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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北 市 立 淡 水 高 級 商 工 職 業 學 校 109 學 年 度 第 二 學 期 班 會 通 報 

109（2）學字第 015號 

週    次 第 十七 週 時    間 110 年 6 月 16日  13:00 

中心德目 助人 

討論題目 ※如何發揚博愛精神? 

訓育組： 

1. 本學期社團至學期末均暫停。 

2. 第五節為線上班會課程。 

3. 第六、七節請班級自行運用，遠距教學用眼過度，請保持身心健康。 

社團活動組： 

原訂 5 月 26 日(星期三)學生會會長選舉活動，因配合防疫措拖，延後辦理，目前研議在下學期開學後

辦理網路投票，也請同學們可以提供相關辦理方式。 

生活輔導組： 

1. 反詐騙宣導: 

 

 

 

 

 

 

 

 

 

 

 

 

 

 

 

 

 

 

 

 

近日「台灣事實查核中心」以及「麥擱騙 MyGoPen」等兩大事實查核機構，以及 165 反詐騙都

紛紛提醒，要民眾在使用 1922 簡訊實聯制時，需要特別留心。165 反詐騙的 Facebook 粉絲頁提

醒張貼簡訊實聯制的店家，應該不時檢查 QR Code，以防遭到不肖人士替換。而民眾也應該在

掃描時特別留心，是否是將簡訊實聯制的簡訊傳送到 1922，以免連結到高額付費號碼，讓荷包

大失血。 

在傳送簡訊實聯制度時，要注意以下兩點： 

★訊息收件人是否為「1922」、★訊息內容是否為純文字 

https://tfc-taiwan.org.tw/articles/5699
https://www.mygopen.com/2021/06/qr-code1922.html
https://www.facebook.com/165bear/posts/4191299124262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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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水域安全宣導: 

 

 

 

 

 

 

 

 

 

 

 

 

 

 

 

 

 

 

3.學生專車宣導: 

新學期 110(1)專車申請搭乘或退搭請於 110 年 6 月 14 日 08:00 至 110 年 6 月 25

日 16:00 止時限內上網完成登載，逾期不受理。(連接網址: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MF1e-

ijcRRBe9HjCg44qyS1CAAJG0A1hojyWvqyG6EQ/edit) 

 

4. 缺曠注意事項宣導: 

5 月 17 日到 6 月 18 日期間，尚未完成缺曠銷假同學請自行至學校首頁下載「遠

距教學假單」，如無法列印可改由手寫假單(假單格式:班級、姓名、座號及學號、

請假時間、事由、家長簽名)，完成家長簽名後請交給導師查閱並請導師代為轉交

假單至生輔組辦理登記，生輔組收件最後期限為 6 月 21 日下午 4 時前，逾期不予

辦理。 

5.學生宿舍申請注意事項宣導: 

(1)有關 110 學年度第一學期住宿申請改為線上申請。申請時間為 6/7 至 6/18 下午

4 點，請交通不便且有意願，而本學期未住宿的同學，於上述時間內點入下方連

結完成相關資料填寫，並請務必拍照上傳郵局存摺，以及家長手寫同意書(簽名

蓋章)。 

＊本學期未住宿的同學線上申請連結(請洽詢導師)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ddcvsTfkNmkou36cnkcYD2cJlAj-

-jqH9pGbop64SMwtBrxQ/viewform 

(2)本學期已有住宿同學，請於上述時間內點入下方連結完成相關資料填寫，並請務

必拍照上傳家長親自手寫同意書與蓋章證明。 

＊本學期已有住宿同學線上申請連結：(請洽詢導師)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rATsXvEPmadhjFEwStY34RQ4rc9

ZsPiNccnyMzbdGycx2Ow/viewform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MF1e-ijcRRBe9HjCg44qyS1CAAJG0A1hojyWvqyG6EQ/edit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MF1e-ijcRRBe9HjCg44qyS1CAAJG0A1hojyWvqyG6EQ/edit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ddcvsTfkNmkou36cnkcYD2cJlAj--jqH9pGbop64SMwtBrxQ/viewform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ddcvsTfkNmkou36cnkcYD2cJlAj--jqH9pGbop64SMwtBrxQ/viewform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rATsXvEPmadhjFEwStY34RQ4rc9ZsPiNccnyMzbdGycx2Ow/viewform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rATsXvEPmadhjFEwStY34RQ4rc9ZsPiNccnyMzbdGycx2Ow/view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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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組： 

重點宣導： 

1. 停課期間早午餐補助，早餐券已發放至 6/17，6/18 起以現金方式補助，依公文規定辦理，

午餐部分亦以現金補助，請尚未繳交存摺影本同學準備繳交予導師。 

2. 本學期已不返校，請同學務必居家防疫，隨時注意身體狀況，如有不適請主動告知導師並上

網填報，並依照健康中心說明處置。 

3. 若未來有解除警戒，另行通知返校打掃班級，請同學定期上網參看學校首頁各項最新消息公

告。 

4.健康中心 

(1) 同學們注意！！如您目前為居家隔離狀態，或有“發燒、乾咳、倦怠、呼吸急促、肌

肉痛、頭痛、喉嚨痛、腹瀉、嗅覺或味覺喪失（或異常）”等狀況，務必主動告知導師

或學校，以利學校掌握全校學生的健康動態。 

(2) 若身體不適就醫，就醫後請將醫師診斷(病名)告知您的導師，讓導師能夠掌握每個學生

的健康狀況。 

(3) 因應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請同學們務必每日監測自己的健康狀況、量體溫、勤洗

手、戴口罩、宅在家、停課不停學，祝福每位同學平安健康，渡過此次疫情。 

(4) 預防傳染病，請各位同學做好保護自己的措施： 

a. 勤洗手、戴口罩！！飯前、飯後和便前、便後都應洗手，準備餐點之前也應洗手。 

b. 居家環境保持通風。 

c. 蔬果要清洗乾淨；避免生食生飲。 

d. 勿共飲共食。 

e. 注意居家環境衛生，每日清潔或消毒居家環境。 

體育組： 

1. 本學期所有體育競賽項目接受疫情影響取消。 

2. 同學居家防疫期間亦可選擇適當之運動模式，維持自身體能狀況。 

教務處： 

教學組 

1. 關於普通科二年級暑期課業輔導家長同意書，相關表件已放置於學校首頁，將繼續調查高職二年級

有升學需求的學生，利用暑期時間進行補強課業，請導師協助詢問班級學生是否有意願參加暑期課

輔；關於新生動能提升班，教學組將建立 GOOGLE 表單，請註冊組協助放置於新生須知。 

2. 有關 110學年度第 1學期高中、職模擬考類組調查正在進行中，調查表件已公告於學校首頁，後續

將進行彙整，高中、職統一收費時間為第 1學期開學第 1週，再煩請各班導師提醒同學。 

3. 109 學年度第 2學期休業式時間為 7/2日週五第 4節。 

4. 原訂於今年暑假大學入學考試中心進行 110年試辦考試(學科能力測驗及分科測驗混合題型)，因疫

情緣故取消辦理，將於 8月底會寄送本次測驗試卷至學校，教學組會協助發放至高二升高三各班，

老師們能夠自行分配運用，讓學生做課堂上練習使用，幫助學生銜接後續升學。 

5. 高中、職二年級選組、選課重要時程: 

(1)6/11(五)前高一升高二選組完成(A班群 or B 班群)-表單於學校首頁 

(2)6/15(二)-6/21(一)煩請課諮教師輔導高一、二學生進行選課宣導 

    (3)6/21(一)-6/25(五)高中職一、二年級學生進行選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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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各班導師協助宣導，提醒學生於相關時程內完成選組、選課。 

6. 109 學年度趣味英文競賽得獎同學獎狀電子檔已上傳，請得獎同學逕至雲端下載：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FfItsdAExeNClbKrNEm1zLN38eia6SG0?usp=sharing。 

註冊組 

1．110 學年度第 1學期轉科申請: 

 本次採網路報名，報名時間 6/1~6/15，報名網址: https://forms.gle/deGTWYyfgD1wGFEGA  

 因應疫情影響請下載列印申請表(附件)，填妥後請家長簽名，並拍照回傳 Goole表單。後續核

章(由導師、輔導老師、科主任、欲轉入科主任)由註冊組辦理。如無法列印表格請手寫申請表

內紅色表格，並拍照回傳 Goole表單。下載網址: https://ppt.cc/fGd48x 

 轉科考試之時間、地點於 6/25 上網公告（考試日期 7/2），如受疫情影響可能更改為線上視訊

面試。 

 轉科後未修之必修科目以重補修方式補修。如重補修學分數逾 16 學分者，學校得輔導學生辦理

自願重讀後轉科。 

 申請資格為懲處累計未達大過(含)以上處份，國、英、數學期成績及格或學期班級排名前二分

之一者。學生於成績公佈前，得先行參加考試，若學期成績核算後未達標準者，取消資格。 

 轉科缺額以期末（1/31或 7/31）實際缺額為準，故缺額 0 人之各科得接受報名，並辦理轉科考

試，但於期末(1/31或 7/31)仍無缺額者，取消轉科資格。 

 其他說明請參見教務處網站\註冊組\各項法規\校內學生轉科實施要點。 

2．高三學期補考作業已經結束，畢業證書/修業證明/成績證明書(依照是否達到畢業標準以及學分數而

定)以及個人學期成績單、統測成績單將於近日寄發三年級學生家中，請同學留意學校掛號信件。 

3．因疫情影響 110年四技二專甄選一階段報名改為個別報名 

報名網址: https://www.jctv.ntut.edu.tw/enter42/apply/ 

請同學們留意以下時程。 

  練習版 正式開放 

一階段報名 

3/25(四) 10:00起至 

5/20(五) 17:00止 

報名               

5/21(五)10:00~5/28(五)17:00 

  

繳費               

5/21(五)10:00~5/28(五)24:00 

第二階段報名系統 

(含備審資料上傳作

業) 

  

3/25(四) 10:00起至 

5/28(五) 17:00止 

報名 

6/2(三)10:00起~各校所訂截止日 22:00 

系統每日 22:00準時關閉 

  

繳費 

6/2(三)10:00起~6/10(四) 24:00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FfItsdAExeNClbKrNEm1zLN38eia6SG0?usp=sharing
https://www.jctv.ntut.edu.tw/enter42/ap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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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 24小時開放，繳費截止時間依各校所訂

截止日 24:00 

  

登記就讀志願序系統 

3/25(四) 10:00起至 

5/28(五) 17:00止 

6/30(三)10:00~7/3(六)17:00 

點選:一般組考生作業系統  請務必使用電腦報名~以免手機排版不清楚 

各階段報名系統練習版皆開放中，請同學們務必練習熟悉，另附上相關檔案供參考 

四技甄審的學生成績單已上傳至招生系統，學生不必上傳，如因其他獨招管道請導師或學生向註冊

組申請。成績單以電子郵件發送至導師信箱請導師轉交給學生。 

4． 110 學年度四技二專日間部聯合登記分發入學招生採網路個別報名: 

 考生若另具「特種生身份」或「統測或四技甄選報名後新通過之低收或中低收入戶身分」，均

須於 110年 5月 20 日(星期四)至 110年 6月 9 日(星期三)17:00止於技專院校招生委員會考生

作業系統進行考生資料審查登錄及繳件，請考生注意相關時程。 

身分審查網址: https://www.jctv.ntut.edu.tw/union42/ 

 個報繳費期間:110.07.13(星期三)10:00~110.07.19(星期一)24:00 

 繳費狀態查詢:110.07.13(星期二)10:00~110.07.19(星期一)24:00 

 網路登記選填志願:110.7.22(星期四)10:00~110.7.27(星期二)17:00 

 錄取公告:110.08.03(星期二)10:00起 

5．三年級畢業條件(職業類科) 

(1) 畢業學分數 160學分。 

(2) 部定科目及格率至少 85%。 

(3) 專業及實習科目至少修習 80 學分，並至少 60學分以上及格 

(4) 實習(實務)科目至少 30 學分以上及格。 

(5) 修業期間德行評量之獎懲紀錄相抵後未滿三大過。 

三年級畢業條件(普通科) 

(6) 畢業學分數 160學分。 

(7) 必修科目至少 120學分以上及格。 

(8) 選修科目至少 40 學分以上及格。 

(9) 修業期間德行評量之獎懲紀錄相抵後未滿三大過。 

6．110學年度大學指定科目考試於 7月 28至 30日舉行請依大考中心及登記分發委員會公告，請考生注

意相關時程。 

7． 110 學年度大學特殊選才、運動績優、原住民專班等招生訊息，請至:首頁招生升

http://www.tsvs.ntpc.edu.tw 查閱! 

8．110 學年度獎助學金申請以及相關訊息，請至:首頁→全訓校務系統→獎學金公告 

http://csv.tsvs.ntpc.edu.tw/award/stuaward.asp 查閱。 

9．普通科高二升高三的同學請注意，因應疫情停課不停學，有意轉班群者請於 6月 18 日(星期五)放學

前致電教務處試務組(分機 558) ，本次不辦理檢定，逕以學生歷年成績進行審核。 

試務組 

1. 因應疫情升溫以及停課不停學，對於學習歷程有幫助的「學生成果發表競賽」報名期限延至 6月 11

日(星期五)止，競賽項目僅剩靜態發表(成果海報)，原訂比賽時間於原上課場地正常上課；有興趣

的同學請於 6月 11 日(星期五)放學前將初版 pdf檔寄至 aao@tava.ntpc.edu.tw。 

2. 為提升新一學年課程規劃的品質，請： 

(1)技高二年級；(2)服務群二年級；(3)普高一、二年級 

同學，掃描下方的 QR code，填寫 109學年度第 2學期的選修課程學生回饋單。各課程加總平均後

全班填答率達 8成以上之班級，每位有填寫的同學可記嘉獎乙支。 

 

http://www.tsvs.ntpc.edu.tw/
http://csv.tsvs.ntpc.edu.tw/award/stuaward.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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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評鑑-學生回

饋 

 

 

 

 

 

3.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生成果發表競賽各項目第一名獎狀已委請普一、普二導師協助轉發，請有獲獎

的同學自行聯繫導師，上傳至學習歷程多元表現。紙本正本可於新學年再至教務處領回。 
實研組 

109 學年度 暑期重補修相關事項 

1. 暑期重補修預定開設科目如下表，若疫情尚未好轉則擬由線上授課方式進行，授課教師及

授課地點，另行公布! 

2. 線上報名時間：2021.6.7-2021.6.13(23:59) 

3. 繳費時間：2021.6.16-2021.6.22 

4. 請注意，報名與繳費時間逾時不候，未報名及繳費視同取消辦理。 

5. 退費標準：開課前一週完成申請，退全額；開課中公假、三日以上病假、喪假，或不可抗

力之因素(如車禍)，請檢附證明，經核准者已全數退還，除前項外，不予退費。 

特教組 

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0年 5月 27 日臺教國署原字第 1100065202號函： 
(1)全國學校停止到校上課期間，教師應依照身心障礙個別化學習需求，主動關心學生在家學習情形，

如有學習或輔助器材之需求，應主動提供協助。 

(2)教師請建立特教學生與家長之溝通平台，每日主動關心學生居家學習狀況與生活情形健康狀況，並

做成紀錄。若有任何突發狀況應立刻通報學校相關單位。 

輔導室: 

1. 停課期間，若同學有經濟或餐食困難、家中突遭變故或有同學之家庭成員確診或接受集中檢疫/居家

隔離以致家庭經濟中斷、照顧情形受到影響，請與導師或輔導室聯繫，將連結相關資源協助。 

2. 提醒本學期「學生學習歷程檔案」資料上傳、勾選及期限： 

(1) 學習歷程檔案系統：淡商學校首頁→教育局校務系統→學生個人帳號、密碼→教育局校務系統-

H 系統，同輔導 A表帳密，若忘記，請導師做還原設定。 

(2) 上傳、勾選內容、件數及期限：相關參考資料可上淡商學校首頁右上角「學習歷程檔案專區」

查詢。 

蒐集資料 內容 期限 件數 學生需做的事 

課程學習 

成果 
上傳 110.07.14截止 

每學期 

8 件 

1 期限內上傳學習成果。 

2.確認任課教師是否認證 07.21前。 

多元表現 上傳 110.07.31截止 
每學年 

15 件 
期限內上傳各項多元表現資料。 

 
3. 「學生學習歷程檔案」精選影片，供參考運用： 

1.教育部 111學年度技專升學篇-學習歷程檔案。 

網址 https://reurl.cc/VEDM7N 

 

 

https://reurl.cc/VEDM7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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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8新課綱】高中生注意！期末學習歷程檔案上傳前一定要知道

的 6 大要點｜學習歷程檔案格式/數量/上傳期限/100字簡述。網址 

https://reurl.cc/no1vb1  

 
 

3.【108課綱通行證】「百字簡介」在學習歷程檔案中的重要性。 

網址 https://reurl.cc/Gmxp2G 

 
 
 

4.【108課綱通行證】學習歷程只能傳「學術性」社團的活動！？ 

網址 https://reurl.cc/7rDdgb 

 
 

 

 

圖書館: 

1.有關中學生網站閱讀心得寫作、小論文、圖書館感恩月愛樂之星競賽、硬筆字比賽、圖文攝

影創作比賽等 5項比賽，獎狀會掃描成電子檔，經導師轉寄給獲獎同學；部分獲得獎學金的

同學擬以匯款方式辦理，請同學多加配合收到通知後盡快將資料回傳。 

2.有關自主學習：因應疫情停課，取消成果發表之動態發表競賽，改辦理全面之靜態海報競賽

與展示。高二各班修習課程的同學請務必完成靜態成果展示海報(海報範本請洽各班指導教

師)並於 6/18 前回傳至圖書館助理陳麗君老師信箱 budding12345678@ntpc.edu.tw。 

3.因應疫情停止到校上課，一、二年級借書均可於下學年度開學後一周內歸還，近日若有師生

入館還書請先將書籍放入紫外線滅菌機消毒後再辦理還書手續，並請先以酒精消毒雙手且全

程戴口罩，圖書館與您一同守護大家健康安全。 

實習處: 

110 工業類在校生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測試日期 

110.06.11 版 

職類名稱(級別) 術科 

報檢人數 

辦理日期 

01300 工業配線(丙) 77 8/16、8/17、8/18、8/19 

02800 工業電子(丙) 149 8/3、8/4、8/5、8/6 

07602 中餐烹調(丙) 66 7/27、7/28、7/29 

07700 烘焙食品麵包(丙) 63 8/10、8/11、8/12 

12000 電腦硬體裝修(丙) 48 8/4、8/5 

13300 園藝(丙) 64 7/19、7/20、7/21、7/22、7/23 

13600 造園景觀(丙) 51 7/27、7/28、7/29、7/30 
 

合作社: 

尚未繳交教科書書費者，可利用 atm 轉帳或信用卡繳費，帳號不見者會請導師轉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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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url.cc/no1vb1
https://webmail.ntpc.edu.tw/cgi-bin/genMail?adr=budding12345678@ntp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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