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忠孝雙週報 Zhongxiao Weekly 

 
 

訓導處 

訓育組 

一、 5/18(五)中午於會議室召開班聯會，請各班班代準時出席。 

二、 5/21(一)班會更改為週會，主題：智慧財產權宣導。 

三、 7、8年級同學請於 5/24(四)前繳交畢業特刊，格式為全開直式。 

四、 各位同學請多多利用課餘時間進行服務學習之課程，並將服務證明(校外活動)

及學習護照繳至訓育組進行認證。 

五、 下期週報將由 802馮亭瑄、804劉怡佳兩位班代負責編輯，敬請期待。 

生教組 
一、 預計於 5/28(一)將舉行 7、8年級法律常識測驗，相關測驗資訊公布於忠孝週報

「法治教育時間」，請同學仔細研讀。 

二、 法治教育時間 
<案例一> 

人體肉包 

這天晚上小善和讀高中的哥哥以及朋友們一起吃宵夜、喝啤酒，酒後有人提議到快速道

路去「尬(ㄍㄚ)車、拼膽量」。 

「咻！咻！」在快速道路上，一輛又一輛的機車在道路中穿梭競速，並排騎車、蛇行、

占據道路，小善沒有駕照只好被哥哥載，坐在後座總覺得有點不夠過癮，便要求哥哥讓他也

能享受風馳電掣的快感，哥哥不忍拒絕小善的哀求，就答應讓小善騎騎看。 

小善騎上機車載著哥哥，壓低身形加足馬力，朝著路的盡頭飛奔而去，不料，在一個轉

彎處看到警車路邊臨檢，小善一時驚慌失措，煞車不及，小善與哥哥連人帶車的撞上路邊小

貨車，兩人傷重緊急送醫，小善的父母接到通知，焦急地趕到醫院，警方告知家長，小善與

一群青少年不僅深夜飆車發生車禍，還酒駕與無照駕駛，可能罪責不輕。 

<法律解析> 

（一）刑事責任 

1、小善與哥哥酒後騎車，若酒測呼氣所含酒精濃度超過每公升 0.55 毫克，就會觸犯刑法第

一八五條之三不能安全駕駛罪，有可能被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科或併科十五萬元

以下的罰金，又哥哥明知小善喝酒還答應使其騎乘機車，會成立小善不能安全駕駛罪的幫

助犯。 

2、小善與哥哥於馬路上與朋友一起騎機車蛇行、飆車，如果就當時狀況可判斷他們的行為足

以產生交通往來的危險時，小善的行為就構成刑法第一八五條第一項妨害公眾往來安全

罪，可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由於小善、哥哥及朋友一起飆車，會成立妨害公眾往來安全

罪的共同正犯。 

3、小善因為摔車而造成後座哥哥受傷，小善的行為構成刑法第二八四條第一項的過失傷害

罪，可處六個月以下有期徒刑。 

（二）民事責任：小善的哥哥明知道小善沒有駕照，仍然讓小善騎乘機車，以致撞上路邊小

發行刊號：1010517 

發行者：忠孝國中訓導處 

編輯&美編：訓育組長方善誠 

           管理員  李宛芬 

   701 班代李宗翰 

   705 班代劉容昇 

中心德目：法治 

 

週報請貼聯絡簿 



貨車，小善會與哥哥依民法第一八五條及第一九一條之二，對小貨車所有人所受之損

害連帶負賠償責任。小善未成年，其父母依民法第一八七條需負連帶賠償責任。 

（三）行政責任 

1、小善的哥哥允許無駕駛執照的阿忠駕駛其機車，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二十三條第二

款之規定，會被吊扣駕駛執照三個月。而小善無照駕駛，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二十

一條第一項第一款之規定，可處新台幣六千元以上一萬二千元以下罰鍰。小善未滿十八

歲，小善與其父母都要參加道路交通安全講習。 

2、另外小善與哥哥的酒駕行為如被酒測發現呼氣所含酒精濃度超過每公升 0.25 毫克，則依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三十五條第一項，會被處新台幣一萬五千元以上六萬元以下的罰

鍰。而小善、哥哥與朋友一同飆車、蛇行等行為也會依同條例第四十三條第三項規定對駕

駛人處三萬元以上九萬元以下罰鍰，當場禁止其駕駛及吊銷駕照。 

（四）父母責任：除了民事連帶賠償責任外，小善未滿十八歲，其父母因忽視教養而致小善

觸犯以上之犯罪而受保護處分或刑之宣告，少年法院可裁定命小善的父母接受八小時

以上五十小時以下之親職教育輔導。又小善的父母若未禁止小善飆車蛇行，也可依兒

童及少年福利法第五十五條第一項之規定，被處新台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之罰鍰。 

衛生組 
一、 師生有身體不適如感冒、發燒、咳嗽等請務必儘速就醫多休息，在校上課請帶

口罩以避免傳染。 

二、 請注意用眼讀書時間適度，每天適量運動，以維持身體健康。 

三、 各班每週午餐滿意度調查表，請在每週一交回上週調查表。 

四、 八年級寒假期間健康促進得獎(優選、佳作)，仍未蓋榮譽章的同學，請儘速到

衛生組辦理。 

五、 本校師生請踴躍上網參加天下雜誌辦理「行動綠生活 2012低碳家園 由我做起」

活動，網址 http://green.cw.tw/2012/ 中有「每日減碳行動」及「線上學習」，

可以取得環境教育時數! 

體育組 
一、 100學年度八年級 3對 3籃球錦標賽成績公告~~恭喜以下獲獎班級~~ 

男子組 

冠軍:808班紅色炫風       鄭柏維 林威宇 許珈愷 王胤筌 

亞軍:807班 807三巨頭     許峻嘉 林建銘 杜宗珉 梁天昊 

季軍:805班藍色神盾八 O五 謝承志 彭信睿 柯勇屹 蔡仁皓 

殿軍:804班想不到隊名     張祐豪 李維洋 黃靖峰 薛煒龍 

女子組 

冠軍:802班再看我就要叫嚕 洪心雯 王紫縈 徐靖芳 楊子萱 

亞軍:808班紅色警報       謝宇雙 李靜佳 曾郁凌 李宛穎 

季軍:801班莫默一族       黃億如 王珮涵 林煜蓁 謝佳穎 

殿軍:807班品品隊         朱怡安 林品融 林蔚容 吳心如 

健康中心 
<校園結核病防治宣導> 

一、 認識結核病 

（一） 結核病主要是因吸入含有結核菌飛沫而感染的傳染病，最常見的傳染對象是同

住或親近的密切接觸者。然而受到感染並不等於生病，也不具傳染力。 

（二） 一般人感染後，一生中約有 10%的發病機會，其中有 5%於前兩年內發病。早期

http://green.cw.tw/2012/


發病的症狀可能不明顯，常見有咳嗽（特別是二至三週以上）、發燒、食慾不振、

體重減輕、倦怠、夜間盜汗、胸痛等症狀。 

（三） 根據我國的研究，結核病人的密切接觸者，其之後發病的可能性比其他民眾高

8-200倍。而接受潛伏結核感染的治療，可降低 96%的發病風險。因此，衛生單

位會安排密切接觸者接受胸部 X光檢查及結核菌素測驗，以評估結核感染之風

險。 

二、 校園發現結核病確診個案時相關須知及配合事項 

（一） 結核病為法定傳染病，請務必遵守傳染病防治法第十條及第十二條規定，保護

個案隱私及權益，不得洩漏個案姓名及相關資料，違者可依同法第六十四條處

新台幣 9萬元以上 45萬元以下罰鍰。並應確實保護個案就學及工作權，違者可

依同法第六十九條處新台幣 1萬元以上 15萬元以下罰鍰。 

（二） 依據傳染病防治法，疫情發布為衛生主管機關之權責。 

（三） 衛生單位將派員到校進行個案所在班級、社團、宿舍等環境之通風換氣評估，

了解中央空調、帄常開窗情形、室內空氣流通情形、帄常容納學生量、學生與

學生座位間距等。 

（四） 經衛生單位彙整接觸者名單後，召開接觸者衛教說明會，同時進行接觸者之胸

部 X光及結核菌素測驗，若有未滿 20歲之學生，應同時請監護人或法定代理人

出席。 

教務處 

教學組 
一、 重申定期評量之考場規則中「不得離開教室上廁所。若必須離開教室，請先交

卷，上完廁所後立即回教室自習，且不得閱讀任何資料。」一點，請所有同學

務必遵守。 

二、 5/29、30進行學期 7、8年級作業檢查，重申本學期新修訂作業檢查辦法中「每

被登記 1科「缺交作業」即記警告乙次以茲懲罰。」之規定，請務必依時程完

成應交之作業。 

註冊組 
一、 臺北市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諮詢專線：2766-8812及 2760-8812，服務時間為上

班日上午 9：00~12：00，下午 2：00~4：00，請親師生善加利用。 

二、 103學年度升學學生(現 7年級同學)適用之「國中教育會考說明」暨「會考英聽

示例」、「基北區高中高職免詴入學作業要點」暨「基北區高中高職特色招生核

定作業要點」、「五專特色招生核定作業要點」已公告於本校網站—升學資訊，

歡迎上網參閱。 

設備組 
一、 全球今年最大的天文盛事，將於 5月 21日在台上演。當天凌晨月球將通過遠地點，

由於無法完全遮蔽太陽，故而發生日環食現象。日食當日在台北約 5時 7分開始

初虧，6時 10分達到食甚(日環食)，請同學們千萬記得欣賞難得一見的天文景觀。

為方便同學進行觀測，設備組已準備約 100份的扇形日食眼鏡，歡迎有興趣的同

學於 5月 18日前至設備組索取，數量有限，送完為止。另外 6月 6日還有金星凌

日的天文大代誌，也請同學們密切注意，錯過的話，可要再等百年以上呢。 



輔導室 

輔導組 
本學期第三場親職講座來囉~~ 

講座日期：5/25(五) 講座時間：19:00~21:00 講座地點：本校至善樓三樓多功能教室 

講座主題：孩子迷網，父母該怎麼辦？--談預防網路成癮的秘方 

主講人：徐麗賢老師（中華民國家庭教育專業人員協會常務理事、「張老師」講座講師） 

＊網路在現代的重要不言可喻，如何充分善用又不沉迷，取得親子溝通間的完美帄衡

點呢？藉由現況、理論、實例並開放討論，希望能提供您一個可能的方向。 

＊演講前各與會家長可以先填寫所遇困境與想問的問題，以利老師針對問題解說與互

動討論，請提早入席。 

特教組 
一、 部分 101學年度區域資優教育方案活動仍有名額，請有興趣參加之學生踴躍報

名。詳情請洽詢輔導室特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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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截止日 

懷生國中 
親愛的，我把結局變有趣了- 

懷生創意思考體驗營(語文類) 
101年 7月 2日（一）-7月 4日(三) 5.25截止 

成功高中 2012濟城數學營 
101年 7月 10日(二)-7月 13日(五) 

應屆畢業生 
5.19截止 

東湖國中 動態幾何探索營 101年 7月 2日(一)-7月 6日(五) 5.23截止 

東湖國中 動手玩科學---理化篇 101年 7月 2日(一)-7月 6日(五) 5.23截止 

萬華國中 科學辦案—我也是柯南進階研習營 101年 7月 4日(三)-7月 6日(五) 5.25截止 

弘道國中 動力推進暨再生能源科學營 101.7月 2日(一)-7月 4日(三) 5.28截止 

學生天地 
701李宗翰、705劉容昇 

<端午節的由來> 

農曆五月五日是端午節，和春節、中秋並列為最重要的三個節慶。端午節時值夏 

季，正是疾病開始流行的季節，因此端午節的由來，可追溯為驅邪避惡，以求身 心的

帄安，後來加入愛國詵人屈原的傳說，更增添了端午節的重要性。端午節最 令人期盼

的活動便是划龍舟，台灣各地的主要河川在當天都會舉行盛大的龍舟 競賽，選手們隨

著隆隆的鼓聲，奮力向前划，在精彩激烈的賽程中，這傳統的習 俗得以不斷的延續。  

為了驅除疾厄，端午節時可見住家門口都掛菖蒲和艾草，以及「鍾馗」的畫像， 成

人飲雄黃酒，並讓小孩身配香包，這些物品據說都有避邪，保帄安的作用 。而台灣的

「打午時水」的風俗，亦即汲取端午節中午的井水，據說有治病的療效， 此外，若能

在正午時將雞蛋直立起來，表示來年會有好運道。 

端午節最為人熟知的食品便是粽子，這個原本富有紀念意義的食品，在中國人的 巧

手製作下，已成為具各種變化，且隨時都能嚐到的美食了。 

端午節可說是現存的重要節慶中，歷史最悠久的。由現代的眼光看來，祖先端午 節

的看法確有其獨到之處：在這初夏蟲疫滋生之際，以端午節提醒大家做好保健 的工

作。菖蒲、艾草及雄黃酒固然是傳統避疫保健的方式，現代人應尋求更進步 的方式進

行保健活動，延續先人的智慧。                                 (資料摘自網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