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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北 市 立 淡 水 高 級 商 工 職 業 學 校 108 學 年 度 第 一 學 期 班 會 通 報 

108（1）學字第 011 號 

週    次 第 十三 週 時    間 108 年 11 月 20 日  13:00 

中心德目 和平 

討論題目 ※如何推展輕聲細語運動？ 

交               待               事               項 

訓育組： 

1. 本週第五節為班會課，第六、七節社團活動正常上課。普通科二、三年級班級活動暫停一

次。 

2. 每週二、五早上 7:30辦理朝會，請同學準時到校參加。 

3. 壁報製作請各班學藝股長準時完成。各班壁報製作由學藝股長負全責，並請以海報紙全開

橫式製作，未按時繳交壁報或製作潦草之班級學藝股長記警告乙次。 

壁報名稱 週次 出刊日期 星期 交件日期 星期 製作班級(年級) 

交通安全特刊 14 108/11/27 三 108/11/25 一 
機二甲乙、電二甲乙 

機一甲乙、普二丙 

用藥安全尊重

生命特刊 
16 108/12/11 三 108/12/09 一 

訊一甲乙、資一甲乙 

普一丁、資二乙 

普二丁 

4. 11月 20 日、11 月 27日(星期三)日語初級班、進階班第 6~8 節正常上課 

5. 11月 22 日、11 月 29日(星期五)日語檢定班正常上課 16:00~18:30。 

6. 訓育組甄選司儀，請一年級同學有意願擔任司儀的同學，可至訓育組報名。 

社團活動組： 

1. 今年度日本姊妹校明櫻高校來訪接待活動已辦理完畢，感謝參與班級的支持與熱情接待。 

另 12/5(四)日本流山高校蒞校交流活動，計有約 200位學生，預計請普二 4班、會二、機

二、園二、訊二、商二甲、資二、餐二等共 17個班擔任接待。 

2. 本週三 11/20第 5次社團活動。請欲參加聖誕聯歡表演的社團，11/21 放學前至活動組報

名。 

3. 請於 11/28(四)放學前將校慶紀念品票選單繳回至學務處活動組，每一項紀念品皆要投票。 

4. 愛書人社，今日社團課請至聚賢廳參加閱讀理解社群講座。 

生活輔導組： 

1.校園安全宣導: 

(1)提醒學生上學勿單獨太早到校，放學不要太晚離開校園，務必儘量結伴同行或由家人陪同，絕不行

經漆黑小巷或人煙罕至的地方及進出危險場所。 

(2)同學應配合學校作息時間，課餘時避免單獨留在教室，不單獨上廁所，避免單獨到校園偏僻的死

角，確保自身安全。 

(3)課後社團及課後照顧班或自習班級之教室應集中配置，減少放學後樓層出入口動線，便於加強管控

人員出入，在校遇陌生人或可疑人物，應立即通知師長。 

(4)遇陌生人問路，可熱心告知，但不必親自引導前往，應隨時注意自身安全，切勿聽信他人的要求，

交金錢或隨同離校。 

(5)在校外發現陌生人跟隨，應快速跑至較多人的地方或周邊最近愛心(便利)商店，並大聲喊叫，吸引

其他人的注意，尋求協助。 

2.防範一氧化碳中毒宣導:如何防止一氧化碳中毒 

  當我們聞到瓦斯外漏的氣味時，會意識到危機而趕緊處理。然而真正的隱形殺手-「一氧化碳」，

卻往往會因其具有無色、無味的特性而遭忽視，以致不幸事故層出不窮。如何有效防範一氧化碳中



 2 

毒，確實遵照「五要」原則，是不二法門。 

(1)要保持環境的「通風」：避免陽台違規使用、加裝門窗、紗窗不潔及晾曬大量衣物等情形。 

(2)要使用安全的「品牌」：熱水器應貼有 CNS（國家標準）及 TGAS（台灣瓦斯器具安全標示）檢驗合

格標示。 

(3)要選擇正確的「型式」：室外專用型（RF）、室內強制排氣型（FE）、室內自然排氣型（CF）熱水

器。 

(4)要注意安全的「安裝」：由合格技術士依安裝標準安裝。 

(5)要注意平時的「檢修」：熱水器應定期檢修或汰換，如發現有水溫不穩定現象或改變熱水器設置位

置或更換組件時，均應請合格技術士為之。 

一氧化碳中毒處置措施 

  發現一氧化碳中毒患者時，首先應放輕動作、緩慢的打開門窗，使一氧化碳隨空氣流動飄散

出去。再將患者移到通風處所，鬆解衣物，並使中毒者下顎向上抬高，保持呼吸順暢；若中毒者

無呼吸心跳必須實施心肺復甦術，並儘速撥打 119電話送醫急救。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消防局） 

3.網路霸凌宣導： 

「網路霸凌」的行為是否觸法，必須視留言內容而定，刑事警察局認為，假如是單純的騷擾，例如嘲

笑人個子矮、長相醜，而且只要沒有將這些內容發表在公開討論區上，並沒有違法。  

但若留言的內容，已足以讓當事人感到名譽受損，則可能觸犯刑法第三一○條誹謗罪，可處以一年以

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 

假如當事人對內容有心生畏懼的感覺，則可能觸犯刑法第三○五條妨害自由罪，可處二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罰金，若情節嚴重，則違反第三四六條恐嚇罪，可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

徒刑，得併科一千元以下罰金。 

 

4.交通安全宣導: 

鑑於電動自行車逐漸普及衍生該交通事故頻傳，經查「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及「道路交通安

全規則」已明定有關電動自行車不得擅自增、減、變更電子控制裝置或原有規格、最大行駛速率及駕駛

人應配戴安全帽等相關規定。 另近年來高齡者交通安全意外事故居高不下，請學生禮讓與協助高齡者

安全穿越路口，並給予尊重與關懷，以降低高齡者交通意外事故。 

衛生組： 

本週重點宣導，務必轉達全班： 

(1) 韓國教育旅行(釜山-首爾)將於 12月起正式招生，預計出發日期為 109 年 5月 17 日-5

月 23日(7天 6 夜)，預計費用為新臺幣 3 萬元，請有興趣的同學注意學校最新消息公告。 

(2) 戒菸教育班於 11/20(三)下午實施，請收到通知的同學準時參加。 

(3) 我拒菸、我驕傲!!!拒絕菸害也拒絕傷害~~~ 

環境整潔： 

(1) 垃圾場及資源回收室開放時間為 13:50-14:10 或調整打掃時間，如擅入將以校規處分。 

(2) 請各班確實打掃，以免寒假需要返校唷!!! 

健康促進： 

(1) 本學年持續獎勵口腔保健，如有前往牙醫診所進行齲齒治療或洗牙等，可持收據至學務

處衛生組敘予嘉獎一次唷! 

(2) 本校與荷星牙醫(新市國小對面)合作，出示學生證看診免掛號費，僅需部份負擔 50

元，有需要的同學請電話預約~(地址：新北市淡水區中山北路二段 205 號  電話：

(02)2626-6070) 

資源回收宣導： 

https://www.google.com/search?q=%E8%8D%B7%E6%98%9F%E7%89%99%E9%86%AB&oq=%E8%8D%B7%E6%98%9F%E7%89%99%E9%86%AB&aqs=chrome..69i57j0l4.5000j0j7&sourceid=chrome&ie=UTF-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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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珍惜地球資源，請隨手分類回收再利用。 

(2) 紙類≠紙餐盒，請勿將紙餐盒、紙容器投入紙類回收唷！ 

(3) 本校玻璃類回收需付費予廠商，請同學避免使用、重複使用，或帶回家交由清潔隊回

收。 

5.健康中心: 

(1) 請尚未繳交視力不良就醫通知單的同學，利用時間到具有眼科的醫院或診所就醫，並

將回條繳至健康中心，本學期視力不良就醫率達 85%的班級，全班給予嘉獎乙支以茲鼓

勵。截至目前為止，全班均未繳交回條的班級如下： 

普通一乙 會計二甲 園藝二甲 電子二乙 普通二乙 

餐飲三甲 資訊三甲 電子三乙 控制三甲 控制三乙 

普通三甲 普通三丙 普通三丁   

請以上班級，儘速繳交。 

(2) 請收到健康檢查複檢矯治報告回條聯(新生健康檢查有異常項目及牙科檢查異常者)，

利用時間到醫院或診所就醫進行複檢，並將複檢回條繳回健康中心。 

(3) 預防腸病毒及流感，請各位同學做好保護自己的措施： 

a. 勤洗手！！飯前、飯後和便前、便後都應洗手，準備餐點之前也應洗手。 

b. 蔬果要清洗乾淨；避免生食生飲。 

c. 避免共食，勿和同學共吃一份食物。 

d. 注意居家環境衛生。 

e. 有感冒症狀， 請立即戴上口罩，視情況請假休息或就醫。 

f. 生病不上課！！有發燒、腸胃炎類似症狀或確診請一定請假在家休息，待症狀改善

再返回學校上課。 

    (4) 認識流感： 

傳染途徑 

＊主要是透過感染者咳嗽或打噴嚏所產生的飛沫將病毒傳播給其他人，尤其在密閉空間，由於

空氣不流通，更容易造成病毒傳播。 

＊流感病毒可在低溫潮濕環境中存活數小時，故可短暫存活於物體表面，所以也可經由接觸傳

染，如手接觸到污染物表面上的口沫或鼻涕等黏液，再碰觸自己的口、鼻或眼睛而感染。 

＊由於流感病毒是經由飛沫及接觸傳染，可於人潮擁擠處快速傳播，亦容易隨著旅遊及經貿、

社交等活動，而加速疾病散播。 

潛伏期 

＊典型流感的潛伏期約 1～4 天，一般為 2天。 

＊罹患流感的人，在發病前 1 天至症狀出現後的 3-7天都可能會傳染給別人，而幼童的傳播期

甚至可長達數十天。 

發病症狀 

感染流感後主要症狀為發燒、頭痛、肌肉痛、疲倦、流鼻涕、喉嚨痛及咳嗽等，部分患者

伴有腹瀉、嘔吐等症狀。 

預防方法 

1.預防流感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按時接種流感疫苗。 

2.維持手部清潔 

3.注意呼吸道衛生及咳嗽禮節 

4.生病時在家休養 

5.流感流行期間，減少出入公共場所或人多擁擠地方。 

6.保持室內空氣流通，降低病毒傳播機會，上課時請開窗。 

7.注意飲食均衡、適當運動及休息，以維護身體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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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流感及一般感冒區別，請見下圖： 

校園流感疫苗集中接種 

本年度校園流感疫苗集中接種已經開始辦理，將全面接種 4價的流感疫苗，以提供同學們較好

的保護力，本校排定 12月 26 日（星期四）辦理全校學生流感疫苗集中接種，預計於接種前 3

週發放意願書。 

體育組： 

1. 運動會各項目前八名成績已公告在體育組公佈欄及學校首頁—最新消息。 

2. 科際籃球比賽預計於 12/5~12/11 舉行，各組比賽賽程將於抽籤完成後公告在體育組於公佈

欄及學校首頁—最新消息。歡迎同學於各科出賽時間到場加油。 

3. 科籃比賽期間各班同學若欲進場觀賽，請事先經過任課老師同意並以班級為單位方可進場

觀賽，並於每場結束後統一離場。 

4. 體育課期間請同學穿著學校規定之體育服裝，班服或科服謹限於全校活動或各科內舉辦活

動時穿著。 

5. 天氣變化多端，請同學於體育課中注意身體狀況，隨時補充水份，如有身體不適立即向任

課老師反應。 

6. 同學如於校內有拾獲學校體育器材(籃球、排球球體上皆有印製淡水商工或教學專用字樣)

請盡速送回體育組，切勿佔為己用，若經發現將暫停該班級借用器材一周。 

教務處： 

教學組 

1．108年 12月 2、3日為第 2 次段考，請同學提前準備爭取最佳成績。應試時，請遵守考試規則。 

2．普通科 1 年級「多元選修」「彈性學習」及職科 3 年級「選修課程」，學藝股長或負責同學「教室日

誌」務必領取，下課後點名表送回學務處。 

3．有意願報名多益英語測驗的同學，請到教學組拿取報名表，填妥後一併於 12 月 11日(星期三)中午

12:00~13:00當日自行到教務處後方長桌繳交報名表及費用給多益單位承辦人。 

4．108學年度第 1學期學習扶助已經開課，請有意願參與之同學務必繳交家長同意書，並請珍惜任課

老師用心，準時出席上課，勿任意缺席。參加同學放學交通自理。 

 

註冊組 

1．109學年度大學「繁星推薦」入學招生校系參採「學科能力測驗科目」請至大學甄選委員會

(https://www.cac.edu.tw/star109/index.php)查詢。109學年度大學「大學申請」入學招生校系

參採「學科能力測驗科目」請至大學甄選委員會(https://www.cac.edu.tw/apply109/index.php)

查詢。 

2．大學招生委員會聯合會建置「大學多元入學升學網」並建置「特殊選才」招生專區，提供各校招生

資訊，以供考生參考，爰各校招生資訊可於大學多元入學升學網(http://nsdua.moe.edu.tw)查詢

參考。相關訊息亦公告於學校首頁最新消息。 

3．108學年度第二學期學雜費減免申請日期為 11月 15日(星期五)至 11月 27 日(星期三)。若學生有

身分變更，請務必上網登錄各項減免(含免學費、低收、中低收、特殊境遇、身障、身障子女、軍

人子女、原住民生、軍教遺屬…)。學生完成網路申請後，註冊組預計於 12 月 3日(星期二)發給書

面申請表，請學生家長簽名後，併各項證明文件於 12月 11日(星期三)前交回各項減免申請表及證

明文件(低收入戶證明因跨年度，可於 12月前另行補交證明，申請表仍依原先期限繳交)。 

報名網址:學校首頁/全訊/在校生學雜費減免(http://act.tsvs.ntpc.edu.tw/Fee/index_Stu.htm)  

4．一年級學生證已於 11/15發畢，請各年級同學至悠遊卡公司執行記名作業，以利遺失時，自行掛失

學生證悠遊卡功能。 

5．配合 108課綱及 111學年度起適用之大學多元入學方案之實施，大考中心於 108年 10月 1日公告

111學年度起適用之「考試說明」相關文件於官網，包含： 

(1)學科能力測驗：總說明、國文考科（含國綜與國寫）、英文考科、數學考科（含數學 A與數學

http://act.tsvs.ntpc.edu.tw/Fee/index_Stu.htm


 5 

B）、社會考科、自然考科。 

(2)分科測驗：總說明、數學甲考科、歷史考科、地理考科、公民與社會考科、物理考科、化學考

科、生物考科。 

(3)高中英語聽力測驗。 

(4)「考試說明」相關問與答。 

(5)如有需要，可至官網（https://www.ceec.edu.tw） 

6．第二次段考補考申請(公假、喪假、病假可申請補考/事假無法補考): 

(1)申請書於 11月 29日(星期五)中午前交，且須完成請假或簽呈方可參加補考。 

(2)若申請書繳交前找不到任課老師得請導師代簽並轉知有補考考卷需批改。 

(3)補考考生請於 12月 4日(星期三)上午 8:00攜帶考試用具準時到教務處參加補考。 

(4)公假、喪假依實得成績登錄，病假最高分 60分。 

7．108年 12月 19日(星期四)至 1月 2日(星期四)預計為一年級轉科申請，普科二年級轉組申請。轉

科申請資格為本學期未達記大過(含警告、小過)以上之處份，且該學期之國文、英文、數學成績及

格(含補考及格但不含重補修及格)或學期班級排名在前三分之一才得申請轉科。轉科考試預計於 1

月 16日(星期四)辦理。 

8．註冊組辦理 109年大學學測、英語聽力第二次及術科考試報名，請提醒三年級學測報名同學注意下

列日期。 

   學測 

   (1)寄發考試通知:108.12.19(星期四) 

   (2)公佈試場分配表:109.1.3(星期五) 

   (3)考試:109.1.17(星期五)~109.1.18(星期六) 

   (4)寄發成績通知單:109.2.25(星期二)  

   英語聽力測驗第二次 

   (1)寄發考試通知:108.11.26(星期二) 

   (2)公佈試場分配表:108.12.6(星期五) 

   (3)考試:108.12.14(星期六) 

   (4)寄發成績通知單:108.12.26(星期四) 

   術科考試 

   (1)寄發准考證:108.12.19(星期四) 

   (2)公佈試場分配表: 體育組:108.12.27(星期五) 

                      音樂組、美術組:109.1.3(星期五) 

   (3)考試:體育組:109.1.20(星期一)~109.1.22(星期三) 

           音樂組:109.1.31(星期五)~109.2.3(星期一) 

           美術組:109.2.8(星期六)~109.2.9(星期日) 

   (4)寄發成績通知單:109.2.25(星期二) 

9．109年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日期為 109年 5月 2、3日(星期六、日)。 

校內上網報名:108.11.25(一)~108.12.10(二) 

發放報名確認表:108.12.12(四) 

繳交報名確認表及繳費:108.12.12(四)~108.12.16(一) 

報名路徑:全訊校務系統/四技統測報名(http://act.tsvs.ntpc.edu.tw/tcte/findtcte.asp) 

10． 大學特殊選才招生訊息，供查閱! 

(1)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學士班「特殊選才」，報名日期至 108.11.20 

   簡章網址: http://exam.tnua.edu.tw/  

(2)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學士班特殊選才招生資訊，報名日期至 108.11.20 

      報名網址: https://exam.ntue.edu.tw/ 

(3)國立宜蘭大學學士班特殊選才招生資訊，報名日期至 108.11.22 

   簡章網址: https://admniu.niu.edu.tw/bin/home.php 

(4)國立聯合大學學士班特殊選才招生資訊，報名日期至 108.11.25 

   簡章網址: http://exam.nuu.edu.tw/  

https://www.ceec.edu.tw/
http://act.tsvs.ntpc.edu.tw/tcte/findtcte.asp
https://admniu.niu.edu.tw/bin/home.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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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原大學學士班特殊選才招生資訊，報名日期至 108.11.26 

   簡章網址: https://cycu.edu.tw/點選「招生專區」至「簡章下載」 

(6)國立臺灣大學學士班「特殊選才」及「希望入學」招生資訊，報名日期     

   至 108.11.29 

   公告網址: http://www.aca.ntu.edu.tw/recruit.asp 

(7)長榮大學學士班特殊選才招生資訊，報名日期至 108.11.29 

    報名網址: http://cjcu.tw/r/Gevuwd 

(8)國立臺北大學學士班特殊選才招生資訊，報名日期至 108.12.2 

   公告網址:http://sociology.ntpu.edu.tw 

(9)國立臺東大學學士班特殊選才招生資訊，報名日期至 108.12.9 

   簡章網址: https://enrl.nttu.edu.tw/ 

(10)中信學校財團法人中信金融管理學院大學部招生。 

   公告網址: http://recruit.ctbc.edu.tw 

(11)國立屏東大學運動績優單獨招生，報名日期至 109.1.6 

   報名網址:https://webap.nptu.edu.tw/oess/default.aspx 

(12)景文科技大學運動績優單獨招生，報名日期至 109.4.24 

11． 新增獎學金公告-獎學金相關訊息，請洽註冊組幹事張裔誼小姐。相關訊息到本校全訊校務系統

內獎助學金查閱！ 

(1)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函轉「社團法人中華佛教善緣慈善會誌善進步   

    獎學金」~校內申請日期至 108.11.13 

   (2) 淡水扶輪社獎學金申請時間截止日更改為 108年 11月 21日(星期四)，   

       請欲申請同學注意時程，把握自身權益。 

12． 獎學金相關訊息公告於班會通報、校務行政系統/獎學金公告

(http://csv.tsvs.ntpc.edu.tw/award/stuaward.asp)及教育部「圓夢助學網

http://helpdreams.moe.edu.tw/，請同學務必注意以爭取自身權益。 

設備組 

1.108學年校內科展報名表在放置班級櫃內，預計 12月 11日星期三下午辦理初 

  賽，通過初賽且成績優異的同學，將於明年(109年)參加新北市科展競賽。科   

  展報名表，如不敷使用，可至教務處設備組領取，或至學校首頁/教務處/設備   

  組，下載列印。 

2.班級的教學擴音機，請同學不要私自接線，以免與全校原有的廣播訊號混在一  

  起，造成他班的教學干擾。 

試務組 

1.輔導室將於 108年 12月 6日(星期五)舉辦學習歷程檔案系統操作種子學生培   

  訓計畫，  請一年級(綜職科除外)各班輔導股長及學藝股長當天 12時 20分準  

  時至腦 3集合。 

  備註:系統操作須使用新北市校務系統學生帳號密碼進行操作，如忘記密碼的  

       同學請提前向導師申請復原密碼。 

2. 因應 108課綱，一年級學生須於學習歷程檔案系統學生上傳課程學習成果及  

   多元表現，課程學習成果每學期至多上傳件數 5件，多元表現每學年至多上 

   傳件數 15件。上傳時間為 108年 12月 6日至 109年 1月 2日，請同學務必      

   於規定時間上傳，以免影響自身權益。 

http://www.aca.ntu.edu.tw/recruit.asp
https://enrl.nttu.edu.tw/
http://recruit.ctb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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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教組 

身心障礙學生如欲申請轉科的同學，轉科流程如下:召開個案會議(11月中)→召開特推會同意轉科(12

月初)→始得填寫學校轉科申請表(12月中後)。如有轉科之需求，請導師與資源班導師連繫轉科事

宜。 

圖書館： 

1.自 108 年 11 月 15 日(星期五)開始，進行各班班級網路節點施作工程，至各棟教學大樓施工

的時程已公告在學校首頁，請同學配合作業，輪到施工期間，下課後勿鎖門，並請注意安

全。 

2.新北市教育局推動「多元閱讀」活動，提供班上同學訂閱雜誌或報紙，請同學可於班會時間

定期討論並記錄心得於學習單上，每學期每班請務必繳回至少 3篇學習單。 

3.圖書館一樓(健康中心對面)及二樓(書庫入口)皆設置閱讀角落，過期雜誌或未編目書籍皆供

師生自行取閱，歡迎多加利用！ 

4.圖書館徵求長期義工，學期末會發給服務證明，歡迎找主任洽談！ 

本通報由班長宣讀並列入紀錄後，公佈在班級公佈欄。  宣讀人簽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