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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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5 號 

週    次 第 五 週 時    間 109 年 9月 30 日  13:00 

中心德目 整潔 

討論題目 ※如何加強班級整潔工作? 

交               待               事               項 

訓育組： 

1. 本週第五節為班會課，第六、七節社團活動暫停一次。普通科三年級為班級活動 3，請記得

填寫班級活動記錄簿（本學期至少 9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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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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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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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動會特刊 9 109/10/28 三 109/10/26 一 
會二甲乙、會一甲 

控一甲乙、普一乙 

5. 星期三日語初級班、日語進階班(9 月 30 日星期三 14:10~16:50)星期五日語檢定班因中秋

節連假暫停一次。 

6. 10月 7日下午 3:30 分於本校第六會議室進行與芬蘭穆拉梅高中第 1次視訊課程，預計 10

月 21日、28日為第 2次、第 3次視訊交流課程。 

7. 有興趣明年 3月與本校法國姊妹校北區 Bazeilles 巴澤耶職業中學視訊交流課程的同學，

即日起可以到訓育組報名。 

8. 台北市政府清寒午餐補助費正在受理申請中，9/30(星期三)中午前為最後受理期限，

請同學務必注意自身權益，請符合資格的同學務必盡速至學務處訓育組領取申請表格，逾

期將不予受理!! 

申請條件如下： 

(1)設籍在台北市並領有 109 年度低收入卡。 

(2)無重複申請本補助款-確實未申請或接受其他餐費、主副食費、伙食費補助或減免者

（例如新北市之午餐費卷，或其他縣市之午餐費減免，教育部原住民學生主副食費補助

等）。如新北市午餐補助與台北市午餐補助只能二擇一。 

(3)不得將本補助款改列其他時段用餐。 

(4)轉出、入學生應注意不得重複補助(無在其他學校申請過本補助款)。 

(5)本補助係為協助學生正常就學，學生應在法定修業年限內，並正常上課，未正常到校上

課或休學者，應繳回本補助款。 

9. 10月 7日下午 3:30 分於本校第六會議室進行與芬蘭穆拉梅高中第 1次視訊課程，預計 10

月 21日、28日為第 2次、第 3次視訊交流課程。 

10. 有興趣明年 3月與本校法國姊妹校北區 Bazeilles 巴澤耶職業中學視訊交流課程的同學，

即日起可以到訓育組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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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活動組： 

1. 1年級轉社後確認名單已在 9/22 發下，請 1年級同學依照社團確認名單上課，社團活動為

一學年，不可於 109學年度下學期要求更改社團。 

2.學生會費符合免繳(低收入戶、弱少補助)的同學仍應先繳費，於第 1次段考前至學務

處活動組申請退費(需出示證明)。 

生活輔導組： 

1. 搭乘學生專車，請配合防疫政策，未依規定戴口罩，查獲第 2 次就取消專車 
2. 法律常識宣導: 
  網路誹謗和恐嚇頻傳，熱門社群網站臉書成為廣大網友發表意見的網路平台，但其中不乏言
論因涉及毀謗而觸法的案例。憲法雖保障人民言論自由的權利，但僅止保障人民發表個人意
見的自由，若惡意捏造假事實或散佈不實謠言，即使在網路上發表，仍是觸法行為。 

  憲法第十、十一條所保障人民的言論自由，包括意見評論和描述事實兩部分，學生在臉書發
布「反六輕」文字，屬發表個人意見之評論，並沒有觸犯刑法，但言論自由並非無限上綱，
若在網路上散佈不實謠言，而使第二人的名譽受到損害或不當影響，就觸犯刑法 310條的毀
謗罪。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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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反詐騙宣導: 「交友軟體」充斥詐騙陷阱 輕熟女被騙千萬 

你聽過網賺嗎？在家工作就能輕鬆賺錢，只要有手機，你也能實現夢想，輕鬆擁有美好生活；

交友軟體認識沒多久的「網友」就對你告白，並且慫恿你去投資、保證賺錢？以上這些都是

詐騙集團的話術，請民眾不要輕易受騙。 

臺北市 1 名 40 歲黃小姐日前於交友平臺「Badoo」認識男網友，雙方熟識一段時間後，該「男

網友」便慫恿黃女投資虛擬貨幣，並且提供假投資網站：九恆星，黃女第一次試玩獲利新臺

幣 300元左右，而且真的「能出金」，便加碼投資，陸續入金 1,200萬餘元，惟當黃女欲提領

獲利時，卻無論如何就是「無法出金」，損失 1,200 萬餘元。 

刑事警察局提供以下幾點供您分辨假投資網站： 

1 ⃣️該投資網站以「網友」介紹或「網路」瀏覽居多，非金管會規範投資管道。 

2 ⃣️僅有 LINE客服，且公司無電話客服及實際地址。 

3 ⃣️標榜「保證獲利」、「穩賺不賠」且「利潤豐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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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入金帳戶常換，入金後要求拍照提供匯款單。 

5 ⃣️小額獲利可以出金，引誘持續加碼。 

6 ⃣️查看 165官網或臉書定期公布之假投資(博奕)網站清單，或利用趨勢科技防詐達人查詢。 

7 ⃣️有疑問時，即時撥打 165反詐騙諮詢專線。 

5.水域安全宣導: 依據教育部校安通報，109年迄今學生溺水死亡人數計16位 

（含本市3位），發生地點皆為無救生設備與人員之場所，且發生時間集中在學生放假期間。 

 

 

 

 

 

 

 

 

 

 

 

 

 

 

 

 

 

 

 

 

 

 

 

 

 

 

 

 

衛生組：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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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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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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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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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健康促進 

(1)本學年度提倡健康體位，適度減少糖類攝取；提醒大家保持適中體位、良好體態，體脂肪

過高請注意飲食。 
 

   

 

 

 

 

 

 

 

 

 

 

 

 

 

 

 

 

 

 

 

4.健康中心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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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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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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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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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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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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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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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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請有意願擔任「運動會救護站志工」的同學， 於 10 月 8 日(四)放學前，至健康中心報

名。額滿將提前截止 

★服務時間：11 月 4 日(三)及 11 月 5 日(四)全天 

★服務內容：協助運動會救護站運作 

★獎勵方式：全程完成服務者，將登記服務證明時數及記小功一次獎勵。 

體育組： 

1. 9/30(星期三)第 5節課請科旗手(科會長)、班旗手(班長)至第五會議室集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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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教育部體育署已於體適能網站上建立『運動大撲滿』系統，鼓勵同學以零存整付方式養成

跑步習慣，歡迎同學上網登入累計跑步里程數，於高中生涯挑戰自我極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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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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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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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10月 12-13日為第 1 次段考，請同學注意段考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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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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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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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5日(星期四)止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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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警察子女獎助學金」，校內申請至 10月 12日截止。 

(4) 「109年績優清寒孝親獎助學金實施辦法」，校內申請至 10月 21日截止。 

(5) 「慶保勤勞清寒獎助學金」，校內申請至 10月 5日截止。 

(6) 「中華民國腦性麻痺協會獎學金」，校內申請至 10月 5 日截止。 

(7) 「財團法人廣欽慈善協會 109 年度清寒獎助學金」，校內申請至至 10 月 26日截止。 

(8) 「109年新光鋼添澄癲癇之友獎助學金」，校內申請至至 10 月 12日截止。 

(9) 「彰化縣 109學年度第 1學期自強優秀學生獎學金」，校內申請至 10 月 5日截止。 

設備組 
1． 班級的教學擴音機因線路較為複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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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班級投影機(View Sonic)遙控器若無法使用，可能為遙控器已自行鎖住 ID，此時請先按住

遙控器左下方的「ID SET」鈕，再按住右下方的「8」鈕數秒，直到遙控器指示燈亮燈，便可

解鎖遙控器。 

3． 班級教室內之電腦預設為開機還原，使用後請將資料儲存於隨身碟。每間教室配置之無線鍵

盤、滑鼠，無法與他班互換使用，無線鍵盤/滑鼠與電腦主機(位於黑板下方機櫃內)有效距離

約在 3公尺內。 

4． 關閉班級電腦時，請先在 WINDOWS 系統內選擇關機，等關機完後再將黑板下方機櫃的電腦電

源開關切至「關」。切勿在 WINDOWS系統還在運行時，直接用機櫃的電腦電源開關強行關機，

否則容易造成系統損壞。 

5． 109 學年校內科展競賽，預計 12 月 2 日進行評選，有興趣的同學可組隊參加，優異作品將

推薦參加 109學年新北市科展。校內競賽報名表會再發至各班，請同學依期限內向設備組報

名參賽。 

6． 投影機發生顏色怪異，常見問題為訊號線接頭內的針腳歪曲或斷裂，因此外接筆電時，請小

心使用。如發現訊號線針腳歪曲或斷裂，請攜帶損壞的訊號線至設備組更換。 

7． 經查部份班級的壓克力班級課表或板擦機已損壞，請以上設備已損壞之班級的設備股長於

10/7(三)下午 4 點前至設備組回報，以利更換及修復。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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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習處: 

1. 本校與頂呱呱集團產學合作，該公司提供各分店假日及暑期工讀機會，有意工讀者請先徵詢

父母同意後洽實習處。 

2. 本學期第 1次實習作業抽查日期為 10月 19日至 10 月 23 日，請實習股長協提醒任課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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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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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shs.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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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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請全校同學至 Google Play 或 App Store 下載《新北校園通 App》，同學以 OPEN ID登入

後，可以進入親師生平台運用多項豐富資源，也可直接進行成績查詢、虛擬證件等功能，非

常好用，請大家務必使用優質的學習資源！歡迎直接掃 QR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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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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