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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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3 號 

週    次 第 十五 週 時    間 110 年 6 月 2 日  13:00 

中心德目 樂群 

討論題目 ※如何與他人相互合作達成使命? 

訓育組： 

1. 本週第五節為班會課，第六、七節沒有社團活動，為班級活動。 

2. 週記普查待回校上課後再行普查。 
宣導事項(加強對老師及學生宣導並落實政治中立) 
1. 依據110年4月15日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新北教中第1100654672號函及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0年4月7日臺教國署學字第1100035044A號函辦理。 
2. 據教育基本法第6條「教育應本中立原則」：學校不得為特定政治團體從事宣傳或活動。學校

亦不得強迫學校行政人員、教師及學生參加任何政治團體或活動，先予述明。 
3. 因應公民投票法將公投年齡下修至18歲，請貴校加強對學生宣導並落實政治中立，避免爭

議。 
4. 目前已經公布停課不停學及防疫三級延後至6月14日，請同學們配合學校行程進行課程，若有

生活上或其他問題請盡快反應給導師，學校會盡力協助處理。 

社團活動組： 

1.6/9 的社團課因新冠疫情已達三級的關係，社團課停課。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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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恢復回校上課後，擇

日辦理。 

生活輔導組： 

1. 水域安全教育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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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交通安全宣導: 

 
 

3.反詐騙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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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缺曠注意事項宣導 : 

(1) 5 月 1 日到 5 月 14 日期間，尚未完成缺曠銷假同學請自行列印假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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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31 日下午 4 時前，逾期不予辦理。 

(2) 遠距教學期間缺曠部分請同學自行至校務系統查詢，需請假同學請向導師領取

「遠距教學紙本請假單」，待開始到校上課後送回生輔組辦理銷假紀錄。  

衛生組： 

1. 停課期間請全校師生務必在家做好防疫，如非必要請勿外出，保護自己也保護別人，身體不

適者，請依健康中心說明處置。 

2. 恢復上課當天發放垃圾袋。 

3. 停課前早餐券如尚未領取者，可先洽導師。 

4. 已屆期末，請各位同學將個人物品分批帶回家，期末仍需將教室淨空。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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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目前為止，全班均未繳交視力不良就醫回條的班級如下： 

會計一乙 園藝一甲 電子一乙 電機一甲 普通一甲 

資訊二乙 電子二乙 控制二乙 電機二甲 門市二甲 

旅館二甲 普通二乙    

請以上班級視力不良的同學，於疫情趨緩後，儘速就醫檢查。 

(5) 衛教_預防熱傷害： 

★熱傷害的定義 

處於高溫環境或劇烈運動後，如果身體對熱的調節機制失去功能，可能會引起脫水、

頭暈、心跳加速、體溫過高、意識模糊等不適症狀，這就是熱傷害! 

★預防熱傷害 3 要訣： 

      保持涼爽、多喝白開水、提高警覺，隨時留意自己身體狀況，避免熱傷害。 

★熱傷害急救 5 步驟： 

蔭涼、脫衣、散熱、喝水、送醫。 

★熱傷害不可做 3 件事： 

不使用酒精擦拭患者身體、不使用退燒藥、不給予意識不清患者飲水。 

★注意事項 

a.炎熱的天氣，請自備水瓶並定時喝水，每天至少 2,000 ㏄白開水的好習慣，不要等到口

渴才喝。 

b.上午 10 點至下午 14 點避免在戶外活動。 

c.當發現身體疑似出現熱傷害徵兆時，如體溫升高、皮膚乾熱變紅、心跳加速，嚴重者

會出現無法流汗、頭痛、頭暈、噁心、嘔吐，甚至神智混亂、抽筋、昏迷等症狀，務必

迅速離開高溫的環境、設法降低體溫（如鬆脫衣物、用水擦拭身體或搧風等）、提供加

少許鹽的冷開水或稀釋的電解質飲料，並以最快的速度就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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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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冊組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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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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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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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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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jctv.ntut.edu.tw/enter42/ap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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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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三年級畢業條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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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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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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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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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評鑑-學生回

饋 

 

 

 

 

 

3.PVQC前後測問卷調查連結：https://forms.gle/SmSJT3U3QmSQ9nCn9，請餐一甲、餐一乙同學於 6月 11

日(星期五)前進行填答。 

實研組 

 1092期中重補修及高三專班重補修公告 
1. 因應疫情1092期中重補修及高三專班重補修調整為線上授課，若後續疫情好轉有做更動則在另行通知。 

2. 在校生及應屆畢業生因已有teams帳號，故不需額外註冊google帳號，直接於上課時間內登入teams上課即

可 

3. 若為已畢業1-2年之學生，則需自行辦理google帳號，並將帳號資訊寄至實研組信箱

werewolf0523@ntpc.edu.tw，以方便加入teams團隊內授課，若逾期未申請加入課程，導致缺課超過1/3則不承

http://www.tsvs.ntpc.edu.tw/
http://csv.tsvs.ntpc.edu.tw/award/stuaward.asp
https://forms.gle/SmSJT3U3QmSQ9nCn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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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該科學分，還請畢業生注意。 

4. 因1092期中重補修上課時間有所調整，故若要退費之學生只要於開課前一日（不包含當日）將退費申請

單填妥附上帳戶資料後寄至實研組信箱werewolf0523@ntpc.edu.tw內，即可辦理退費。 

5. 因高三專班上課時間並未更動，故退費標準比照重補修辦法辦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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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再煩請老師、科主任協助公告給有修課之學生，其相關課程上課時間如下表格所示，其中6/30、7/1、7/2

因剛好為期末考與休業式時間，若時間又因疫情有所變動則會再通知。  

 

1092期中重補

修上課時間課程

編號  

科目名稱  開課日期  上課教師  

109D17  (一上)國文-職  6/8、9、10、11、15、

16、17、18、21  

蔡佩潔  

109D18  (二上)國文-職  6/22、23、24、25、28、

29、30、7/1、7/2  

廖于閔  

109D18-1  (二上)國文-職  6/22、23、24、25、28、

29、30、7/1、7/2  

陳柏宇  

109D19  (一上)英文-職  5/31、6/1、2、3、4、7  莊耿惠  

109D19-1  (一上)英文-職  5/31、6/1、2、3、4、7  盧玲文  

109D21  (二上)英文-職  6/11、15、16、17、18、
21  

莊育榕  

109D21-1  (二上)英文-職  6/11、15、16、17、18、
21  

洪慧明  

109D24  (二上)數學-商  5/5、6、7、12、13、24、

25、26、27  

曾泓予  

109D27  (一上)基本電學  6/22、23、24、25、28、

29、30、7/1、7/2  

張簡湘玲  

109D28  (二上)電子學  5/5、6、7、12、13、24、

25、26、27  

張浩銘  

109D29  (二上)數位邏輯  5/31、6/1、2、3、4、7、

8、9、10  

黃美開  

設備組 

1．有向設備組借用相關教具(如桌遊、筆電、相機……)的班級，請記得歸還。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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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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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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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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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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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使用投影機布幕時，請輕輕地、慢速向下拉，收回時，也請輕輕地、慢速收回，以免損壞或掉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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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高三同學盡速歸還借用之設備、桌遊，以完成離校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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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室: 

【全校】 

一、因為疫情嚴重，同學在家學習這段期間，家裡是否有線上學習工具不足(如:電腦設備不夠使用)？ 若

在家學習有困難，需要老師更多教導？或家裡食物或物資不夠用？若有以上的需求，可以立即向導

師或輔導老師反應！ 

二、因應疫情停課，若同學有與輔導老師晤談的需求，可透過導師轉介或以下列方式進行預約： 

（一） 電話預約：請於輔導室服務時間（星期一至星期五 8:00-17:00）來電－(02)2620-3930 轉 274

或 209，或是(02)2620-0664。 

（二） 線上預約：請填寫以下資訊並寄至輔導室信箱 guidance@tsvs.ntpc.edu.tw，班級的輔導老

師將會與您聯絡和約時間晤談。 

(1) 班級： 

      (2) 座號： 

      (3) 姓名： 

      (4) Email： 

      (5) 聯絡手機： 

      (6) 方便輔導老師電話連絡你的時間（輔導室服務時間為星期一至星期五 8:00-17:00）。 

（三） 若在非上班時間有緊急狀況，請聯繫導師或撥打本校校安中心 24 小時緊急專線(02)8631-

3378。 

【全校 1、2 年級】 
1. 「學生學習歷程檔案」本學期輔導期為即日至 6 月 15 日，同學可以提早規劃準備，上傳後可知會該

科任課教師，請其協助 100 字簡述精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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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歷程檔案製作參考資源：作伙學~~教授怎麼說：學習歷程檔案準備指南大公開

https://www.108epo.com/results-detail.php?Key=19。 

2. 請全體高 1、高 2 同學即日起至 6 月 4 日(星期五)23:59，進入新北市校務行政系統-學生生學習歷

程檔案系統，點選各項「查詢收訖明細」，進行各學期的資料確認。收訖明細操作流程，詳見「學校

首頁-學習歷程檔案專區」查詢。確認項目： 

（一） 高 1同學確認：1091修課紀錄、1091校內幹部經歷。 

（二） 高 2同學確認： 

1091修課紀錄、1091校內幹部經歷； 

1082修課紀錄、1082校內幹部經歷、1082課程學習成果、1082多元表現； 

1081修課紀錄、1081校內幹部經歷。 

 

圖書館: 

1. 有關中學生網站 1100310 梯次閱讀心得寫作與 1100315 梯次小論文寫作兩項比賽的獎狀均已

寄到學校，三年級的獎狀我們已掃描成電子檔請導師轉傳，紙本獎狀發放方式後續會再通

知；一、二年級獎狀待疫情趨緩後會公告領取方式。 

2.有關 5 月份圖書館藝文比賽「硬筆字」與「圖文攝影創作比賽」：已公告獲獎名單，獎狀發

放方式比照中學生網站方式辦理。 

3.有關自主學習：高二各班修習課程的同學請先做靜態成果展示海報(海報範本請洽各班指導教

師)並於 6/11 前回傳至圖書館助理陳麗君老師信箱 budding12345678@ntpc.edu.tw，動態發表

辦理與否，將視疫情後續發展再行通知。 

https://webmail.ntpc.edu.tw/cgi-bin/genMail?adr=budding12345678@ntp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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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因應疫情，近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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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作社: 

因為疫情嚴竣： 

1.教科書費尚未繳交者，等疫情趨緩再到合作社繳交（原 6/7 之後繳交取消 8 折優惠，日期順

延）。 

2.三年級消費卡餘額、股金將請三年級導師代為領回，等疫情穩定再發還學生。 

3.三年級獎助學金將請三年級導師代為領回，一、二年級將等疫情穩定後由校長頒發給受獎同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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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