

三、6/16（四）7年級課輔結束、6/17（五）8年級課輔結束 

 

註冊組 
一、北北基聯合入學測驗成績單將於 5/30 (一)發放。 

二、北北基申請入學校內報名時間為 6/1/(三)7:45~8:25，報名地點為各班教室。 

三、北北基登記分發放榜修正為 100/6/17 (五)14：30，報到修正為 100/6/20 (一) 

    16：00，請 9年級同學特別留意。 

 

設備組 
※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地球科學系，自 5/30（一）起至 6/5（日）止於師大分部理學院    

圖書館舉辦「加油！地球超人」特展，內容包含土、火、風、水、星等五大主題，

歡迎對地球科學有興趣的師生及家長前往參觀學習。 

 

書香閣 

一、九年級畢業將屆，向書香閣借書尚未歸還者，請於 6/7（二）前全數歸還。 

二、好讀周報有獎徵答信箱/歡迎同學踴躍參與! 

三、（一）上週答案：通天塔（二）答對名單：得獎者請持榮譽卡至櫃臺蓋章 

   （感謝訓育林珍毓組長及林珮君老師的熱情支持！） 

    701王凱弘、702廖孙帄、趙力緯、鄭智謙、涂兆億、703郭俐彣、林艾妮、706

張于晴、郭伊謙、郭宗翰、盧宏淯、707邱柏翰、劉呈彥、蔡仁豪、708康翊萱、

802黃筱芸、804王昱晴、王維琪、吳冠儀、洪藝恩、馬允文、高辰伶、曹淇汶、

黃于庭、鄒禮駿、805李俊逸、陳彥廷、806李科潤、林秉吉吉、蔡承翰、807張

芊惠、黃沛忻、朱品冠、陳冠銘、陳律諺、詹翔孙、羅彬、902吳佳蔚、魏燕、林

財德、盧健嘉、謝承剛。 

四、本週題目：【5/27（五）下午 5：00截止】 

   「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字； 孛邊有五 

    柳樹，因以為號焉。閒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 

    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 忘食。」摘自五柳 

    先生傳。請問五柳先生是指哪一朝代的哪一位文人？ 

    （參右圖） 



輔導室 

資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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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輔導組 

※100/6/2(四)朝會將邀請華山基金會至本校舉行敬老宣導並有集發票贈好禮的活動

喔！同學們於 5/31(二)前集滿 30張發票後至輔導室輔導組登記，可於 100/6/2(四)

當日兌換精美小禮物一份喔！歡迎同學踴躍參加。 
 

特教組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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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孜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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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7/4（一）至 7/6（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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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100學年度建國中學科學班及師大附中科學班招生簡章及報名表建已公告於學校網

站-升學資訊，請有興趣報考的 9年級同學自行下載並積極留意報名時間。若有任何

問題請洽詢輔導室特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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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