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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北 市 立 淡 水 高 級 商 工 職 業 學 校 108 學 年 度 第 二 學 期 班 會 通 報 

108（2）學字第 019 號 

週    次 第 十九 週 時    間 109 年 7月 1日  13:00 

中心德目 廉恥 

討論題目 ※如何發揚誠實美德? 

交               待               事               項 

學校防疫宣導: 

1. 疫情雖稍趨緩，仍提醒各位同學勤洗手、適時佩戴口罩，教室消毒每周維持至少一次。 

2. 請確實登記每日體溫於班級體溫登記表，每週五繳回健康中心。 

3. 教育局來函考量全球疫情嚴峻，為保護學生健康，本市所屬學校學生於暑假期間應避

免出國。 

訓育組： 

1. 本週第五節為班會課，第六、七節為社團活動暫停一次，普通科二、三年級班級活動 9。 

2. 本週三 7 月 1日(星期三)日語初級班、進階班正常上課。7月 3日(星期五)日語檢定班正

常上課。 

3. 日語集訓班開課時間為 7/16-7/17、 7/20-7/24、7/27-7/29，每天 8:30-12:00 13:00-

16:30要報名的同學請在 7/3(星期五)放學前至訓育組報名。 

社團活動組： 

1. 提醒各社新生招生活動訊息： 

(1)7/10 本校辦理新生報到，各社團可於之前做好招生海報，經活動組審核後張貼。 

(2)8/24、25為新生始業輔導，可安排招生表演活動，場次有限，請至活動組報名。 

2.依據 109年 5 月 27日新北市政府函，社團成果發表會視情形辦理。應遵守之防疫原則： 

(1)場地選擇以室外場地辦理為優先，室內場地需確保通風換氣情況，冷氣開啟時亦要保持場

地通風性。 

(2)觀眾座位安排應落實室內 1.5公尺、室外 1公尺之間距，無法維持社交距離時，應戴口

罩。 

(3)活動辦理前、後應進行場地消毒及清潔，入口應設置酒精提供觀眾使用。 

(4)活動觀眾應以家長為優先，事前應先調查家長參與情形並登記，於防疫措施完備及總量管

制之前提下，適度開放參與人數。 

(5)參加人員採實名制並進行體溫檢測，身體不適或體溫過高者應禁止參加。 

(6)事前練習亦遵守前開防疫原則。 

因應未來疫情發展變化，活動辦理規範將依據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最新防疫規定進行滾

動式調整。 

3.7/3(五)公布一年級升二年級 109 學年度社團確定名單，社團為一學年，下學期不得轉社。 

生活輔導組： 

1. 本學期的請假單請於 7月 14日(星期二)上午 11點前完成核章並投入假單信箱，逾時不受
理！ 

2. 申請下學期學生專車方式說明： 
(1)本學期未搭乘學生專車的同學，下學期(109-1)若需搭乘，即日起請至學務處生輔組領取

《專車申請表》，並於 109年 7月 3 日(五)前繳交申請表至生輔組。 
   (2)現正搭乘學生專車的同學，6 月 29 日(一)放學起車長會在車上傳閱調查表，請填寫調查

表即可，不須重新領取專車申請表填寫。 
(3)新學期 109(1)搭車名單公告後僅受理 9月 20日前提出退搭申請，並於 10 月 1 日起退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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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故仍需支付 109 年 8、9 月份車資！ 
3.水域安全教育宣導：學生溺水事件案例教育  

 

學生基本資

料 

一、就讀學校、年級：A、B、C、D、E 生（本市○○高

中         國中部應屆畢業

生） 

二、就讀學校是否實施游泳及自救能力教學：是  

三、學生游泳能力：A 生（第 1 級）、B 生（第 5

級）、 

C 生（第 2 級）、D 生（第 2

級）、  

E 生（第 1 級） 

發生時間 106 年 6 月○日下午 2 時左右 

發生水域 本市金山區水尾漁港沙灘  

前往該地點 

的目的 
從事戲水活動  

發生經過 

一、A、B、C、D、E 生與同學一行約 7 人相約於畢業典

禮後隔天前往本市金山區水尾漁港沙灘從事戲水活

動，A 生等 5 人下海戲水，未料大浪來襲，將 5 人

淹沒，其中 1 人自行游泳上岸，3 人獲救，1 人遭

海浪沖走。  

二、遭浪沖走之 A 生於案發隔日尋獲遺體，確認不幸罹

難。 

事件分析 

一、案發時間為夏日午後，天氣炎熱，因時逢退潮，大

浪來襲，導致 5 人遭浪捲走。  

二、案發地點為本府消防局公布之危險水域，該水域位

於金山區水尾漁港旁之出海口，現場設有救生圈但

無人看管，過去亦曾發生溺水案件。  

各校配合 

宣導事項 

一、請學校配合本市政策，持續辦理游泳與自救能力教

學及校園水域安全宣導。  

二、請利用學校集會場合，宣導學生於出遊時應注意天

候狀況，慎選安全之戲水地點，確認現場具備救生

人員及救生器材，下水前應衡量自身能力，留意自

身安全，切勿勉強行事。  

三、請利用各項管道如聯絡簿、親師會談、家庭訪問

等，告知家長注意學生出遊安全，避免學生出入未

有救生人員之水域場所及危險水域從事戲水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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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反詐騙宣導: 

這裡有一份很輕鬆的兼職工作，只是在 X 皮賣場幫賣家刷好評及衝高交易量，每天達到

一定單數，就能拿回饋金! 操作方法很簡單，下載手機 APP 程式，儲值 1 萬元，達到每

天刷單量就回饋 400 元，回饋金又可以再投入本金，讓你的錢滾錢、利加利，「只要存

錢、就能賺錢」!! 

有看過這樣的廣告嗎?? 你...心動了嗎?? 

刷評軍團衝好評拚獎金 儲值本金全遭詐!!! 

彰化縣一名 L 姓男子，提領部分佣金之後，發現自己的帳戶遭銀行凍結；嘉義市一名 C

姓男子，匯出 2 萬元儲值本金之後，隔天就發現該 APP 登不進去，網站已關閉... (以下

省略 3000 字) 

沒錯!! 這是詐騙啊 !!  

刑事警察局呼籲，民眾在網路上看到標榜工作輕鬆、投資獲利高的廣告話術，務必提高

警覺，並確認工作內容，避免在不知不覺中，誤以為自己從事的工作只是簡單的網拍小

幫手，實際上卻成了詐騙集團的幫兇。 

衛生組： 

重點宣導 

1. 近日亞洲鄰國第二波疫情再起，提醒同學若無法保持社交距離時，仍適時佩戴口罩，教室消

毒每周維持至少一次。 

2. 高三畢業之後，由高一高二班及協助掃區，各班掃區已發送責任分配表，請各班排定人員打

掃，衛生糾察巡檢評分。 

3. 暑假期間如有早餐券需求(需實際到校上課或練習)，請於 7/10 前至衛生組登記。 

例行宣導： 

1.早午餐補助如有新增或取消(休學、轉學、轉科等)請通知衛生組。  
2.班級垃圾袋目前維持每月 1 包、分類回收袋 8個(不足者請班級自行購置)，各項掃具如有缺

少，可至衛生組登記領取。 

3.期末將至，期末大掃除教室須淨空，請同學將個人物品分批攜帶回家；持續推動垃圾減量、

資源回收，請大家珍惜資源愛地球~ 

4.健康中心 
(1) 勤洗手、戴口罩！！，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武漢肺炎)疫情，同學務必勤洗手，若

未能保持社交安全距離(室外 1 公尺、室內 1.5 公尺)，建議應全程配戴口罩。 

(2)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武漢肺炎)，本校將針對學生入校測量體溫，體溫測量紀錄

表，請於週五中午前繳回健康中心，並領取新表單(置於學務處班級櫃)。 

(3) 請各班確實執行班級以漂白水消毒作業，並填寫「新北市立淡水商工教室環境清潔及消

毒紀錄表」，學務處將不定期查核。 

(4) 預防傳染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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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室保持開窗通風。 

c. 蔬果要清洗乾淨；避免生食生飲。 

d. 避免共食，勿和同學共吃一份食物。 

e. 注意居家環境衛生。 

f. 有感冒及腸胃炎不適症狀，請立即戴上口罩，視情況請假休息或就醫。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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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衛教_蟲咬、過敏處理原則： 



 4 

a. 先將患處用肥皂水徹底清洗乾淨。 

b. 使用過敏藥膏塗抹於患處(若無傷口可不需紗布包紮)。 

c. 依「冰敷的方法」進行冰敷，以止癢並減少腫脹。 

d . 觀察有無過敏性休克之症狀，例如：頭暈、血壓低、全身潮紅或蒼白濕冷、呼吸困

難、喉嚨緊縮感…等，需立即就醫。 

★冰敷的方法： 

a. 受傷後愈早冰敷愈好。 

b. 每次冰敷的時間為 10~15 分鐘。 

c. 連續冰敷 10 ~15 分鐘後，間隔 5-10 分鐘再冰敷。 

體育組： 

1. 天氣日漸炎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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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請同學上室外課程時自備水瓶裝水，勿直接以口手接取飲水機之水飲用。 

2. 期末將至各項術科不理想同學請利用時間找老師補考，以免影響期末成績。 

3. 學校籃框嚴禁使用任何方式吊掛或拉扯，以免造成人員傷害以及設備的損害。 

4. 近期發現部分同學以不當之方式使用體育器材，請同學共同維護學校公有之器材，爾後若再

行發現則禁止該班級相關人員借用器材。 

5. 教育部健康體育護照網址為 http://passport.fitness.org.tw/，請同學務必上網登錄，並

多加利用掌握自己體適能狀況，帳號密碼為身分證字號及學號(或座號)。高三同學有需要體

適能成績證明者請自行上網下載列印後至體育組核章。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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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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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體育組因應新型冠狀病毒防疫措施宣導： 

(1)體育課上前及使用運動器材後請務必洗手。 

(2)可自備桌球拍、羽球拍、撞球桿等個人器材。 

(3)維持規律運動習慣，增加身體免疫力以減少染病風險。 

教務處： 

註冊組 

1． 段末考補考申請(公假、喪假、病假可申請補考/事假無法補考): 

(1)申請書於 109年 7月 9日(星期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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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年 7月 14日(星期二)上午 9:00 攜帶考試用具準時到教務處參加補

考。 
2． 109學年度第 1 學期轉科考試 109年 7月 14日(星期二)，時程會另行公告至學校首頁最新

消息，請考生留意相關公告。 

3． 普二升普三學生，高中英聽測驗第一次校內網路報名時間自 109年 8月 19日至 109 年 9月

2日止，未繳交二吋、半身制服證件照電子檔者將無法報名，建議普三同學統一參加 109年

7月 8日學校所舉辦的拍攝證件照行程。 

4． 普三學生拍攝證件照，須統一穿著制服以及學校毛衣，並於當天繳交 125 元，繳完費始得拍

照。證件照成品含 1 吋 10張、2吋 16張、光碟 1 份。 

拍攝時間:預計於 109年 7月 8日中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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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攝地點:圖書館自由閱覽室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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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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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財團法人中華開發文教基金會技藝職能獎學金，校內申請至 109.6.31 

(2) 「財團法人台灣同濟兒童基金會獎助學金」，校內申請至 109.7.15 

(3) 「109年得福獎助學金」，校內申請至 109.9.11 

(4) 「財團法人星隆獎助學金」，校內申請至 109.9.23 

(5) 「109年度麗寶福容獎助學金」，校內申請至 109.9.23 

設備組 
1． 教務處桌遊僅供教師教學使用，同學過來借取時，請先請當節教師打電話通知設備組(分機

308陳先生)，或攜帶教師同意允許借用桌遊的簽條過來，本組方可借出。 

2． 請同學愛護公物，若有人為重大損壞將請班上以班費支出修復費用。 

試務組 
學生課程學習成果請於 6/15 至 7/31 上傳。 

圖書館: 

1. 108學年度第 2學期新北市教育局補助多元閱讀刊物購置計畫，一、二年級預計會訂到 7 月

份，請圖資股長務必定時領取，並請盡速繳交每班 3份學習單。 

2.108學年度第 2學期暑期借書將從 6月 29日(星期一)起，開放每位同學借書上限為 20本，還

書期限為 109學年度第 1學期開學後 1週，歡迎多加利用！ 

3.同學若需於上課管制時間利用圖書館，可由辦公室入口進出。除下課時間外，每日中午 12至

13時、下午 16 至 17 時皆開放同學入館閱讀，歡迎多加利用。 

4. 本週三、四有圖資股長集合，請注意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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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