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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立東勢工業高級中等學校 110 學年度 

新生始業輔導須知及注意事項 

 

 

 

 

 

壹、新生始業輔導有關事項 

 一、因應疫情滾動修正，調整新生始業輔導一天舉行(8 月 24 日)。 

地點：各班教室、線上會議等。 

（一）新生當日上午 8：30 至 8：50 由學生自治幹部引導至各班教室，9：00 起

實施線上課程，課程表如附表一。線上課程使用帳號、設備為設備組協助布置

與僅供當日使用。請參閱 p.3 

(二）中午 12：00 至 12：50 為午餐及午休時間，午餐時間將由學生自治幹部協

助陪同新生分流採梅花座用餐，期間請導師協助新生熟悉環境路線，並請注意

安全。 

二、新生始業輔導期間一律在校用餐中午不得外出。 

三、新生始業輔導期間，請學生自治幹部協助新生完成領取運動服(更替運動服

時程將於開學後公告)、新生如有工具、服裝、教科書需進行驗退，請於導師

時間完成。 

四、新生始業輔導期間，進行班級環境課桌椅等環境清潔。 

五、請各班導師代為宣導，下午 15：00 聽從廣播進行搭專車同學之車隊編組，

其他同學仍待在原班教室。搭乘專車同學，務必於 9 月 1 日開學日前上官網

確認各站搭車時間。 

 

貳、新生輔導參考事項 

一、編隊要領：按身體高矮排成一排，然後編成二、三、四列橫隊，排面班以

10 人為一排。 

二、在活動中心集合時，每排 10 人，得按座號入座，以方便管制。 

三、選舉幹部要領：新生幹部暫由導師指派，利用編隊時請學生報數，選擇聲音

宏亮、動作有精神或國中成績優良者擔任之。 

四、資料填寫內容及要領：按照各處室規定資料填寫，字體力求端正，導師評閱

後送回原處室存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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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各班級導師及輔導幹部表： 

班  級 導  師 輔導幹部 

一汽甲 胡益華 二汽甲 黃煜庭 

一汽乙 謝方瑜 
二汽乙 解禹程 

二汽乙 陳顗中 

一機甲 廖桂涓 二電甲 謝博宇 

一機乙 詹朝貴 三機甲 徐雅惠 

一電甲 詹晉榮 二電甲 利祐朋 

一電乙 謝其霖 二電乙 陳泓毓 

一電子 王祥宇 
二電甲 劉宇嘉 

二電甲 吳紹郁 

一建築 楊璨寧 二電甲 吳睿軒 

一化甲 林幸臻 二電甲 朱俊溢 

一化乙 江柎銂 二化乙 張智揚 

一製圖 蔣淑婷 二電甲 巫武威 

一資訊 劉乙甫 
二資訊 劉韋汝 

二資訊 劉孟妮 

一家設 黃俊飛 二家設 周恩樂 

一室設 李嘉仁 
二室設 陳孟昀 

二室設 陳翊熏 

一餐飲 張聿嫻 二電甲 羅宇竣 

電繪一 李明書 二汽甲 邱泰瑋 

資源班 呂易瑾  

本次由於疫情因素，輔導幹部由學生自治幹部(科中、交服、班聯會擔任)，敬請

導師見諒。 

附表一 新生始業輔導課程表 p.3 

附表二 東勢高工校歌歌詞 p.4 

附表三  社團開設一覽表(含開社人數限制、社費等資訊)  p.5-6 

附表四 選社通報(請注意通報時間，電腦選社作業，如有疑問，請洽社團活動組) 

p.7 

附表五 假日志工訊息(請導師協助張貼公告，有意願同學請洽訓育組)  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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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臺中市立東勢高工 110 學年度新生始業輔導課程表 

次

序 

時間 使用

時間 

110 年 8 月 24 日（星期二） 主 持 人 地  點 

活動內容 

1 0800 

| 

0830 

30 

分 

一年級導師會報 學務主任 第一會議室 

2 0830 

| 

0850 

20

分 

新生到校（新生自行到校）/班級相見歡 

生活及儀態教育(微笑禮貌運動) 

生輔組、教官

及科中幹部 

各班教室 

3 0900 

| 

0930 

30 

分 

始業典禮/校長與新生有約 校長 線上會議 

4 0930 

| 

0950 

20 

分 

學務規章及學生手冊說明 學務主任 線上會議 

0930 

| 

1000 

30 

分 

身心障礙新生個別化教育計畫會議(IEP) 特教組 圖書館 1F 

5 1000 

| 

1050 

50

分 

1.認識學年學分制 

2.學習歷程檔案與新課綱介紹 

教務主任 線上會議 

6 1100 

| 

1150 

50 

分 

導師時間（填寫資料） 

1.學生基本資料填寫 2.排班級隊伍 3.班級

座位 4.選舉班級幹部等 

各班導師 各班教室 

7 1200 

| 

1250 

50 

分 

1.午餐（領取便當與環保碗筷）採梅花座 

2.午休 

午餐秘書 

員生社 

各班教室(調

整分流用餐) 

8 1300 

| 

1455 

115 

分 

導師時間 

1.班級桌椅更換、冷氣申請★總務處 

2.驗書★設備組 

3.服裝★生輔組 

4.工具驗退★工場負責人員 

5.班級掃具申請★衛生組 

各班導師 

總務處 

教務處 

員生社 

衛生組 

請聽廣播至

活動中心進

行服裝或工

具驗退 

9 1500 

| 

1530 

30

分 

集合路隊專車編組

（15:30 放學，專車

配合） 

搭乘專車-專車公司 生輔組、教官

及導師 

請聽廣播由

科中引導 住宿、徒步和騎乘腳

踏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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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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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臺中市立東勢工業高級中等學校 110 學年度社團一覽表 

 

每學年選一次，僅第 1 學期有選退社機制,敬請注意! 

編

號 
社團名稱 

社團指

導老師 

社團 

性質 

社團活動 

地點 
雨備地點 

招生

人數 

社費 

(每學期) 

開放

選社 
說   明 

1 國文研習社 鄭英志 學術性 三電甲教室   - - 否 三電甲全班參加 

2 電子科學研究社 王祥宇 學術性 三電子教室   - - 否 三電子全班參加 

3 
畫山畫水工業製

圖社 
張進昌 學術性 三製圖教室   - - 否 三製圖全班參加 

4 電子學研究社 林昱芠 學術性 三資訊教室   - - 否 三資訊全班參加 

5 汽車技術研究社 未定 學術性 三汽乙教室   - - 否 汽車科高三學生(指定名單) 

6 2D 電腦繪圖社 傅慶榮 學術性 製圖科教室   - - 否 製圖科學生(指定名單) 

7 木作裝潢實作專班 實習處 學術性 設計科 4 樓   - - 否 實習處(指定名單) 

8 生活英語檢定社 許靖佩 學術性 語言教室   35 - 是 
1.協助英語檢定課程練習  
2.生活英語 

9 電腦應用研習社 朱孝深 學術性 電腦教室一   35 - 是 學習電腦應用技巧、軟體應用 

10 
校內青年服務

(環保志工社) 
曾繁龍 服務性 

資源回收場

前 
三汽甲教室 30 - 是 

1.具服務熱誠、喜歡美好環境 
2.配合支援學校環保志工隊 
3.環保有你，真好! 

11 
校內青年服務

(樂隊) 
詹淇淇 服務性 管樂社辦   30 200 是 

1. 為重點校隊。 
2. 對學習樂器有興趣，有榮譽
感，喜歡有歸屬感的團隊。 

3. 配合校內升旗、重大慶典等集
會吹奏及執勤，零基礎也可。 

4.有定期獎勵機制。 

12 
校內青年服務

(交服/科中) 
王家鍾 服務性 

教官室前走

廊 
  25 - 否 

1. 配合上下學執勤交通服務，以
居住鄰近東勢為佳。 

2.校內重大活動第一線人員。 

13 
校外青年服務

(少獅社) 
羅宸佑 服務性 

校外活動場

地/一汽甲 
一汽甲教室 35 - 是 

1. 全校最有愛心的社團。 
2. 安排校外服務機構擔任志
工，核發志工時數及感謝狀。 

3. 協助校內捐血及疫苗施打。 
4.人美心更美，人帥心更棒。 

14 
校外青年服務

(童軍社) 
劉鎮浩 服務性 

輔導室前草

地 
二化乙教室 40 100  是 

1. 具童軍基本精神，願意服務學
習，課業自我要求。 

2. 配合校內活動，搭建工程或擔
任醫務服務。 

3. 也是東工最棒的康輔社。 

15 

校外青年服務

(大雪山森林愛

護少年團) 

楊佑謙 服務性 
校外活動場

地/二機甲 
二機甲教室 30 - 是 

1. 大雪山導覽及生態知識培訓。 
2. 林道修護及志工服務。 
3. 憑志工證進出大雪山森林遊
樂區免費。 

4. 喜愛森呼吸的你，還等什麼? 

16 咖啡研習社 陳克維 學藝性 三機甲教室  20 300 是 

110 學年度新開設社團 
1. 咖啡基礎知識與實作。 
2. 咖啡飲料品嘗及分享。 
3. 視實際需求酌收材料費用。 

17 文創 DIY 社 黃銘卿 學藝性 二建築教室  30 300 是 
1.文創小品製作。 
2.校園素材紀念品手作。 
3.視實際作品酌收材料費用。 

18 手工藝社 張富美 學藝性 
建築科 1F 製

圖教室 
  35 200  是 

1. 以手工藝實作為主。 
2. 串珠、拼布等 
3. 視實際作品酌收材料費用 

新開社團：咖啡研習社、甜點黏捏塑社、電競手遊社、體能訓練社、滑板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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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電影欣賞社 蔡幸君 學藝性 一汽乙教室  35 -  是 
1. 電影欣賞及評論賞析。 
2. 看電影要看到精隨。 

20 閱讀欣賞社 張自成 學藝性 
圖書館閱覽

室/一電子 
 30 - 是 

1. 喜愛閱讀的你不要錯過。 
2. 看書看到精隨，氣質 up。 

21 甜點黏土捏塑社 Eliza 學藝性 一建築教室   30 300  是 

110 學年度新開設社團 
1. 學習捏塑土製作技巧。 
2. 製作各種成品及小物。 
3. 視實際作品酌收材料費用。 

22 
電競手遊社-傳

說對決 
吳明昌 康樂性 一機乙教室   30 - 是 

110 學年度新開設社團 
1. 熱門手遊介紹與 app 應用。 
2. 實際操作與對戰、戰略技巧。 
3.不是來滑手機的，請慎選。 

23 熱舞社 王飛霏 康樂性 
地下室韻律

教室 
  40 400 是 

1.現代舞蹈教學，零基礎也可。 
2.配合校內重大活動表演。 
3.視社員人數調整社費收費。 
4.適合旋律下就想動的你。 

24 魔術社 張菳鋒 康樂性 二化甲教室   35 500 是 

1. 學習魔術變幻技巧，擔當獨立
表演，打破沉默利器。 

2. 酌收材料費約500元/人(視課
程內容調整收費) 

25 
氣球手作社(初

階班) 
黃勇盛 康樂性 二電甲教室   30 500 是 

1.學習氣球造型製作技巧。 
2.協助學校大型活動氣球布置。 
3.酌收材料費約 500 元/人(視課
程內容調整收費)。 

26 吉他社 A 黃銘廷 康樂性 行政大樓中庭 二電乙教室 35 300 是 1. 需自備（購）樂器 
2. 吉他彈奏技巧、唱歌與合聲。 
3. 適合喜歡自彈自唱的你。 27 吉他社 B 陳柏榕 康樂性 行政大樓中庭 二電子教室 35 300  是 

28 熱門音樂社 A 鄭啟富 康樂性 
地下室 

社辦外廣場 
二汽甲教室 35 300 是 1. 需自備（購）樂器 

2. 學習電吉他、貝斯、鍵盤、爵
士鼓或擔任主唱。 

3. 充實舞台魅力。 29 熱門音樂社 B 張元瑞 康樂性 
地下室 

社辦外廣場 
二汽乙教室 35 300 是 

30 體能訓練社 劉與正 體育性 未定 國際會議廳 30 - 是 

110 學年度新開設社團 
1. 基礎體能訓練。 
2. 強健體魄，增加體能，不選可
惜。 

31 跆拳道社 劉俊興 體育性 
行政大樓中

庭外側 
一機甲教室 35 - 是 

1. 練習跆拳道基本技巧與精神。 
2. 鍛鍊健康體魄，變得更強壯。 

32 滑板社 李紀正 體育性 
行政大樓內

側廣場 

行政大樓中庭

側邊 
30 300 是 

110 學年度新開設社團 
1. 滑板知識與技巧入門。 
2. 千呼萬喚，萬眾矚目。 
3. 視狀況自備或酌收裝備費用。 

33 羽球社(基礎) 劉乙甫 體育性 活動中心  40 - 是 
1. 需自備球拍/羽球。 
2. 練習基本羽球技巧與對打。 

34 羽球社(進階) 饒家銘 體育性 活動中心  40 - 是 
1. 需自備球拍/羽球。 
2. 進階或想參加分組賽之同學 

35 棒球社 張秉傑 體育性 田徑場 國際會議廳 40 - 是 
1. 練習棒球打擊與守備基本技
巧，由專業師資指導。 

2. 東工 KANO! 

36 排球社 吳鈺淳 體育性 排球場 國際會議廳 40 - 是 
1. 練習排球基本技巧與合作團
隊精神。 

2. 含現有排球隊隊員。 

37 籃球社(基礎) 吳錦帆 體育性 戶外籃球場 國際會議廳 40 -  是 
1.練習運球、上籃等基本技巧。 
2.分組練習與比賽。 

38 籃球社(校隊) 游聰吉 體育性 戶外籃球場 國際會議廳 40 -  是 
1. 提供一般生加入，歡迎對籃球
有興趣且有意發展之同學。 

2. 含現有籃球隊隊員。 

39 桌球社 張義和 體育性 
地下室國際

廣場 
  35 -  是 

1.練習桌球基本技巧。 
2.需自備球拍/桌球。 

40 網球社 管李美惠 體育性 網球場 國際會議廳 30 -  是 
1.可借用或自備球拍/網球耗材 

2.視需要酌收社費。 

41 滾球社 吳俊賢 體育性 滾球場 一餐飲教室 25 -  否 餐飲服務科學生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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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 

 

110學年度選社作業時間為9/8(三)-9/10(五)!!請務必注意社團相關說明 

東工學務通報 公佈日期：110年8月 

社團選社作業 

一、 選社網址： 

進入學校網頁 tsvs.tc.edu.tw 右側-學生專區-社團專區進入選填頁面。  

帳號：學號，密碼：身分證字號（預設，與本校成績查詢系統相同）。 

二、 操作說明： 

請依意願及興趣依序填入15個社團(按照志願順序)，利用課餘時間上網選填(亦可手機

選填)，家中無網路者，可於9/8-9/10(三-五)中午或下課時間至圖書館公用電腦選填。 

三、 開放網路選社時間：  

9月8日(星期三) 09：00至9月10日(星期五) 23：59 上網選填，時間到即關閉系統，

逾時不候，請把握選社時間。 

四、 社團退社： 

第一次社課(9/22)結束後，若自行評估認為該社未符興趣，可於9月23日(星期四) 

09:00-15:00上網進行退社作業。 

五、 社團重新選社： 

9月24日(星期五) 09:00~15:00 請洽學務處社團活動組長進行人工選社（依時間先後

排入）。 

六、社團名單確認：9月27日(星期一) ，確認後將「正式社團選社名單」發放各班。 

七、社團指導老師會議：9月22日(三)下午1：30於第一會議室召開。 

        社團社長會議：10月20日(三)下午1：00於第一會議室召開。 

備註： 

1.三機甲、三電子、三製圖、三資訊以班級開設的學術性社團為電腦優先設定，上述班級請

勿再上網填寫志願。 

2.已登記留社的社團幹部及專業性社團預選名單，將統一由學務處排入，亦無需再上網選填。

(同學可登入帳號確認自己是否已在社團內，但請勿再行選社)  

3.選社作業為一學年一次，期中及第二學期皆無法退換社團，請同學務必慎選! 

社團活動組109.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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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 

假日志工活動訊息，請導師協助鼓勵新生，如有意願參加，可洽訓育組 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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