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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長 的 話 曾騰瀧校長

邀請校內教師，為資源班學生舉行
模擬面試，增進學生實戰經驗

特教個管老師進行入班宣導，增進
普通班學生對特殊需求學生之認識

資源班師生至桃園馬術中心進行校
外教學，增進人際互動及休閒能力

邀請德明技術學院資源教室楊慧真
主任進行升學輔導講座，增進特殊
需求學生及家長生涯規劃知能

103 年度士林高商入學管道

一般管道 特殊管道

 1. 特色招生甄選入學

 2. 技優甄審

各位親愛的家長大家好：
         
        竭誠歡迎各位家長與同學能選擇士林高商。本校特殊教育之主軸為照顧與教育，照顧學生特殊需求，同時
教育學生專業、成熟與獨立。
        本校普通班部分共有 6 個科別，分別為應用外語科、商業經營科、會計事務科、國際貿易科、 資料處理科
及廣告設計科，每科之班級數請參閱下圖。身心障礙學生除了可以選擇普通生之一般管道外，亦可以透過身心
障礙學生十二年就學安置方式至士商就讀，以 103 學年度為例，士商共有身心障礙學生 85 名，障礙類別橫跨
感官障礙和心智障礙，以學習障礙、自閉症和情緒障礙為最大宗。
      士商特教組共有 13 位特教老師，各個皆是兼具愛心、耐心、專業與熱誠之優良教師。每位特殊需求學生皆
有特教個管老師，定期召開個別化教育計畫會議，討論學生之特殊需求及個別狀況，結合校內外資源，協助學
生學習，生活適應及積極進行生涯輔導 ( 例如：視需要入班宣導、辦理身心障礙升學相關研習、舉辦模擬面試活
動、協助學生製作獨招面試檔案、舉辦資源班校外教學等 )。
        同學進入士林高商後，經由本校全體教師教育、同學自己努力學習與家長全力支持陪伴，相信每位同學能
從幼鷹茁壯成老鷹，展翅高飛，翱翔天地。
        敬祝    闔家平安   健康喜樂                                                                                                     校長  曾騰瀧敬上                                                                  
                                                                                                                                              

 身心障礙學生十二年

 就學安置

應用外語科：3班

商業經營科：4班

會計事務科：2班

國際貿易科：4班

資料處理科：4班

廣告設計科：3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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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設計科   呂靜修 主任

應用外語科   陳妍潔 老師

    「喂！老師，你腳過去一下，我要掃這裡。」一個聲音響亮地說著。我
回頭一看，一個孩子頭低低，十分認真地在掃地，但孩子的頭卻抬都不抬
一下。此時，正值掃除時間，我到教室找同學處理點事情，便拉著同學到
另一邊去。說實在的，當下我有點錯愕，因為這不太會是同學對老師的態
度。而我身旁的同學就對著這位掃地的同學說：「JJ，你對老師說話要加
『請』過去一下喔！掃地也不可以一直低頭，會撞到人。」
      提醒的同學像個大姐姐般，温柔和緩，令我感動。幾天後，我與班導師
聊到這個掃地的小朋友，得知孩子的身心狀況，也得知班上其它同學對於
他所給予的包容、照顧和協助，深深地為我們應外科的孩子感到驕傲。
       應外科的孩子，給人熱情、活潑的第一印象，或許天性使然，加上不
少應外科的課程，都需要團隊合作與上台口頭報告，得以讓孩子的特質更
能有所發揮。本科的口語訓練課程，需要分組製作繪本，完成繪本後會帶
至鄰近小學，為小學生以英文講故事。而在歐美小說的課程中，每節課都
需要分組討論，而其餘課程也常需要團隊合作，以完成各式口頭與書面報
告。本科的各項課程注重於聽、說、讀、寫四項技能並重，只要孩子喜歡
英文，不排斥與大家一起合作，相信都可以適應環境。歡迎您加入我們！

國際貿易科   周玉連 主任

       士商國貿科歡迎對商業活動、國際貿易事務有興趣的同學
加入我們的行列

一、國際貿易科的特色與學習重點
      高職國貿科學習的專業課程主要包括兩部分。一部分是從
事商業活動必須具備的專業知能，包括商業概論、經濟學、會
計學等；另一部分是國貿科特色課程與學習重點，包括國際貿
易實務、電子商務實務等，這些課程通常會搭配進出口貿易系
統及模擬電子商城網站系統等套裝軟體進行教學，是從事國際
貿易事務所必須具備的專業基礎能力喔！

二、國貿科提供特殊學生學習資源與可能之限制
      就讀國貿科之特殊學生，以其需求為本位，提供軟、硬體
資源，包括專業個管老師、個別化教育方案、資源教室等，各
教學大樓皆設有樓梯扶手、身障專用廁所，各樓面通道間也有
無障礙坡道。
     國貿科重外語能力培訓，奠定國貿實務基礎能力。貿易表單
等文書工作繁重、商務聯繋活動頻繁，需耐心及細心完成。

三、國貿科特殊學生可參加的升學考試與就業方向
      國貿科特殊生可參加一般生的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透
過甄選、登記分發進入各公私立科技大學，也可參加身心障礙
生升學大專校院 ( 聯招、獨招 ) 考試，進入普通大學就讀。
       學生畢業後除繼續升學深造外，可參加公職考試，或進入
各民營企業擔任國貿助理、報關、會計、金融，外匯部人員等
實務工作，甚至也可自行創業。

      校園就是揮灑的天空 .......
     就讀廣告設計科的小君是一位十分特殊的孩子，在廣設學習的期
間，他喜歡以實驗性質的操作方式呈現自己的想法，對於繪畫與空
間的概念具有個人的創意與概念。由於士商學生到陽明高中的游泳
池上課必須經過一片草地，下雨的時候遍地泥濘，他便利用校園整
修工地的磚頭，排列出令專業人士都嘖嘖稱奇的步道，還另外排出
一些裝置，其縝密的程度令人驚嘆！
    在三年級統測升學的期間，他再次接觸到圖學及基礎設計課程，
並結合日本圖像文化，嘗試以正統圓規以外的工具畫圓，如樹枝、
木棍及繩子，如何精準的畫出正圓形等，以及幾何造型等抽象元素
的組合之可能性，作為此次實驗的重點。
    士商在尊重學生創意為前提下，只要創作形式不致造成校園破
壞，例如：磚頭的可復原性及粉筆的可拭性條件之下，都會願意讓
學生自由發揮，盡情揮灑無窮的創意，這是士商學生學習過程中最
大也難能可貴的寶藏與資產，而廣告設計科學生們也行止有度地努
力學習。俗話說：「給他魚不如給支釣竿。」正是士商辦學及校園
風氣最大的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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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 師 說 ...... 天 使 在 各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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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經營科   王麗慧 老師
       商經科是以培養商業經營基層人才為主要目標，課程上除了各商
業類科都會學習的商業概論、經濟學、會計學、專題製作等專業科之
外，商經科增加了行銷及電子商務等特色課程。行銷課主要是學習如
何將產品推廣、訂價、產品線的發展及促銷方案的設計等，促進商業
交易的完成是此課程的學習主軸；電子商務課程主要以電子商城、網
路購物的實際操作及網拍賣家設置等相關的商業內容為主。需要有基
本的軟體操作能力。因此，商經科在高一時會安排學生參加電腦軟體
丙級檢定測驗，確認學生是否具備相關的電腦軟體專業能力。另外，
商經科這幾年在專題製作競賽上皆有卓越表現，這個課程是整合性的
一門學科，除了專業知識的應用外，文字表達和報告撰寫能力，都會
在課程中逐漸累積，每一份專題製作的作品都是師生們共同激發和累
積成長的最佳證明。
       商經科課程需要的是對商業活動有興趣的孩子，只要願意發揮創
意、互相激發新的想法，在這些課程中都會有顯著的成長。每一位商
經科的學生都是老師和家長們的寶貝，針對學生個別的需求，商經科
會與學校特教組、輔導室、學務處等相關單位共同討論，提供學生安
心、便利的學習環境，讓他們順利學習、成長，非常歡迎對商業活動
有興趣的孩子能加入商經科！

會計事務科   徐秀曼 主任

      教育愈來愈多元化，學生也愈來愈多樣化。我在會計課的課堂中也陸續
接觸到情況較特殊的學生，其中有一位孩子讓我從一開始的擔心到最後的
感動，都令我點滴在心頭。起初擔心他無法融入班上、無法適應會計課程，
但透過特教老師入班輔導，並不斷與班上同學溝通，以及平時對這位特殊
孩子的關心及叮嚀，讓我看到了全班與這位學生的成長。而在會計科的學
習上，雖然他需要比其他同學付出更多的心力與時間學習，但是我看到了
希望。從這位特殊學生身上我看到學習會計所應具備的特質及能力：

一、耐心及細心：
      會計乃一門社會科學，會隨著實務及國際趨勢常做內容修正，當有新的
會計公報產生，就必須耐心研讀，唯有真正了解公報內容才能做會計上的
相關帳務處理，並且會計是一門需要花時間研習才能有產出的科目，唯有
不斷做練習才能夠熟練，因此耐心絕對是必要條件。另外，因會計為帳務
處理的學科，接觸的內容均與錢有關，所以細心更是不可或缺的因素。

二、基礎運算能力：
　    會計是由文字、數字堆積而成的內容，因此必須具備基本運算能力。

三、基礎閱讀能力：
　　會計題目皆是以文字敘述的方式呈現，唯有了解題意方能作答，因此
基本的閱讀能力絕對是必要的技能。
      
        會計是一門你花愈多時間和它磨，就能培養出愈多感情的科目，只要
你具備以上特質，歡迎進入會計的世界。

資料處理科   徐必大 主任

      士商資處科的授課內容包括商業、資訊及軟體應用之專業知
識及實用技能等，希望能使學生具有資料處理、分析及軟體應
用、設計與商業經營之能力。並結合課程與教學活動，於一年
級時輔導學生取得「電腦軟體應用」丙級技術士證照，及鼓勵
學生考取「會計事務丙級」技術士證照。三年級更鼓勵學生考
取得「電腦軟體應用」乙級技術士證照，作為個人將來就業或
升學加分的利器。
      如果同學對商業管理、電腦技能、程式設計、網頁設計、專
題研究等有興趣，歡迎帶著努力不懈的決心，加入我們的行列，
士林高商資處科歡迎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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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長 姊 說 ...... 士 商 各 科 秘 辛

   商經科主要偏行銷經營類，一年級除了基本的國英數外，還有
商業概論、計算機應用等專業科目。商概大部分都是較偏記憶
類的內容，只要上課專心聽，基本上沒有很大的困難。會計學
會從基礎的分錄、過帳、試算、調整、結帳、編表，依序練習，
這是為了一年級下學期的丙檢和實習商店做準備。只要多做題
目自然就會了解，並且要從做中學才會更加熟練。
　　二年級的商業概論變成行銷學，也多了經濟學和專題這兩
個科目，會計學的基礎也會套用在實習商店，讓每個學生體驗
自己開店，從進貨到賺錢、編制報表，全都由學生自己負責；
行銷學跟商概差不多，變得更深入一些，也多了專題製作。想
要念商經科的學弟妹，必須具備對商業類感興趣的心，抑或是
未來以商業工作為目標的規劃，對數字要有一定的敏銳度，理
解能力和運算邏輯能力都要不錯才會比較適合。　　
      我認為高中職跟國中最大的不同是自律性的問題。高中職老
師不會像國中和國小老師常在班上管學生，不要違反校規就好
沒有大問題，同時也要好好經營人際關係。社團活動和服務隊
也是你拓展人際關係的一個管道，很多學生剛開始會覺得加入
服務隊浪費時間，還要提早來學校執勤，但服務隊會辦活動讓
你和其他隊員聯繫感情，並且服務隊也是讓自己往後推甄升學
的一個證明。　　
　　老師們都很樂意給予意見和協助。高一是打基礎、拓展人
際關係和考丙級檢定考試；高二會比較忙碌；高三全力拼統測。
另外，身心障礙學生有額外的升學管道，和統測一起準備，好
好努力就可以了。如果你可以好好調配自己的時間，在這裡可
以得到豐富多元又充實的學習，歡迎你們！

商業經營科：102 學年度畢業學長 陳宗緯

      
廣告設計科：102 學年度畢業學姊 小宏

        不曉得你們都是抱著什麼樣的期待選擇廣告設計這個科系，也許是因
為喜歡動漫，也許是喜歡電腦繪圖或喜歡攝影，甚至是喜歡畫設計圖，都
恭喜你們！恭喜你們做了一個人生中重要的抉擇，選定了自己的志向和自
己想走的路。如果不是，我只能說：請做好心理準備，想轉科要趁早，因
為這是一條要有愛才走得下去的艱苦路。
        因為「設計」包含很多，繪畫、攝影、電腦繪圖、平面設計……等等，
還有未來可以繼續鑽研的多媒體、電視電影、服裝、建築、室內設計……
等等。在廣設科能更學習到基礎的平面設計，像是繪畫就要畫素描、速
寫、色鉛筆、麥克筆以及水彩、壓克力等多種媒材，電腦繪圖則要熟練
Illustrator、Photoshop、Indesign 等軟體，才能製作海報或照片後製與
排版。另外，基本設計會練習很多設計方法；色彩學會認識色彩與配色應
用；圖學則能夠學習讀 / 畫設計圖。而除了平面，像是動畫、電影、網頁
這些領域老師們也會約略讓我們去嘗試與探索。在廣設科三年能碰觸到各
種不同領域的設計，進一步去發現自己擅長的部分和喜歡哪一方面的領域，
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說要有愛才走下去，因為要學的東西實在太多了，而且經常會有實
作，不是唸書唸一唸就會及格，而是要花「時間」去把作品、作業做出來，
很難完全不熬夜。我想「時間控管」大概是讀廣設科最急迫又最實用的一
門課，卻也是最困難的一門課。
     「除了有愛，如果畫得不好、沒學過畫、沒有美感走的下去嗎？」基本
上只要肯學，老師都是從最開始教起，我也沒有學過繪畫，其實我剛開始
很緊張，看著其他同學下筆如神助就會覺得自己很挫敗。可是後來發現老
師不會拿那些從小學畫同學的作品來跟你比較，而是會個別告訴你哪裡需
要改進或是怎麼做會更好，慢慢地讓你跟上大家的腳步。雖然要花更多時
間和心力，但如果請教老師們任何問題，老師們都會非常樂意幫助你。

      

       國貿科主要學習的內容包含製作出口報單、進口 報單等。雖然要比
其他科系多學一門「國際貿易」，但這也代表能比別人多一項技能。由
於報單皆需要以「英文」書寫，所以要具備基本的英語能力，製作單據
時會比較容易上手。
       我覺得在國貿科學習的過程中最困難的地方是貿易軟體的操作。只
要有一個小細節出現小錯誤，就可能造成整張單據錯誤，要完成一張「零
錯誤」的報單真是不容易啊！另外，我覺得士商和國中最大的不同是考
證照和學長姐制，國中時，連一張證照都沒有，進入士商後，考過了會
計丙檢、國貿丙檢、中文檢定中高級，感覺自己多了很多技能！而剛進
士商時有直系學姐來認我，讓我覺得很驚喜，後來了解這是士商的傳統。
        我在士商三年學習的心得與收穫包括學習會計、經濟、計算機概論
等科目，這些都是國中沒接觸的新科目，還有社團的參與，令人樂在其
中，但最印象深刻的莫過於「實習商店」，雖然商店的設立僅短短兩天，
但事前作業和準備工作，使大家能團結一心一起完成，共同經營一家店，
這是個難以忘懷的回憶。
      身為學長姐的我想要給學弟妹的建議與祝福，是能進入士商是件很幸
福的事，祝福你們在士商有個美好的回憶！在士商的日子肯定會是你人
生難忘的一部份！除了玩社團也別忘了要唸書喔，加油！

國際貿易科：102 學年度畢業學姊 陳誱蔙

       資料處理科主要在學 office 文書處理、程式設計還有專題製
作。若學弟妹想念資處科必須要有高深的理解力，也要有一定程度
的聰明才智。我覺得在資處科學習的過程中，最困難的就是程式設
計，因為程式設計需要比較好的理解力跟極大的腦容量，每次上程
式設計課要自己設計程式時，大家思考到一半常常打結，或是感到
頭痛或頭暈；眼睛也要夠厲害，因為眼睛一直盯著螢幕看也會不
舒服，每次都得趁下課時間休息十分鐘，才不會想睡覺或眼睛痛，
和平常在家中上網玩電腦的感覺很不一樣。
　   在士商學習和國中學習最大的不同是要花更多時間在讀書跟技
能練習上，我們大多會參加中英打檢定和電腦軟體應用丙級檢定，
這是學校規定一定要考到的證照，如果程度更好，可以再參加電
腦軟體應用乙級檢定。
　　我在士商學習最大的收穫是參加服務隊跟人際關係，服務隊
學到團體精神、為自己負責；人際關係讓自己更有自信，朋友們
遇到困難會一起承擔、一起想辦法、也會一起同樂。學弟妹進來
要好好學習，士商這所學校真的很棒，士商大門永遠為你們開啟。

資料處理科：102 學年度畢業學姊 廖昭慈

會計事務科：205 王鈺淇 同學
       不知道你們當初是怎麼從北士商六個科系中選擇了會計，我
自己其實也是在不太了解「會計」這個名詞背後所代表意義的情
況下就選了它。我當初是想念和法律有關的科系，覺得會計好像
會碰到滿多法律條文所以就這樣去填志願，也很幸運地拿到會計
科的名額。真的念了之後，發現跟我想像的有落差，雖然也有相
關的法律知識，但重點不在於此。有人說，會計就是企業的語言，
透過會計人員匯集整理資料做出來的報表，是用來表達企業的經
營狀況，而使用這份報表的人可以透過觀察報表來瞭解這個企業
的財務狀況。一年級的課程會依會計循環的六個程序一一介紹，
以及學一些主要的財務報表，像是綜合損益表、資產負債表等。
比較累的就是隔年五月要去考會計的丙級檢定，在那之前你會要
寫比較多的考卷，這段時間只能耐著性子熬過去；術科的部分只
要多練習，熟悉之後要考過丙檢並不是很難。我覺得會計科的人
要能夠能坐的久，才不會過得很痛苦，因為不管是人工手寫或用
電腦處理，常需要坐在桌前一段時間，通常是比較能接受靜態活
動的人才不會覺得很無聊。
      在這一年裡面所學到的東西，我曾經很挫折的是「調整報
表」，這不同於前面丙級檢定只是依樣畫葫蘆地寫，需要一點邏
輯思考，依照規則和題目去想出答案，我花了不少時間才把它搞
懂，不過這只是剛開始碰到不熟悉的時候，只要多練習要弄懂不
難，但是需要時間與耐心。
      上面對會計科一年級要教的主要內容大概的提過，希望有幫
助到你更了解會計科，祝你在未來的日子裡喜歡會計的心情是與
日俱增，認為自己當初做了最好的選擇。

應用外語科：319 方志尹 同學

        你喜歡英文嗎？對我而言「英文」是一種工具，也是一個興趣。你可
能會問應外科都在學些什麼？其實主要是教你如何在生活中「應用」英文，
以及用英文來生活。士商應外科基本上除了會有跟國中一樣的英文課：讀
課本文法、背單字 以及用英文寫專題的專題課，另外還有外國老師來教實
用生活用語的英文聽講課，雖然一個禮拜只有兩堂課，但對我來說可以增
強開口說英文的能力，跟外國人用英文溝通時也就不會和以前一樣不知所
措了！
       應外科的資源真的很豐富，我最喜歡也最印象深刻的是二年級口語表達
課的期末評量：自製英文繪本並到國小講給小朋友聽。在閱讀給小朋友們
聽的時候，看到他們專注的眼神以及在有獎徵答時踴躍發言的狀況就會覺
得非常有成就感！此外，二年級時會有從國外來的交換學生在班上與我們
一同學習和分享，並可藉此機會認識不同的文化。歡迎加入士商應外科！



如何跳一支精彩的青春圓舞曲：給成為士商新鮮人的你 (妳 )
親愛的士商新鮮人：
       歡迎加入士商大家庭，相信你們對即將展開的高職新生活，一定有著很多想像和期待，為了幫助各位更
快的適應士商新生活，在此給各位一些小叮嚀，希望可以讓各位在士商的生活更加愉快順利。

ㄧ、遵守校規
     
     「國有國法，校有校規」，學校為了培養學生良好品德，有很多相關規定，或許你會覺得有些不合理、有些很麻煩，但遵守
校規可以幫助你在學校生活過得更加順利唷！
 1.  每週上學校網站查看最新消息，掌握學校動態。

 2.  定期上學校網站查看成績與缺曠獎懲狀況。

 3.  了解並遵守學校獎懲規定，如正常出席，不遲到早退；依規定完成請假手續；遵守服儀規定；認真打掃；準時繳交作業…等。

 1.  訂定學習目標：相信很多同學進高職是希望可以學得一技之長，也希望可以不用像高中一班有龐大的升學壓力，但近年來，
      職業學校也漸漸以升學為目標，並強調實作能力取得證照，所以如果你還以為高職可以拋開課業，開心玩三年，那建議你要
      好好調整心態，趕快訂定適當的學習目標囉！

 2. 學年學分制：高職和國中課程很大的不同是採「學分制」，首先老師們都會在開學初告訴你應該繳交的作業和評量標準，
     在 IEP 會議上也會針對每一個特教生討論課程調整，但如果你在這學期該科目沒有達到課程要求與標準，就會任課老師當掉，
     要利用寒暑假來重補修囉 >_<

 3. 課程彈性調整：根據自己的學習優弱勢，要能知道自己學習困難和需求是什麼，找出適當的學習方式，設定合適的目標。
     平時你要主動向任課老師或同學尋求協助，或是你也可以自己在 IEP 會議上提出你的困難，並和任課老師討論成績評量標
     準調整事宜。若是需要特教組抽離、外加課程服務，也可來找特教老師討論。

 
       
         人際關係是進入社會前必修的一門課，也是青春期的你們最在意的一環。上了高職，同儕們較為獨立，也比較有自己的想
 法；在課程方面，也會有比較多需分組共同完成的作業或報告。在國中時可能很多導師會幫忙安排小天使，但在高職，有時候
 導師也未能主宰班上同學間的互動關係。想要有良好人際關係，你得自己積極主動並且表現出適當的社交技巧。      
   
         有些特教生會和老師反應在班上沒有朋友，覺得常常被忽略，或是分組時常常被拒絕。如果你只是默默躲在角落哭泣、怨
 天尤人，希望可以有人來幫你改善這一切，那可能比神燈出現精靈的機率更小囉！建議你主動和老師談談，找出問題出在哪哩，
 修正自己不適當的行為表現，並且調整心態，並且有良好的人際互動行為才能增進自己的人緣唷。

         高中職生活和國中相較起來會有很多的不同，對每一位同學來說都需要重新調整心態來適應，但相信如果你能做到上述的
 叮嚀，你在士商的生活將會順利許多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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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生 活，在 士 商

資源班召集人 劉紋坊老師

二、熱於學習

三、人際互動

【常見被當原因】
                                                                            
1. 上課不認真，發呆放空、睡覺或是和同學

    聊天。

2. 未能準時繳交作業。

3. 小考單字、默寫沒有背。

4. 考卷明顯看得出來是用猜的、非選題一片

    空白。

5. 沒有學習意願和動機。

【通關密技】
                                                                            
1. 學習態度認真，就算聽不懂也要讓
    老師感受到你有盡力。
2. 主動和老師說明你的困難之處、不懂的
    地方，請求協助。
3. 準時繳交作業，就算過期了也要補交給
    老師。「遲交 V.S. 缺交」對老師來說，
    也是觀察你是否努力的判斷依據！
4. 考試盡力準備，補考要出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