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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北 市 立 淡 水 高 級 商 工 職 業 學 校 109 學 年 度 第 一 學 期 班 會 通 報 

109（1）學字第 003 號 

週    次 第 三 週 時    間 109 年 9月 16 日  13:00 

中心德目 秩序 

討論題目 
※如何加強遵守校規? 

※如何推行法治觀念? 

交               待               事               項 

訓育組： 

1. 本週第五節為班會課，第六、七節為社團活動 1，普通科三年級班級活動暫停一次。 

2. 每週二早上 7:30辦理朝會(遇雨暫停)，請同學準時到校參加。 

3. 欲辦理就學貸款的同學請在 9 月 18 日儘速至台銀辦理，並至總務處出納組繳交相關資料與

費用，才算完成貸款與註冊。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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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節特刊 3 109/9/16 三 109/9/14 一 
控二甲乙、資二甲 

訊二甲乙、普一甲 

健康促進

85210特刊 
6 109/9/30 三 109/9/28 一 

商二甲乙、園二甲 

園一甲乙、普二甲 

品德教育特刊 8 109/10/21 三 109/10/19 一 
餐二甲乙、園二乙 

餐一甲乙、普二乙 

5. 星期三日語初級班、日語進階班(9 月 16 日星期三 14:10~16:50)星期五日語檢定班(9月 18

日星期五 16:00~18:30)。 

6. 本學期教室佈置時間於 8月 31日(一)至 9月 18日(五)。學務處將在 9 月 21 日(一)開始進

行教室佈置評分。 

7. 校內有兄弟姊妹同讀淡水商工的同學，請於 9月 18日(星期五)前一起至訓育組登記辦理家

長會費退費。 

社團活動組： 

1.109學年度續辦「飾品-金工設計」研習營，主要招收一年級新生，有 6位名額(含一位老

師)，活動之老師鐘點費、材料費由學校支應，歡迎有興趣的師生到活動組報名。報名資訊

如附件。 

2.今年度辦理日本姊妹校明櫻高校的視訊交流活動，第一次為 9/29，歡迎想跟日本朋交交流的

同學參與議題討論，若有相關問題或建議，請到學務處活動組洽詢。 

3.本學期一年級社團已確定，請於下週第一次社團活動時間，按排定社團上課，若要申請換

社，請於 9/16中午來拿申請表，9/16第 6節下課後開始接受申請(申請表要社團老師簽

名)，至週五放學停止受理。 

4.搖滾音樂社上課地點改至學生宿舍一樓-男宿餐廳。 

生活輔導組： 

1. 搭乘專車未依規定戴口罩，查獲第 2 次就取消專車。 

2. 放學淡水客運位穿著整齊校服於最後在上上車。 

3. 9月 21 日 09：21分實施國家防災日地震避難掩護，全校師生皆參加。 

4. 學生專車每學期僅開放申請搭乘及退搭 1 次，須於每月 20日前將申請表送至生輔組，次月

1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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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每日中午 1220-1250為午休時間，請待至教室休息，教室靠走廊窗簾請勿拉上（至少留一

扇窗），影響秩序評分，將直接扣分；各社團集合請利用星期一及四早上 0730-0800自主

學習活動時間。 

6.友善校園宣導: 

 (1)反霸凌專線： 

   a.教育部：0800200885 

   b.新北市：1999 

   c.本校：02-86313378 

d.信箱: ai0352@ntpc.edu.tw 

 (2)我被霸凌了該怎麼辦？ 

   a.向教官、導師、家長反映 

b.向學校投訴信箱投訴 

   c.向縣市反霸凌投訴專線投訴 

 d. 向教育部 24小時專線投訴 

 e. 於校園生活問卷中提出 

7.反詐騙宣導: 

 
衛生組： 

重點宣導： 

1. 各班及各辦公室體溫量測記錄請自存備查。 

2. 韓文課程自 9/16(三)16:10 於第五會議室開始上課。 

一、環境衛生(資源回收)宣導： 

1.愛欣餐盒請於 12:20前送回合作社便當室 

2.用過的餐盒、便當盒如不潔，請縮小體積或堆疊後丟在專用垃圾袋 

3.乾淨的紙杯、紙碗可與鋁箔包類回收 

4.較硬的塑膠盒可回收於塑膠瓶(類) 
二、早、午餐補助 

1.各班若有訂購桶餐，請到各科指定位置取餐，並於 12:20前將餐桶廚餘送回指定位置。 

2.申請午餐補助同學，可以使用桶餐(班級有成立桶餐)或至合作社領取便當。 

3.如需申請或異動補助，請盡速至衛生組。 

三、健康促進 

1.本學年度提倡健康體位，提醒大家保持適中體位、良好體態，體脂肪過高請注意飲食。 
身體質量指數： 

18.5≦ BMI ≧24 

腰圍：                   體脂肪：  

男生≧ 90公分(35吋)      男性≧25% 
女生≧ 80公分(31吋)      女性≧30% 

體重控制班(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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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健康中心 

(1) 勤洗手、戴口罩！！，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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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未戴口罩的同學，請於進入健康中心前，務必

測量體溫，發燒同學於防疫期間，暫時請勿進入健康中心，將安排於隔離休息區處理

及休息。防疫期間，請同學儘量減少於健康中心逗留。 

(3)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本校將針對學生入校測量體溫，體溫測量紀錄

表，請於每 2 週填寫完成後繳交給各班導師留存，新表單將置於學務處班級櫃。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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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請各班按排定的體位及視力測量時間凖時至健康中心接受檢查。 

(6) 請已經收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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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11 月 13 日(星期五)前將回條繳給各班衛生股長彙整，本學期完成視力不良就醫的同

學，將給予嘉獎乙支以茲鼓勵。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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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扭傷、拉傷處理原則： 

       當發生運動傷害時，應立即停止運動、立刻休息，同時在受傷部位進行冰敷、用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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繃帶施行壓迫性包紮、並抬高患部。休息的目的是為了減少疼痛、出血或腫脹，以防傷勢

惡化。壓迫和抬高也是為了止血止腫。冰敷除了上述作用外還具有止痛的效果。 

★處理原則─PRICE 

   P =Protection.(保護患部)：可用貼紮或繃帶包紮做固定 

   R =Rest.(休息)：受傷部位停止運動，一般扭傷休息 2 周，拉傷休息 3 周 

   I =Ice.(冰敷)：受傷 72 小時內冰敷，嚴禁推拿、按摩、熱敷。可每隔 2-3 小時冰敷 10-15 分

鐘(隔著毛巾或繃帶以免凍傷)，使微血管收縮，減少局部發炎反應。 

   C =Compression.(壓迫)：壓迫可使傷害區域的腫脹減小，以彈性繃帶從傷處幾吋之下往上

包紮，若出現刺痛、麻痺、皮膚變色，表示包紮太緊，應解開重

包。 

   E =Elevation.(抬高)：傷處應高於心臟，而且儘可能在傷後 24 小時內，都抬高傷部，可以

減少血液循環至傷部，避免腫脹。 

★冰敷的方法： 

1. 受傷後愈早冰敷愈好。 

2. 每次冰敷的時間為 10~15 分鐘。 

3. 連續冰敷 10 ~15 分鐘後，間隔 30 分鐘再冰敷。 

4. 受傷後 48 小時內使用冰敷(前 6 小時冰敷效果最佳)。 

體育組： 

1. 拔河報名表請於 9/16(三)前繳回，請尚未繳回報名表之班級於今日放學前繳回以利賽程編

排。9/21(一)中午 12:20將於商教大樓第五會議室進行抽籤，請各班康樂股長準時到達，

未到者將由體育組代表抽籤，賽程將於 9/23前公告於體育組公佈欄及學校首頁，屆時請各

班注意出賽時間，並提前 20 分鐘至檢錄區進行檢錄。請出賽班級穿著統一之運動服裝出場

比賽，並提前通知任課老師比賽時間。混合組級男生組進入決賽之班級請於 9/23(一)下午

第二節下課至體育組進行決賽抽籤。相關場地配置圖如下： 

 

2. 運動會報名表請於 9/25(三)前將 1.電子檔案 2.列印紙本請導師簽名後繳回體育組，完成以

上動做才算完成報名手續。 

3. 請同學上體育課時自行攜帶水壺(瓶)，切勿直接以手(口)接水，飲用飲水機之水。 

4. 109學年度 HBL 預賽預計於 12/30~1/5 於高雄舉行，屆時請大家為女籃隊加油。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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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穿著。 

6. 天氣炎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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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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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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務處： 

教學組 

1． 學藝股長每日需至教務處簽到並領取教室日誌與抽屜內所有資料，將領取之資料宣達全班週

知後並公告於公佈欄供同學查閱並將重要資料轉交導師；教室日誌填寫必須完整，將上課內

容摘要填寫於日誌中，且每節課皆須讓任課老師簽名，並於每日放學時繳回教務處。教務處

將每日抽查，未簽到、未填寫完整或抽查未繳回者，將予以處分。 

2． 相關競賽與檢定報名等資料，將不定期放置教務處各班班級抽屜中，請學藝股長務必將資料

帶回班上，宣讀讓全班同學知道並公告於佈告欄，切勿隨意丟棄，以免影響同學權益。若有

教師調代課單，亦請學藝股長提醒同學課程調動時間，以提醒同學提早準備課程相關書籍或

資料。 

3． 請學藝股長協助，每節上課後 5分鐘，若任課老師仍未到班上課，請學藝股長轉知教務處與

導師處理。 

4．因應 108 課綱新課程施行，部分課程將採取選課跑班方式進行，請學藝股長協助提醒同學，

務必準時於上課前至指定地點上課，不可於上課打鐘後才慢慢移動影響上課時間；若老師有

指定特別專業教室上課者，請事先與任課老師聯繫，帶領全班同學至指定地點上課，切勿遲

到。 

5．本學期普通科一年級有彈性學習與多元選修之選課，已於 8 月 31 日開學日帶領同學至校務

系統進行選課，分發結果已經公告，上課地點可能分散各棟大樓，請同學於指定時間準時出

席課程。 

6．本學期餐飲科、園藝科一年級進行英文、數學適性分組教學，分組名單已公告各班，請學藝

股長協助提醒班上同學，凡遇到英文課或數學課皆需依照分組名單至指定教室上課。 

7．代表本校參加校外國語文競賽的同學於 9 月 16 日(三)三重分區厚德國小進行比賽，由教學

組統一協助公假。 

8．有闗 109 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資料，開學當天已發給各班，請參閱!有意願報名者請到

教學組領報名表填寫，校內收件日期為 9 月 14日(一)前繳交作品至教學組。 

9．校內英文單字比賽預定於 9 月 30 日(星期三)下午第 5 節於勤學樓聚賢廳舉行，參加對象為

普通科 1、2、3 年級，實施要點及報名表已公告於校首頁且放置班級櫃，請導師協助宣導，

並請學藝股長於 9月 11日(星期五)放學前將報名表繳回教務處。 

10． 普三探究與實作協同教學事項宣導。 

11． 本學期續辦夜星陪讀，請學藝股長將報名表攜回傳閱，並於期限內繳回。 

註冊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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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團法人星隆獎助學金」，校內申請至 109.9.23 

(2) 「109年度麗寶福容獎助學金」，校內申請至 109.9.23 

(3) 「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 109學年度第 1學期韌世代獎助學金」，校內申

請至 109.9.23 

(4) 109學年度第 1 學期教育部學產基金設置低收入戶學生助學金，校內申請至 109年 10

月 15日(星期四)止 

(5) 「109學年度第 1學期新北市立高級中等學校辦理學生獎助學金」，校內申請至至 109

年 9月 7 日截止。 

(6) 「110年度第 1 梯次教育部學產基金補助學校培訓具特殊專長弱勢學生計畫案」校內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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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至 9月 21日截止。 

(7) 「宜蘭縣政府有關 109年第 2次中等以上學校優秀學生獎學金申請」校內申請至至 9月 13日

截止。 

(8) 「中華民國婦女聯合會清寒學生獎學金申請」，校內申請至 9 月 18日截止。 

(9) 「中市政府有關中等以上學校勤學優秀學生獎學金」，校內申請至 9月 20日截止。 

(10) 「109學年度方賢齊先生獎學金」，校內申請至 9 月 21 日截止。 

(11) 「財團法人行天宮文教發展促進基金會行天宮助學金」，校內申請至至 9月 14日截

止。 

(12) 「基隆市政府有關高級中等以上學校清寒優秀學生獎學金」，校內申請至至 9 月 21日

截止。 

(13) 「財團法人陽光社會福利基金會辦理 109 年度獎助學金」，校內申請至 9月 30日截

止。 

(14) 嘉義市政府有關中等以上學校清寒優秀學生獎學金」，校內申請至 9月 21日截止。 

(15) 「2020單親清寒獎助學金」，校內申請至 9月 21日截止。 

(16) 「109年度獎助學金、技藝優良獎助金」，校內申請至 9 月 28日截止。 

(17) 「國教署補助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原住民優秀學生獎學金」，校內申請至 9月 14日截

止。 

(18) 「臺南市政府 109學年度第 1 學期高級中等學校清寒優秀學生獎學金」，校內申請至 9

月 28日截止。 

(19) 「警察子女獎助學金」，校內申請至 10月 12日截止。 

(20) 「嘉義縣政府有關清寒優秀學生獎學金」，校內申請至 9 月 28日截止。 

(21) 「南投縣政府 109學年度第 1 學期南投縣國民中學以上學校清寒優秀學生獎學金」，校

內申請至 9月 28日截止。 

(22) 「新竹縣政府 109學年度第 1 學期中等以上學校清寒優秀學生獎學金」校內申請至 9

月 21日截止。 

(23) 「財團法人頂埔教育基金會辦理 109 年度頂埔教育基金會獎學金」校內申請至 9月 28

日截止。 

(24) 「金門縣政府有關 109 學年度第 1學期獎學金」校內申請至 9 月 28日截止。 

(25) 「高雄市政府有關 109 學年度第 1學期中等以上學校清寒優秀學生獎學金」，校內申請

至 9月 28日截止。 

試務組 

1. 請全校高二同學注意，108 學年度之成果提交延長至 9月 23日(三)，請記得至校務系統

(https://esa.ntpc.edu.tw/)中的學習歷程系統專區，擇定 6 件課程學習成果和 10 件多元

表現成果上傳至中央資料庫，以完善日後升學相關佐證資料。 

輔導室： 

1. 親師座談會相關事宜： 

(1) 本校於 109 年 9 月 19 日上午辦理親師座談會，當天流程、請家長參閱本校首頁公告。 

(2) 當天上午 8：00-8：30 在淡水捷運站對面（麥當勞前）備有淡水客運接駁，回程自

11：30-12：30 也有接駁車送至淡水捷運站，需自費（可刷捷運卡）。 

(3) 當天總統府辦理「李前總統登輝先生追思告別禮拜」，淡水部份地區（真理大學周邊道

路）進行交通管制，請提醒家長留意當天到校路線。 

(4) 請提醒家長：配合中央疫情指揮中心規定，大型集會需量體温與佩戴口罩。 

2. 高一各班(不含綜職科)109 年 9 月 23 日(星期三)班會時間，將實施興趣量表測驗，請同學

自備 2B 鉛筆和橡皮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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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 

1. 有關中學生網站參賽說明： 

(1) 第 1 次參賽者請先至「中學生網站 https://www.shs.edu.tw/」註冊，輸入學校驗證碼

「tsvs」後再申請個人帳號。帳號有問題者請洽圖書館。 

(2) 閱讀心得寫作線上投稿時間：9/1~10/10(中午 12點) 

(3) 小論文寫作線上投稿時間：9/1~10/15(中午 12點) 

(4) 參賽說明會簡報已放在學校首頁最新消息，請同學參閱。 

2. 新生圖書館導覽將於 9月 14 日起開始辦理，時間為每日中午 12:20，請高一各班注意通知

準時到場地圖書館 2 樓集合。新生尚未領到學生證之前，若需要借書可暫時使用身分證，

歡迎常來借書。 

9/14(星期一) 9/15(星期二) 9/16(星期三) 9/17(星期四) 9/18(星期五) 

資料科 會計科 商經科 園藝科 餐飲科 

9/21(星期一) 9/22(星期二) 9/23(星期三) 9/24(星期四) 9/25(星期五) 

資訊科 控制科 電子科 電機科 普一甲乙 

9/28(星期一) 9/29(星期二) 9/30(星期三)     

普一丙丁   
旅館及門市

(班會時間) 
    

 

3.新書推薦開始了，同學也可以推薦，讓我們幫你買想看的書！薦購表單連結可掃 QR Code 或

是從學校首頁最新消息、圖書館首頁等連結進入填寫： 

   
4.校務系統帳號：OPEN ID，可用來登入高中職校務系統(學習歷程檔案、輔導 AB表等等)，登

入教育局親師生平台，並可使用新北市所有教育資源，請圖書股長代為宣導，務必多加利

用。若因應疫情發展，之後需要線上學習的話，同學也必須熟記這組帳密。忘記帳號密碼

者，請先向導師洽詢；若仍有無法處理狀況則請洽圖書館資訊媒體組。 

5.新北市親師生平台：https://pts.ntpc.edu.tw/ ，登入後有超多資源可以使用！學語言、

愛看書、找軟體、看影片、玩遊戲、各種網路服務等應有盡有，請「每位同學務必」以

「OPEN ID」登入使用，保證物超所值！也可以掃 QR Code 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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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shs.edu.tw/
https://pts.ntp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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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淡商金工臘雕研習營遴選原則 
一、 目的：以推廣學校社團活動為主軸，鼓勵學生多元發展，藉由一系列藝文活動，使全校師生參與

傳統文化、工藝、琉璃、音樂、美術、舞蹈、文學、戲劇、電影等藝術並沉浸於藝術環境中，進

而認識、欣賞、並享受藝術所帶來之美感教育。 結合現代元素，讓傳統的技藝及手工藝結合其他

社團元素，使之更能扎根深化。 

二、 指導單位: 教育部中部辦公室 

三、 主辦單位: 新北市立淡水商工 

四、 協辦單位: 新北市立淡水商工家長會、淡水商工文教基金會 

五、 承辦單位: 學務處社團活動組 

六、 上課日期: 預訂 9/25(五)、10/16(五)、10/23(五)、10/30(五)、11/6(五) 16:10～20:00 

內容為金工課程，報名自即日起至 2020年 9月 21日(一)止，招收 8位，6位正取、2位備取。 

由留法的專業周若嵐老師教導，讓參與的師生們實地到工廠，從設計、硬臘雕刻、軟臘取型、送件

鑄模、琺瑯填色、銼磨拋光、裝配成品，自己實際獨立製作完整的金工作品。且材料、教師鐘點由

學校提供，作品供學校於校慶、文藝展覽使用。 

五次完整課程，可以製作 2樣金工作品  

 

七、遴選方式: 

1、針對繳交完整報名表(家長同意書)之學生，若超過 6位學生，則遴選之。 

2、由評選委員 3位(社團活動組長、訓育組長及訓育組員)，針對學生填寫興趣專長、是否參與藝

術類相關競賽，及對藝術、學習、創作、服務等有熱誠及濃厚興趣之學生，由評選委員認定遴選

之。 

3、可完整參與課程者。 

4、若有進入評選，也可以優先參與下學期辦理之藝文涵養創意活動。 

5、確定正取的 6位學生，請於第一堂課先繳交 500元保證金，完整參與課程才退費，若有參與同

學無法完整參與課程，此經費則用於購買部份材料。 

八、經費: 

參與學生學費及材料費用由學校支付。 

 
請有興趣的同學至學務處活動組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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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立淡水商工 2020年飾品-金工課程淡商研習營 
學生報名資料表 

2020年 9月 

學生姓名  性別  

學號        科別班級: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  

住家地址  

住家電話  學生行動電話  

學生 EMAIL  

家長姓名  家長行動電話  

興趣專長  

是否參與任何

藝術類的比

賽，有的話，

請列出。 

 

備註:有任何問題，請來電或至學務處社團活動組。02-26203930-279 王組長 

新北市立淡水商工 2020年飾品-金工課程淡商研習營 
學生家長同意書 

本人同意學生         科   年   班學號           

姓名               參加新北市立淡水商工辦理 2020年飾品-金工課程淡商研習營，本

人與該生關係為        ，並聲明參加者身心健康無重大疾病。本人瞭解，參加金工製

作此活動不可避免會面對一些製作上之風險，參加者必須自我小心行事，以維護自身安

全。且同意學生搭乘學校租用之接駁中型巴士至地點上課。本校針對這六天研習課程，

每位參與同學投保 60萬意外及 6萬元醫療險。 

此  致 

新北市立淡水商工學校                        

家長(監護人)親簽：                         2020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