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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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4班 807班 901班 

            第二名 705班 808班 905班              第二名 708班 806班 903班 

            第三名 708班 806班 907班              第三名 701班 802班 906班                           

 

訓育組 

一、100/1/10（一）舉行七、八年級多元學習成果展，請各社團同學加強準備。 

二、臺北國際花卉博覽會大同區的另一階段門票特惠期為 100/2/21（一）至 2/27（日）

止，請多加利用。 

 

生教組 

一、穿著制服長褲請將上衣紮進褲內，腰間必須繫上學校規定之皮帶

二、重申手機使用規定： 

；早晚溫差大，

請同學記得穿著外套上學，亦請將外套拉鍊拉上，時時刻刻注意自己服裝儀容，

保持整潔有品德的一面。 

（一）有手機使用需求之同學，先行將手機申請書填妥並繳交至生教組(申請書置放於 

  訓導處)。（二）申請手機到校，絕對不向同學透露自己有申請手機到校。 

（三）絕對不借手機給任何同學使用。（四）上課絕對不開機

      手機，若有遺失，學校不負保管之責。（六）若下課時間必須使用手機，

。（五）自行妥善保管 

      

請到 

導師室或訓導處報備，嚴禁直接在教室或公開場合使用手機。

      直接由學校代為保管手機，請家長到校領回，並取消攜帶手機到校權利。 

（七）違反規定， 

三、有改過銷過需求的同學，請自行至訓導處拿取改過銷過申請表，並於觀察期過後

將申請表送交生教組。寒假改過銷過申請表繳交截止日為1/14（五）

四、請同學隨時注重品德與禮節，遇見師長須問好，

，請同學把

握時間，若有任何疑問，亦請洽詢生教組。 

下課時間勿亂吼、亂叫、吹口哨

影響他人，彼此相互尊重

五、請同學轉知家長，上學及放學時段校門口人車眾多，有迴轉需求的車輛請從中興

；在校外亦須注重禮節，搭乘大眾運輸工具請將博愛座

讓給有需要的人，注意講話音量，做個有品德的忠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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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急診室前迴轉，勿直接於校門口迴轉而造成危險；學生過馬路請全程行走斑

馬線，勿因一時搶快而造成危險。 

 

體育組 
   一、七、八年級班際拔河賽成績公告： 

七年級冠軍 707、亞軍 706、季軍 705、殿軍 701。 

    八年級冠軍 807、亞軍 804、季軍 802、殿軍 808。 

   二、賀！本校籃球隊參加 99學年度中等學校乙級籃球聯賽榮獲殿軍！隊員名單如下 

（一）七年級-705謝承志、707林建銘、707許峻嘉 

（二）八年級-805蘇哲賢、807陳律諺 

（三）九年級-901鄭承甫、905陳彥宏、906郭政賢、907王瑞麟、907蘇峻平 

   三、本校 807班全體同學參加台北市 99學年度班際大隊接力比賽，表現優異成績 

             5分 03秒 28破校慶比賽紀錄。 

 

教務處 
教學組 
一、99/12/28(二)7年級作業抽查；99/12/29(三)8年級作業抽查；99/12/30(四)9年 

    級作業抽查，當天第 1節下課，請各班學藝股長及各科小老師將作業整理好，帶 

    至 3樓會議室抽查。 

二、100/01/03（一）作業補抽查-7年級第 1節下課；8年級第 2節下課；9年級第 3 

    節下課，請各班學藝股長將補抽查的作業整理好，以班為單位，帶至教務處補查。 

三、凡作業經檢查優異者給予獎勵，未依規定送教務處檢查或有違規事項者按校規處 

    分(學生每被授課教師登記 1科「優良作業」，發予榮譽卡 10張，登記 2科「優良 

    作業」核予嘉獎 1次以玆鼓勵。每被登記 1科「缺交作業」則處以公共清潔服務 1 

    小時，登記 2科「缺交作業」則記警告乙次以玆懲罰)。 

四、9年級寒假輔導申請減免延長至 99/12/27（一）止。 

 
註冊組 
一、北區五專不參與北北基登記分發入學。欲就讀五專的同學請把握免試入學及北北

基聯測後申請抽籤入學的機會，倘若仍未獲錄取，需參加第 2次國中基測，取得

成績以參加全國登記分發入學。 

北區五專 100 學年度入學管道說明 

免 試 入 學 35％ 
 學生申請模式  

 在校 3學期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申請抽籤入學 
北區：35％～55％  在校 3學期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第 1次國

中基測或北北基聯測成績之 PR值（3者擇 1） 中、南區：35％ 

登記分發入學 北區：10％～30％  國中基測成績 



二、「100學年度北區五專聯合免試入學簡章」預購已於 12/21(二)發放，請同學詳閱 

    簡章。招生學校、一般生名額及報名基本條件節錄如下: 

校名 
一般生 

名額 

報名基本條件 

國立臺灣商業技術學院 123 在校 3學期成績總平均全校排名百分比在 15%(含)以內 

大華技術學院 154 無 
慈濟技術學院 52 無 
致理技術學院 114 在校 3學期成績總平均全校排名百分比在 60%(含)以內 

醒吾技術學院 123 在校 3學期成績總平均全校排名百分比在 95%(含)以內 

北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131 在校 3學期成績總平均全校排名百分比在 90%(含)以內 

蘭陽技術學院 175 無 
德霖技術學院 158 無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105 無 
黎明技術學院 77 無 
長庚技術學院 147 在校 3學期成績總平均全校排名百分比在 30%(含)以內 

華夏技術學院 35 無 
崇右技術學院 105 無 
台北海洋技術學院 115 無 
康寧醫護暨管理專科學校 205 無 
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242 無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385 無 
聖母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287 無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455 無 

合計 3188 各校除報名基本條件外，尚有錄取比序順位，請參閱簡章。 

三、北北基高中職甄選類別及承辦學校有：音樂(國立新店高中 2219-3700)、美術 

   (北市立中正高中 2823-4811)、舞蹈(北市立復興高中 2891-4131)、戲劇(私立華岡 

   藝校 2861-2354)，請有意報考上列類別的同學至註冊組登記，以利日後確實宣導。 

四、請應屆考生踴躍至『國民中學學生基本學力測驗推動工作委員會』參閱考試相關 

    訊息。網址:http://www.bctest.ntnu.edu.tw/ 

 

設備組 

一、「教育部 99年度科學教育學習網『科學之美』攝影徵選活動開始報名，活動至 

    100/2/28（一）止，詳細活動方式，請參閱科學教育學習網  

   〈http://science.edu.tw/index.jsp〉歡迎對科學攝影有興趣的師生，踴躍報名。 



二、本校 99學年度科學展覽評審成績公佈如下：請同學繼續秉持著科學態度與求真求 

    實的精神，繼續加油努力！ 

類別 作品名稱 組員 獎項 

物理 水（誰）到極限了? 808陳鋇誼、黃俊愷、黃璽翰 優等 

物理 B4擴音器 
808賴侑諄、801吳仲升 

802陳致廷 
優等 

化學 紙樹開花 
808徐詩婷、804黃語柔 

805陳枚伶、802黃筱芸 
優等 

數學 火柴盒內的小居民 
807張語筑、吳依倫、張安、 

    陳佳佐 
優等 

應用科學 新舊智慧 801吳仲升 優等 

應用科學 
澳洲土著的祕密

武器 

902盧健嘉、林財德、鍾季霖、 

蕭宇庠 
優等 

生物 
解開酵素的深層    

密碼 
701彭亯喨、張紘翊、林衍辰 佳作 

生物 怕「蛇」嗎？ 805陳思穎 佳作 

生物 雜草剋星 
708王胤筌、廖柏霖、許珈愷、 

    楊庭誌 
研究精神 

生物 灰色的外來訪客 802葉凰玉、801徐靖雯 研究精神 

生物 箇中翹趴趴鼠 801陳志銘 研究精神 

應用科學 指紋下的奧祕 
708林威宇、吳胤平、王英宇、 

何昱達 
研究精神 

三、為培養做中學、學中做的科學素養，北市麗山高中於 1/24(一)至 1/26(三)3天為 

國中 8年級學生辦理「國中生科學研習營」，報名時間至 100/1/7/（一）止，費用 

    350元。本校可報名數學組 2人及自然組 5人，名額有限，歡迎有興趣的同學至設 

    備組報名。 

 

資訊組 

※網路競賽名次公布 

網路閱讀作文七年級：第一名 701蔡惟淳、第二名 703許舒涵、第三名 702陳玠宏 

網路閱讀作文八年級：第一名 805羅凱齡、第二名 802葉凰玉、第三名 807張 安 

網路閱讀作文九年級：第一名 906簡子芸、第二名 905蔡金樺、第三名 907陳映羽 

網路查資料七年級：第一名 705黃宇慶 、第二名 701王凱弘、第三名 703陳威霖 

網路查資料八年級：第一名 803劉 煒、第二名 808黃璽翰、第三名 806張庭瑋 

網路查資料九年級：第一名 901劉子儀 、第二名 908連偉廷、第三名 906程鼎龍 

獲獎同學請於 12/27 (一)朝會時，先至頒獎台前集合領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