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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導處 

榮譽榜 

第 16週整潔 第一名 701班 807班 901班  第 16週秩序第一名 701班 802班 901班 

            第二名 707班 802班 906班             第二名 708班 807班 906班 

            第三名 708班 808班 904班             第三名 705班 806班 903班 

整潔榮譽班 701 

 

訓育組 
※畢業典禮公告事項：（修正上週公告） 

一、6/9（四）第 5節進行受獎學生預演。 

第 6節進行畢業典禮流程預演。  

第 7節進行全校大掃除。 

二、6/10（五）畢業典禮全校統一穿著夏季制服，九年級男同學請穿著制服長褲。 

三、公告第 39屆畢業班受獎名單如下： 

 

 901 902 903 904 905 906 907 908 

市長獎 朱敬慈 林財德 熊若晴 蔣佳妤 高士軒 林昱羽 鄔義弘 徐暄皓 

傑出市長獎 905鄭怡凡、902蘇律銘、908連偉廷 

議長獎 陳怡君 鍾季霖 蔡安翔 高睿鍚 蔡金樺 簡子芸 陳映羽 吳孟德 

局長獎 柯瀚鈞 李宜靜 柯博允 陳奕潔 楊宜寧 劉紘銘 徐錫胤 辛佩倢 

區長獎 李芳任 鄭毓馨 胡維晟 李昱慶 柳乃云 陳佳佑 黃冠萍 王曉桐 

校長獎 林栩賢 吳知諺 王喬萱 江令安 曾品翔 柯祖皓 林毓如 林怡君 

家長會長獎 葉翼慈 許修瑜 金怡儒 蔡宛臻 宋佩儀 鄭嘉薇 郝韋鈞 游旻霖 

教師會長獎 謝沐恩 謝承剛 陳凱 陳軾杰 許雅淳 葉浩君 陳冠勳 陳昱伶 

風雨無阻獎 

100/06/03  

止共 40名 

朱敬慈 李宜靜 王喬萱 王禎誼 高士軒 洪靜怡 盧玟吟 翁佳茹 

吳宜樺 林詩涵 王嘉妤 李沛芝 曾品翔 陳佳佑  簡佩如 

林栩賢 曾羿寧 許書瑀 張芸瑄  陳思卉   

陳怡君 楊育綺 胡維晟 陳奕潔  廖千淳   

葉翼慈 蔡欣辰 耿瑞隆 李昱慶  鄭嘉薇   

羅旻妤 鄭毓馨 黃柏程   李宗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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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報請貼聯絡簿 



柯瀚鈞 鍾季霖    李善源   

葉奕廷     柯祖皓   

潘咸仰        

 

生教組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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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教育時間： 

B. 散布不當影片或不實言論、網路援交、網路交友、網購糾紛、網路遊戲（盜用帳號、

虛擬遊戲幣、寶物）等網路犯罪、非法影印、網路侵權等違反智慧財產權 

（一）案例 

小美的部落格 

小美和小珍就讀小學時就認識，唸國中後又分到同班，是很要好的朋友，彼此也

都有對方某某小站的帳號和密碼，最近兩人因為小珍不小心洩漏小美心儀對象的秘

密，讓她很難堪，小美認為遭到背叛，對小珍非常不諒解。某日，小美在自己網路部

落格上以「大嘴巴的賤人」、「醜八怪」等字眼辱罵小珍，不少同學都有看到，使得小

珍為此感到羞辱難堪，最後經同學報告導師後，才邀請雙方家長一起面談，說明相關

法律責任後加以制止。 

（二）法律解析 

1.網際網路的使用，如果是利用留言板、討論區或部落格等為不特定人可隨時存取、閱

覽的使用方式，因為不特定人可以隨時存取、瀏覽內容，因此屬於公開場所。因此，

如果在網際網路的公眾空間或利用上任意謾罵他人，屬於刑法第 309 條第 1 項的公然

侮辱罪；而如果是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因為可由公眾閱覽得知，因此

意圖散布之主觀想法明顯，又因為係以文字傳述，可構成刑法第 310 條第 2 項加重誹

謗罪。 

2.網路犯罪簡單的說，就是利用電腦網路的特性進行犯罪，常見的類型有妨害風化、妨

害名譽、偽造文書、妨害秘密、涉及個人資料保護法。 

3.所謂侮辱，是指對於他人有輕蔑表示的行為，導致他人在精神上或心理上有難堪、不

愉快的感覺；至於侮辱的方法並沒有限制，不論是口頭、文書、圖畫或動作都算。如

果上述，是發生在『不特定人或多數人直接得共見共聞』的公然、公開的情形下，例

如車站、班上、網路上等就構成公然侮辱罪。在本案例中，小美在網路部落格上（屬

公然場合）以『賤人』及『○你娘』等字眼辱罵小珍，使她精神上感到難堪，名譽更

因此受損，其行為當然已構成刑法上的公然侮辱罪。 

4.很多同學都聽過網路遊戲虛擬寶物竊盜案件，就是指有人盜用別人的帳號密碼，上網

偷得別人的網路虛擬寶物，係無故侵入別人的電腦，並刪改別人電腦內的寶物電磁紀

錄，是犯刑法第 358 條之無故入侵他人電腦罪，以及刑法第 359 條之無故變更他人電

腦之電磁紀錄罪。由於網路使用快速成長，藉由網路產生的新興犯罪行為亦不斷增

加。網路發展迅速，網路和生活幾乎已經無法切割，只要一個點滑鼠的動作，透過網

路的方便性和隱匿性，不小心就會傷害他人。目前網路犯罪是由刑事警察局偵九隊負

責偵辦，不是查不出來，同學不要以身試法。 



C.反詐騙(辨識詐騙行為特徵、165 反詐騙諮詢專線、預防與拒絕之道) 

（一）案例 

阿慈的手機 

求了好久，阿慈的爸爸終於答應讓他申請辦理 1 支手機了，想到終於可以擺脫

因為沒有手機被同學輕視嘲笑的窘況，阿慈不禁做出勝利的動作，並大聲喊出：「噢！

耶！」新手機是智慧型的，外型超帥，非但可以上網，還可以下載程式打 GAME，簡

直酷斃了。但是，兩個月後，惡夢開始了…阿慈：「我並沒有你們銀行的信用卡，為什

麼寄帳單給我？」，「你們寄來的這個手機門號帳單，根本不是我的。」對方：「可是我

們有你申請的雙證件影本。」看來問題是出在當初申辦手機的那張身份證和健保卡影

印本，以及那個賣手機的臨時員工…… 

（二）法律解析 

1.隨著各項電子產品和支付工具的便利，雖然便利了大家的生活，但是因為個人 

 通常連結著支付工具或是金融資訊，因此個人資料的保護就越見重要。 

2.因為目前社會上詐騙盛行，為了預防詐騙或是虛偽申請服務，目前不管申請電信服      

務、金融服務或其他基本生活需求時，通常都會需要提供個人證件，當做確認身 

 分的用途，較為嚴謹者，還會需要提供 2 張以上。但是在提供個人證件時，有幾點 

 需要注意： 

(1)、申辦金融貸款或是任何服務，都有一定的流程和步驟，事先知悉，並在申請服務

時謹慎注意是否合乎一般的辦理流程，可以避免遭受他人惡意欺騙。 

(2)、沒有任何服務需要拿走你的證件，因此切記不讓個人證件離開視線，更不可以交

付他人。 

(3)、提供影本時，在影本上加註時間和使用用途，讓影本只可作為一次性使用。 

(4)、時時留心，並注意保管個人證件，使他人沒有機會任意取得或濫用。 

 

體育組 

一、臺北市 100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體育績優生甄選入學公告。 

（一）報名時間：100/6/7（二）至 6/9（四） 

（二）測驗時間：100/6/11（六） 

（三）放榜時間：100/6/14（二）公告於各校網站 

（四）成績複查：100/6/15（三） 

（五）報到時間：100/6/17（五） 

詳情請上忠孝國中網站升學資訊或洽訓導處體育組，有意報考同學提早準備資料。  

二、狂賀！本校 706班卓毓庭同學參加 100年臺北市青年盃溜冰錦標賽榮獲 1000 

    公尺爭先賽第四名、300公尺計賽第五名，表現優異！ 

   三、狂賀！本校同學參加臺北市第七屆「市長盃」校際游泳大隊接力錦標賽，表現 

           優異榮獲國中男子組第二名！隊員名單： 

   （一）七年級-703汪明陽、703王柏竣、703張凱程、703李承達、706吳柏勳 

                706呂政軒、707李政翰、708蘇晉賢 

   （二）八年級-802陳致廷、802李謦安、803黃崇益、803施詠耀、804陳冠廷 

                805林哲緯、805紀安哲、808賴民育、808黃璽翰、808陳昱安 

   （三）九年級-901鄭承甫、902許芃成、906李宗霖、907李帷安、908張晏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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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6/28(二)、6/29（三）7、8年級第 3次定評，請同學提早準備 

五、6/3（五）7、8年級暑輔回條由各班學藝股長收齊後交回教務處 

六、參加暑輔學生符合低收入戶或清寒學生申請費用減免最後一天為 6/15（三） 

 

註冊組 
一、本校欲參加『100年五專聯合登記分發入學作業』的同學，請務必報考第二次基 

    測。 

二、聯合登記分發模擬選填志願 100/5/31(二)至 100/6/8(三)止，選填志願模擬系統

網址:http://100tnk.mcvs.tp.edu.tw 

 

書香閣 

一、班級書庫評鑑結果揭曉，請掌聲鼓勵！ 

七年級第一名 705班、第二名 708班及第三名 703班。 

八年級第一名 807班、第二名 806班及第三名 808班。 

二、好讀周報有獎徵答信箱/歡迎同學踴躍參與! 上週答案：東晉/陶淵明。 

答對名單：得獎者請持榮譽卡至櫃臺蓋章 

（感謝訓育組長林珍毓及林珮君老師的熱情支持！） 

   701王凱弘；702吳映萱、陳俐吟、廖孙帄、 

   鄭智謙；703黃雅玟、林艾妮、張凱程、鄭雲澤 

  ；704林弘鈞；706郭宗翰、盧宏淯；707楊家俊 

   、劉呈彥；708彭昱豪、鄒旻劭；802洪于涵、 

   陳芃妤、黃筱芸、葉凰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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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佩得、柯智耀、張哲瑋、張家瑋、 

   黃柏堯、鄒禮駿；806李科潤；807黃沛忻； 

 902吳佳蔚、魏燕、盧健嘉、蘇律銘。 

三、本週題目：【6/3（五）下午 5：00截止】1980年代在美國發展起來的一種舞蹈，  

    因為表演場地主要在馬路邊、廣場而得名。它的特色是肢體擺動大，對穿著打扮

要求不嚴，舞者間還會彼此尬舞，比較誰的動作難度高、誰的音樂強。請問這種

舞蹈叫作什麼？（參右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