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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工農職業學校 
國中技藝教育課程 4 月 12 日線上課程相關資料 

組長好： 

以下是松山工農-【電機與電子 A 班】的課程說明 

授課教師 蔡武城 

線上授課視訊軟體 google meet 

線上授課視訊網址 https://meet.google.com/kdy-ujwg-xfp 

國中端所需設備或軟

體 

1. 可進行遠距教學之設備 

2. microsoft office 

3. tinkercad 網頁版 

4. Block Circuit EDIT 網頁版 

是否提供材料 

1. 提供工業配線單機試用版軟體(如下頁)，公告於

google classroom：課程加入連結，請學生先以個人

gmail 帳號加入，方可看到課程公開內容。 

2. 4/12 授課軟體 

3. 請組長們先在電腦安裝軟體(若無電腦可操作的話

也沒有關係，就看老師操作示範即可)，各學生軟體

安裝序號如下頁。 

學習單 無 

聯絡簿 

1. 每次(週)上課後填寫一次。 

2. 【國中導師簽章】、【國中輔導室簽章】及【家長

的話】三處欄位，請國中輔導事先行協助批閱。 

備註 

1. 請學生最遲於 13：20 就位，開始點名。 

2. 課程結束至下次上課期間，須將學習單寄至

a913202@saihs.edu.tw，以作為點名與評分之依

據。 

其他 
請學生於線上授課期間，仍需要專心聽講，注意老師

於課堂宣佈之相關課程規定及作業。 

https://meet.google.com/kdy-ujwg-xfp
https://classroom.google.com/c/NDc3NTQ4MDA5NDA1?cjc=vrgblfs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D_Kwmsp52vMGHBcXVObDOOAfbfgSwA5v/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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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下載連結：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D_Kwmsp52vMGHBcXVObDOOAfbfgSwA5v/view?usp=sharing 
 

編號 姓名 安裝序號 國中 

1 翁○宇 03154H2FP7 民族 

2 陳○翔 LPZY6MY7G3 民族 

3 黃○宸 PVF7T11RKR 民族 

4 黃○嘉 XFJY8ZTYHQ 興雅 

5 吳○諺 VUWAK8J6GV 興雅 

6 李○恩 43U8JPYR8U 芳和 

7 范○悅 UMXCAW0GGZ 芳和 

8 袁○澤 退訓  

9 陳○安 退訓  

10 蒲○勳 P8K2QBWKX0 大安 

11 陳○魁 5PSEEB94NG 大理 

12 牛○平 CHDTTKDFT9 中正 

13 林○蓉 TM5ZE2LRTX 中正 

14 張○浚 YE1N7YMFCM 仁愛 

15 吳○廷 1Y0T0LVCHK 仁愛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D_Kwmsp52vMGHBcXVObDOOAfbfgSwA5v/view?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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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工農職業學校 
國中技藝教育課程 4 月 12 日線上課程相關資料 

 

組長好： 

以下是松山工農-【電機與電子 B 班】的課程說明 

 

授課教師 詹偉新 

線上授課視訊軟體 google meet 

線上授課視訊網址 https://meet.google.com/ddr-gcjy-qbp 

國中端所需設備或軟體 
1. 可進行遠距教學之桌上型電腦 

2. 可編輯 Word 檔及可瀏覽 PDF 檔之軟體 

是否提供材料 否 

學習單 無 

聯絡簿 

1. 每次(週)上課後填寫一次。 

2. 【國中導師簽章】、【國中輔導室簽章】及【家長

的話】三處欄位，請國中輔導事先行協助批閱。 

備註 

1. 請學生最遲於 13：20 就位，開始點名。 

2. 課程結束至下次上課期間，須將學習單寄至

xmimic180@saihs.edu.tw，以作為點名與評分之

依據。 

其他 
請學生於線上授課期間，仍需要專心聽講，注意老

師於課堂宣佈之相關課程規定及作業。 
  

https://meet.google.com/ddr-gcjy-q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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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工農職業學校 
國中技藝教育課程 4 月 12 日線上課程相關資料 

 

組長好： 

以下是松山工農-【電機與電子 C 班】的課程說明 

 

授課教師 洪茂松 

線上授課視訊軟體 google meet 

線上授課視訊網址 https://meet.google.com/nyf-esyy-gtr 

國中端所需設備或軟體 可進行遠距教學之設備 

是否提供材料 否 

學習單 無 

聯絡簿 

1. 每次(週)上課後填寫一次。 

2. 【國中導師簽章】、【國中輔導室簽章】及【家長

的話】三處欄位，請國中輔導事先行協助批閱。 

備註 

1. 請學生最遲於 13：20 就位，開始點名。 

2. 課程結束至下次上課期間，須將學習單寄至

hungmousong@saihs.edu.tw，以作為點名之依

據。 

其他 
請學生於線上授課期間，仍需要專心聽講，注意老

師於課堂宣佈之相關課程規定及作業。 
 
 
  

https://meet.google.com/nyf-esyy-g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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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工農職業學校 
國中技藝教育課程 4 月 12 日線上課程相關資料 

 

組長好： 

以下是松山工農-【電機與電子 D 班】的課程說明 

 

授課教師 陳衍霖 

線上授課視訊軟體 google meet 

線上授課視訊網址 https://meet.google.com/sqy-hykk-czy 

國中端所需設備或軟體 可進行遠距教學之設備 

是否提供材料 否 

學習單 否 

聯絡簿 

1. 每次(週)上課後填寫一次。 

2. 【國中導師簽章】、【國中輔導室簽章】及【家長

的話】三處欄位，請國中輔導事先行協助批閱。 

備註 請學生最遲於 13：20 就位，開始點名。 

其他 
請學生於線上授課期間，仍需要專心聽講，注意老

師於課堂宣佈之相關課程規定及作業。 
 
 
  

https://meet.google.com/sqy-hykk-cz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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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工農職業學校 
國中技藝教育課程 4 月 12 日線上課程相關資料 

 

組長好： 

以下是松山工農-【機械群】的課程說明 

 

授課教師 胡銘軒 

線上授課視訊軟體 google meet 

線上授課視訊網址 https://meet.google.com/hej-zabm-vpb 

國中端所需設備或軟體 

1. 可進行遠距教學之設備 

2. microsoft office 

3. 可開啟 PDF 檔案軟體 

是否提供材料 否 

學習單 否 

聯絡簿 

1. 每次(週)上課後填寫一次。 

2. 【國中導師簽章】、【國中輔導室簽章】及【家長

的話】三處欄位，請國中輔導事先行協助批閱。 

備註 

1. 請學生最遲於 13：20 就位，開始點名。 

2. 課程結束至下次上課期間，須將學習單寄至

sham0825@saihs.edu.tw，以作為點名之依據。 

其他 
請學生於線上授課期間，仍需要專心聽講，注意老

師於課堂宣佈之相關課程規定及作業。 
 
 
  

https://meet.google.com/hej-zabm-vp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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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工農職業學校 
國中技藝教育課程 4 月 12 日線上課程相關資料 

 

組長好： 

以下是松山工農-【動力機械群】的課程說明 

 

授課教師 李智文 

線上授課視訊軟體 google meet 

線上授課視訊網址 https://meet.google.com/noa-qowm-rra 

國中端所需設備或軟體 
1. 可進行遠距教學之設備 

2. 可開啟 PDF 檔案軟體 

是否提供材料 否 

學習單 提供電子檔，請組長協助列印紙本給學生。 

聯絡簿 

1. 每次(週)上課後填寫一次。 

2. 【國中導師簽章】、【國中輔導室簽章】及【家長

的話】三處欄位，請國中輔導事先行協助批閱。 

備註 

1. 請學生最遲於 13：20 就位，開始點名。 

2. 課程結束至下次上課期間，須將學習單 mail 至

zwli@saihs.edu.tw，以作為點名之依據。 

其他 
請學生於線上授課期間，仍需要專心聽講，注意老

師於課堂宣佈之相關課程規定及作業。 
 
 
  

https://meet.google.com/noa-qowm-r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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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工農職業學校 
國中技藝教育課程 4 月 12 日線上課程相關資料 

 

組長好： 

以下是松山工農-【化工 A 班】的課程說明 

 

授課教師 陳祈良 

線上授課視訊軟體 google meet 

線上授課視訊網址 https://meet.google.com/rpj-utvh-kea 

國中端所需設備或軟體 可進行遠距教學之設備 

是否提供材料 否 

學習單 提供電子檔，請組長協助列印紙本給學生。 

聯絡簿 

1. 每次(週)上課後填寫一次。 

2. 【國中導師簽章】、【國中輔導室簽章】及【家長

的話】三處欄位，請國中輔導事先行協助批閱。 

備註 

1. 請學生最遲於 13：20 就位，開始點名。 

2. 課程結束至下次上課期間，須將學習單寄至

chiliang@saihs.edu.tw，以作為點名之依據。 

其他 
請學生於線上授課期間，仍需要專心聽講，注意老

師於課堂宣佈之相關課程規定及作業。 
 
 
  

https://meet.google.com/rpj-utvh-k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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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工農職業學校 
國中技藝教育課程 4 月 12 日線上課程相關資料 

 

組長好： 

以下是松山工農-【化工 B 班】的課程說明 

 

授課教師 李玉婷 

線上授課視訊軟體 google meet 

線上授課視訊網址 https://meet.google.com/rpj-utvh-kea 

國中端所需設備或軟體 可進行遠距教學之設備 

是否提供材料 否 

學習單 提供電子檔，請組長協助列印紙本給學生。 

聯絡簿 

1. 每次(週)上課後填寫一次。 

2. 【國中導師簽章】、【國中輔導室簽章】及【家長

的話】三處欄位，請國中輔導事先行協助批閱。 

備註 

1. 請學生最遲於 13：20 就位，開始點名。 

2. 課程結束至下次上課期間，須將學習單寄至

regina56@saihs.edu.tw，以作為點名之依據。 

其他 
請學生於線上授課期間，仍需要專心聽講，注意老

師於課堂宣佈之相關課程規定及作業。 
 
 
  

https://meet.google.com/rpj-utvh-k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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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工農職業學校 
國中技藝教育課程 4 月 12 日線上課程相關資料 

 

組長好： 

以下是松山工農-【農業 A 班】的課程說明 

 

授課教師 陳冠名 

線上授課視訊軟體 google meet 

線上授課視訊網址 https://meet.google.com/gib-xrpg-mvy 

國中端所需設備或軟體 可進行遠距教學之設備 

是否提供材料 否 

學習單 否 

聯絡簿 

1. 每次(週)上課後填寫一次。 

2. 【國中導師簽章】、【國中輔導室簽章】及【家長

的話】三處欄位，請國中輔導事先行協助批閱。 

備註 請學生最遲於 13：20 就位，開始點名。 

其他 
請學生於線上授課期間，仍需要專心聽講，注意老

師於課堂宣佈之相關課程規定及作業。 
 
 
  

https://meet.google.com/gib-xrpg-mv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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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工農職業學校 
國中技藝教育課程 4 月 12 日線上課程相關資料 

 

組長好： 

以下是松山工農-【農業 B 班】的課程說明 

 

授課教師 張淑菱 

線上授課視訊軟體 google meet 

線上授課視訊網址 http://meet.google.com/dgj-qnop-uvd 

國中端所需設備或軟體 可進行遠距教學之設備 

是否提供材料 否 

學習單 否 

聯絡簿 

1. 每次(週)上課後填寫一次。 

2. 【國中導師簽章】、【國中輔導室簽章】及【家長

的話】三處欄位，請國中輔導事先行協助批閱。 

備註 請學生最遲於 13：20 就位，開始點名。 

其他 
請學生於線上授課期間，仍需要專心聽講，注意老

師於課堂宣佈之相關課程規定及作業。 
 
 
  

http://meet.google.com/dgj-qnop-uv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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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工農職業學校 
國中技藝教育課程 4 月 12 日線上課程相關資料 

 

組長好： 

以下是松山工農-【食品 A 班-食品】的課程說明 
 

授課教師 盧恩得 

線上授課視訊軟體 google meet 

線上授課視訊網址 https://meet.google.com/ydc-xfqz-zhw 

國中端所需設備或軟體 可進行遠距教學之設備 

是否提供材料 否 

學習單 提供電子檔。 

聯絡簿 

1. 每次(週)上課後填寫一次。 

2. 【國中導師簽章】、【國中輔導室簽章】及【家長

的話】三處欄位，請國中輔導事先行協助批閱。 

備註 

1. 請學生最遲於 13：20 就位，開始點名。 

2. 課程結束至下次上課期間，須將學習單寄至

entelu@saihs.edu.tw，以作為點名之依據。 

其他 
請學生於線上授課期間，仍需要專心聽講，注意老

師於課堂宣佈之相關課程規定及作業。 
 
 
  

https://meet.google.com/ydc-xfqz-zh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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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工農職業學校 
國中技藝教育課程 4 月 12 日線上課程相關資料 

 

組長好： 

以下是松山工農-【食品 B 班-烘焙】的課程說明 

 

授課教師 郭芷良 

線上授課視訊軟體 google meet 

線上授課視訊網址 https://meet.google.com/ydc-xfqz-zhw 

國中端所需設備或軟體 可進行遠距教學之設備 

是否提供材料 否 

學習單 提供電子檔。 

聯絡簿 

1. 每次(週)上課後填寫一次。 

2. 【國中導師簽章】、【國中輔導室簽章】及【家長

的話】三處欄位，請國中輔導事先行協助批閱。 

備註 

1. 請學生最遲於 13：20 就位，開始點名。 

2. 課程結束至下次上課期間，須將學習單寄至

zliang22@saihs.edu.tw，以作為點名之依據。 

其他 
請學生於線上授課期間，仍需要專心聽講，注意老

師於課堂宣佈之相關課程規定及作業。 
 

https://meet.google.com/ydc-xfqz-zh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