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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導處 
榮譽榜 
第 8週整潔  第一名   705班 802班 906班   第 8週秩序  第一名   703班 802班 901班 

            第二名   701班 807班 901班               第二名   705班 807班 906班 

            第三名   708班 806班 902班               第三名   704班 806班 902班  

 

訓育組 

一、朝週會時間請各班記得關閉門窗和電扇，做好節能減碳與教室管理。 

二、校慶活動訊息： 

 （一）紀念 T-shirt：全校版班級每件自付額 100元，個別版班級每件自付額 120元。 

 （二）Logo徵選：第一名─903 許書瑀 503票，第二名─901蕭博宇 370票，第三名─連偉廷 295 票， 

      佳作─904 林家瑢 254票、906程鼎龍 252票。恭喜上述各位同學，將於校慶當天慶祝大會典禮 

      進行頒獎。 

 

生教組 

一、重申生活教育規定：請穿著底色為白色的鞋子及襪子，女生請將頭髮綁起，並且嚴禁邊走邊吃，

生教組隨時進行抽檢，勿因一時疏忽遭受懲處。  

二、聽到鐘聲即應快步靠右邊行走進入教室，上外堂課的班級，亦請負責同學於上課鍾響前將班級

帶往指定地點。班級上課行進列為秩序評分重點項目，切勿交談嬉戲，影響他班上課權益，請

尊重自己也尊重他人。  

三、請同學將生活作息時間分配好，準時到校上課並且養成自動刷卡的習慣。不要因為遲到而照成

被記過處分的後果，為自己國中生活留下精彩表現，持續做個優秀的忠孝人。 

四、使用飲水機時，請保持應有的功德心，勿將地面弄濕，造成他人不便；若飲水機故障或水管破

裂，請立即通知總務處，切勿再行使用而造成地面髒亂、濕滑。 

五、學校已規定換穿秋季服裝(短袖上衣、長褲)，請同學遵守規定並注意個人保暖；有需要穿著外

套的同學，外套請將拉鍊拉上，保持整潔有品德的一面。 

六、七年級同學外套及背心均需燙印名牌，請同學盡速將名牌燙印上以避免校規處分。 

七、開學至今同學禮貌有所退步，請同學注意不是只有進出校門才需跟老師們問好，平常在學校內

遇見師長亦須跟師長們問好。 

八、請早到教室同學將班上氣窗打開，讓空氣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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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組 
  一、九年級畢籃賽決賽成績公告：男子組冠軍 907、亞軍 908、季軍 906、殿軍 905， 

                            女子組冠軍 908、亞軍 902、季軍 907、殿軍 906。 

日期 分組 場次 決賽比賽班級 比數 勝隊 

99/10/20 

(三) 

男生組 五 905 VS  908 34:35 908 

女生組 五 906 VS  902 10:12 902 

女生組 六 908 VS  907 9:8 908 

男生組 六 906 VS  907 46:60 907 

99/10/22 

(五) 

男生組 七 905 VS  906 34:58 906 

女生組 七 906 VS  907 0:8 907 

女生組 八 902 VS  908 5:6 908 

男生組 八 908 VS  907 28:44 907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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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活動中心 

       打羽球的同學離開後請將羽球放回籃子中。  

   三、校慶運動會大隊接力、200 公尺報名表於 10/25（一）中午發下去，請各班體育股長在 11/1（一）  

       中午前資料備齊交回體育組。 

     

衛生組 

一、如廁前，請注意廁間門上或便斗上有無張貼「故障標誌」，不要使用「故障便器」，造成清掃及 

    維修上的困難；並請勿隨意將「故障標誌」撕掉(除非您有能力修好！)。 

二、感冒流行季節，請各班務必將教室所有門窗、氣窗打開，保持室內空氣流通，有益身體健康。 

三、校園落葉請務必以落葉袋集中再丟棄，勿掃入水溝及花圃，造成蚊蟲孳生及排水不暢。 

四、為徹底做好傳染病防疫工作；請同學每日務必準時至掃區進行打掃，讓校園環境更美好。 

五、99/10/08（五）早上環保局到校進行廁所檢查，結果如下： 

（一）請大家體恤打掃同學的辛勞！請勿破壞廁所，共同維護校園環境整潔。 

（二）請打掃班級繼續保持並再進步。 

（三）應改進項目：便斗凹緣內角黃斑、馬桶圓孔處積垢、便斗水垢、牆壁水痕 

 

等級 廁所 維護班級 

特優級 
至善左 1 樓男廁、左 2 樓女廁 701 

至美右 2 樓男廁 705 

優等級 

至善左 1 樓女廁、左 2 樓男廁 701 

至真右 1 樓男、女廁 & 右 2 樓男、女廁 703 

至真右 3 樓男、女廁 & 右 4 樓男、女廁 704 

至真左 1 樓女廁、2 樓女廁 705 

至美右 3 樓男廁、4 樓男廁 &  

至真左 3 樓女廁、4 樓女廁 
706 

至美左 1 樓男、女廁 & 左 2 樓男、女廁 707 

至美左 3 樓男、女廁 & 左 4 樓男、女廁 708 



教務處  
註冊組 
一、財團法人普仁青年關懷基金會「大手拉小手」青少年助學計畫，補助家庭經濟貧困 

    學子每月 1000 元助學金，請有申請意願的同學至註冊組領取申請表件。 

二、『北北基 100年高中職聯合入學測驗試務委員會』 網址：http://100tnktest.mlsh.tp.edu.tw/  

    請同學隨時上網留意最新訊息。 

三、由於北北基聯測與全國第 1次基測辦理日期相同，僅能擇一報名，請家長及同學務必審慎考慮。 

   (目前尚未開始報名) 

內容／方案 北北基聯測 全國第 1次基測 全國第 2次基測 

命題單位                           師大心測中心 

辦理日期 100/5/21（六）~5/22（日） 100/7/9（六）~7/10（日） 

報名資格 

（一）北北基聯測與全國基測相同 

（二）外縣市學生可以報名北北基聯測 

     (但只可以參加北北基聯測甄選入學、登記分發入學) 

（三）北北基及全國第一次基測僅能擇一報名 

測驗學科 國文、數學、英語、社會、自然、寫作測驗 

命題與計分 北北基聯測與全國基測相同 

報名費 北北基聯測與全國基測相同 

輔導室  
輔導組 
本學期第一場親職講座來囉~~ 

講座日期: 99/10/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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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趨勢 VS職涯發展 

主講人：昱藤數位人力資源服務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郭芊彤講師 

歡迎校內外家長踴躍參加！  

http://100tnktest.mlsh.tp.edu.tw/


資料組 

99學年度第 2學期技藝教育學程選讀說明 

各位有意選讀的同學： 

    99 學年度第 2 學期的技藝教育學程開始報名了！以下針對「技藝教育學程」進行簡要說明。

有意願報名的同學，請至輔導室索取報名表。 

報名日期自即日起至 11/10（三）中午止，敬請把握時間！ 

技藝教育學程之開設以「職群」為分類，每職群每週三節課。下學期本校與協和工商及稻江護

家合作，同學需至合作高職上課（每週二下午三節，考量交通往返，當天第八節不參加）。 

本次提供職群共計 6類（如下表），有意選讀之同學，經導師及家長同意，並經薦輔會議評估，方可

正式列入選讀名單，待教育局協調會之後，才能確定錄取的學校及職群。學習期滿頒發結業證書， 

並以職群分數及在校成績表現做為升學之參考依據。 

一、選讀技藝教育學程的優點： 

 （一）提供試探的機會，對未來升學及工作有一個概況性的瞭解。 

 （二）學習相關技藝能力，探索個人的興趣，建立自信，擴展視野。 

 （三）可用技優生身份申請入學，依選讀職群申請相關科別（如背面附表）。 

 （四）優先薦輔就讀實用技能學程。 

※實用技能學程有夜間及日間部，修習足夠學分可取得高職學歷，以利繼續升學，實用技能學程享

有三年免學費之優待（需繳雜費）。 

二、99 學年度第 2學期供選擇的職群： 

 

編 號 職 群 別 主 題 內 容 合 作 高 職 

（一） 電機電子 職群概論/室內配線/工業配線/工業電子 

協和工商 

（二） 設計 職群概論/基礎描繪/色彩學/設計基礎 

（三） 動力機械 
職群概論/機車基本認識/汽車基本認識/ 

引擎基礎實習 

（四） 商業管理 
職群概論/中英文文書處理/簡易記帳實務/產品推廣

實務 

（五） 餐旅 
職群概論/中餐製作/點心烘焙/西餐製作 

/飲調 
稻江護家 

（六） 家政 職群概論/美容/美髮/幼兒保育/時尚話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