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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孩子，就從參加「學校日」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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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程序 

日間部(高一 12:50~16:20；高二及高三 12:50~15:00) 

日 
期 

 
參
與
年
級 

時 間 活動內容 參 與 人 員 活動地點 主 持 人 承 辦 
單 位 

備   註 

中 
 
華 
 
民 
 
國 
 

103 

年 
9 
月 
20 
日 
 
星 
期 
六 
 
下 
 
午 

 
 
全 
體 

12：50 

~  
13：00 

報    到 
日間部出席 
家長及教師 

行政大樓 
一樓穿堂 

輔導主任 

1.輔導室 
2.圖書館 
3.實習處 
4.家長會 

1.請服務同學引導
(日)高一、高二家
長至各班教室。 

2.引導（日）高三家
長至行政大樓5樓第三
會議室。 

 
 
日 
高 
三 13：00 

~  
15：00 

 

升學進路
及 

親師座談 

高三家長 
導師 

科任教師 

行政大樓 
五樓 

第三會議室 

教務主任 

導  師 

1.教務處 

2.家長會 

1.13:00~14:00 高
三進行升學進路
座談會。 
 
2.14:00~15:00 高
三進行親師座談。 

 
3.各科科主任及各班
科任教師協助導師進
行親師座談。 

日 
高 
一 
、 
高 
二 

班級經營 
及 

親師座談 

高一高二家長 
導師 

科任教師 

高一、高二 
教室 

導  師 學務處 

 
日 
高 
二 
、 
高 
三 

15：00 

~  

15：50 

藥物濫用
防治研習 

家長 
自由參加 

活動中心
三樓   

演講廳 
校長 教官室 

請班上服務同學引
導(日)高一、高二及
高三有興趣參加本
研習的家長至演講
廳 

 

 

日 

高 

一 

 

 
 

15：00 

~  

15：20 

休 息 及 引 導 

 

1. 請日高二若 3:00
未完成，得前往自習
中心繼續親師座談。 

2.請日高一各班導師
及服務同學，引導家長
至活動中心4樓禮堂 

 
 
 
15：20 

~  
16：20 

1.歡迎式 
2.校務報告 

日高一 
家長及教師 

活動中心 
四樓禮堂 

校  長 

 
1.教師會 
2.家長會 
3.各處室 
4.各科科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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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長的勉勵 

敬愛的家長： 

    歡迎蒞臨參與本校學校日的活動。由於  您的關心與付出，我們將手

攜手、心連心，一起為我們孩子的成長與進步而努力。 
本校以傳統「六藝」~禮、樂、射、御、書、數的精神為教育核心，設

計相關學習活動，塑造學生優良的品格，培養學生多元學習的能力，滿足
學生學習需求。因此，全面推動學生學習護照活動，透過服務、藝能、運
動、合作、國際、閱讀、專業等各類學習護照的實踐與完成，使每位士商
人都能淬煉成為「六藝俱全、具競爭力、快樂的學習者」，也希望  您陪伴
孩子享受這段豐富的學習歷程。期望士商人，學習過程懂方法、有效率、
很愉悅、肯付出、能負責、會讀書、尚紀律、重禮貌、展專業、成人才。
讓父母及師長們以士商人為榮！ 

今年本校畢業生總升學率達 92%。其中升國立大學率 43%，達國立大學
標準之比率 83%。全體學生參加全國、技藝、技能或專題競賽獲得第 1名 3
個、第 2名 2個、第 3名 1個、第 4名 1個、第 5名 2個、4個佳作、4個
優選、5支金手獎、8個優選。體育、藝能類競賽獲得第 1名 6個、第 2名
3個、第 3名 6個、7個佳作、6個優選。資訊、閱讀與投稿比賽獲得第 1
名 7個、第 2名 3個、第 3名 8個、特優 4個、優等 19個、甲等 27個、
佳作 21個。成績斐然。 

感謝家長會與校方合作，為提供學生更好的讀書環境，自本學年度起

教室冷氣機全部換新。並規劃了舒適安靜的自習中心，期望孩子因此學業

更進步。為使本校學生更有競爭力，學校特地安排模擬考、寒暑假複習考

及學業競試（本校行事曆與各項考試日期請詳見本校網站公告之行事曆）。

請家長配合學校給予學生學業上的叮嚀外，更希望注意孩子生活作息的正

常及心理上的支持。我們期望達到的教育是「全人」的發展，所以孩子平

日參與社團及各項活動，對於品行之陶冶，學習做人處事之道都有很大的

助益。 
「學校日」活動是瞭解學校行政、導師班級經營、教師教學計畫及學

生學習狀況最好之機會，各科教師之教學計畫，將建置在本校網頁中（士
商線上服務學科教學計畫查詢學科教學計畫表查詢系統輸入 103
學年度上學期部別及班別），歡迎隨時上網查詢；此外，輔導室為本校家長
規劃有許多家庭教育成長課程及活動，期望踴躍報名參加。並參閱網頁家
長篇中學校日活動及親職教育詳盡的資料。 

我們深信：  您對孩子的關懷與努力的付出，孩子是有福的；更由於

家長對學校的支持與配合，學校才會更進步；讓我們共同努力，共創士商

美好的願景。敬祝 

闔家平安  健康喜樂                    
 

士林高商校長  曾騰瀧敬上 
103.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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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家長好: 
首先代表家長會歡迎各位新生及家長進入士商這個大家庭，並感謝二、三年級及夜間部家長

們，對士商家長會的相挺，無論是舉辦任何活動還是志工的義務輪值，捐贈的愛心善款，家長們
都不落人後，值得讚賞。 

    時間過的真快，ㄧ轉眼又過了ㄧ年，9月 20 日學校日，於各班導師主持下將改選出班級代表，
玉娟在此拜託各位家長們，ㄧ起來帶領新加入的家長，傳承士商家長會，為士商學子繼續服務， 
玉娟雖將卸任會長，但未來還是會擔任志工與各位共同來努力，謝謝! 
家長代表能為學校及我們學子做什麼事? 
(1)段考前 10天值夜自習，週ㄧ至週五晚上 6:30 至 9:00，ㄧ至兩人在自習中心陪學子念書。 
(2)家長會辦公室輪值，週ㄧ至週五早上：上午班 10:00至下午 1:00，下午班：1:00至 4:30。 
(3)各種活動支援如:統測考場服務，實習商店換鈔，校慶活動等活動，如有未盡事宜另行補充。 
   歡迎家長們ㄧ起來當志工，為我們的孩子共同努力，如您有意願擔任家長會志工，請填寫表
格交給班導師，有任何問題需家長會協助的也歡迎於週ㄧ至週五早上 10:00 至下 4:30致電 
家長會辦公室：2831-6582、2831-3114分機 412，傳真：2836-4084(總務處)  
E-mail：parents412@slhs.tp.edu.tw  

※家長會辦公室位置：行政大樓三樓演講廳前。 
家長會網頁：點選士林高商網頁→夥伴單位→點家長會即可進入 

 

家長會所能做的事： 

1.做為學生及家長和班級與校方溝通橋樑，例如：收集相關建議後提交校方修正校規。 
2.提供學生有更佳之學習環境：例如：爭取自習中心開放時間，冷氣之換新維修保養提供

弱勢家庭學生愛心便當之提供，統測考生服務....等等.... 
3.更大之方向：結合外校團體針對政府教育方針之建議 
   例如：12年國教大會考、特招之缺失，一再為考生向教育局抗議下，已獲得改革， 
   協辦高中職技職教育說明會，高中職升學博覽會， 
   會長副會長及特教委員參與之特教權益促進聯盟，成功要求教育部暫緩執行理論多於

實做之特教新課綱。 
 

台北市立士林高商學生家長會 會長 高玉娟 
                                      暨 全體委員  
                            自由捐款回條                                          

班級：   年   班   學生姓名：           家長姓名：        聯絡電話： 

□ 現金，捐款金額  新台幣：          元整 (請將現金託人事室董主任代收) 

□ 匯入專戶，捐款金額  新台幣：          元整（合作金庫-士林分行 0470717598128） 

□ 清寒愛心便當，捐款金額  新台幣：          元整（陽信銀行-營業部 001420114661） 

※請記得填寫您的大名，本會收到捐款後會儘速將收據交給您，感謝您的慷慨捐款！ 

--------------------------------- 志工招募回條-------------------------------- 

班級：   年   班   學生姓名：           家長姓名：        聯絡電話： 

願意協助：□家長會辦公室輪值，時間：星期         □10:00-13:00□13:00-16:30□夜自習 

          □電腦高手、網頁維護管理。□活動支援   □其他：          □抱歉，無法參加! 

※請將回條送回家長會辦公室，謝謝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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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  譽  榜  

                         

                         102學年度下學期-本學期 9月 

 日期 得獎項目 處室 

2014/2/17 

本校學生參加三花棉業公益教育基金會徵文榮獲佳績： 
105 張嘉威同學,榮獲第四名，指導老師：姜義維老師 

320 許寧君同學,榮獲佳作，指導老師：李瓊雲老師 
圖書館 

2014/2/17 

本校技優保送學生錄取臺北科技大學及臺灣科技大學： 

日間部 322 班 張步元 同學 錄取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不分系菁英系 

日間部 322 班 黃郁婷 同學 錄取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不分系菁英班 
教務處/註冊組 

2014/2/27 
本校榮獲教育部 102 年度推行童軍教育績優學校 

感謝童軍團團長蔣大程老師熱心指導 
學務處/訓育組 

2014/3/13 
本校女子壘球隊參加臺北市 102 學年度教育盃中小學壘球賽 榮獲 高女
組 冠軍! 感謝 潘慈惠教練、吳雅琳教練 辛勤指導!  

學務處/體育組 

2014/3/27 

本校三年級學生於「第五屆全國高職學生網路文學獎」榮獲佳績： 
周采潔 散文類特優，林姿坊 散文類優選，鄭廷暉 散文類第 10 名， 
陳庭鈞 散文類入選，林佳欣 散文類入選，陳芮諼 散文類入選， 
蔡嬑萱 散文類入選；鄭廷暉 新詩類入選，陳詠欣 新詩類入選及文學親
善大使，鄭廷暉 文學親善大使，林佳欣 文學親善大使； 
感謝楊素芬老師、劉明亮老師、謝湘麗老師、洪明璟老師、黃子恩老師的
指導。  

教務處/教學組 

2014/3/31 

本校學生參加第三屆高中職商管領域實務專題競賽： 

211 班 蔡采容、李奕臻、蔡嬑萱以<行動裝置通訊軟體之研究>榮獲中國
科技大學第三屆高中職商管領域實務專題競賽,消費者行為類 佳作！ 

感謝陳柏升老師的指導 

教務處/教學組 

2014/4/3 

本校同學參加外語群全國專題製作競賽複賽榮獲優勝！ 

恭喜 217 班洪梓瑜、黃欣怡、林正杰同學榮獲英文組論文類優勝， 

謝瑋倫老師指導。 
實習處 

2014/4/3 

本校同學參加設計群全國專題製作競賽複賽榮獲優勝及佳作！ 

恭喜 320 班邵維梵、歐盈盈、林雨璇同學榮獲創意組優勝，邱玉欽老師
指導。 

恭喜 321 班蘇堤瑜、吳奕葳、葉子豪、張淳筑同學榮獲平面設計類佳作，
費國鏡老師指導。 

實習處 

2014/4/7 

本校同學參加台北市第 11 屆中小學專題式網頁競賽榮獲第二名及佳作！ 

恭喜夜 303 班林詠釧、曹元泓、許晉瑋、黃祐宸、蔡逸達、李俐玟、郭
姵妤、粘馨文、羅紫寧同學榮獲高中職組其他議題第二名， 

作品名稱幕朽再雕，張嘉蘭老師指導。 

恭喜夜 303 班吳政陽、徐銓蔚、王采莉、周家伃、張雅雯、曾靜梅、馮
莉雅、董富蕎同學榮獲高中職組觀光資源類佳作， 

作品名稱微笑台北，張嘉蘭老師指導。 

夜間部/教學組  

2014/4/8 

本校同學參加商管群全國專題製作競賽複賽榮獲優勝！ 

恭喜 301 班施妮君、王憶茹、李思穎同學榮獲小論文類優勝， 

王麗慧老師指導。 
實習處 

2014/4/11 
本年度打破以往錄取紀錄！ 

繁星計畫共錄取 7 位同學！ 
教務處/註冊組 

2014/5/12 
本校學生參加第 1030315 梯次讀書心得寫作比賽,榮獲佳績, 

感謝:彭仰琪,洪明璟,楊旻芳,陳薏安,李瓊雲等指導教師的辛勞付出. 
圖書館 

2014/5/13 

本校同學參加設計群全國專題製作競賽決賽榮獲第三名！ 

恭喜 320 班邵維梵、歐盈盈、林雨璇同學榮獲創意組優勝，感謝邱玉欽
老師指導。 

實習輔導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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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5/22 

本校學生參加第 1030331 梯次全國小論文寫作比賽,榮獲佳績 

感謝指導教師:周雅瑜、陳柏升、謝瑋倫、謝瑋倫、邱莉婷、李庭芸、周
玉連、張嘉蘭、陳佳如、翁聖恩等辛勞付出.   

圖書館 

2014/5/26 

狂賀!本校通過 103 年度優質學校評選--校園營造(臺北市高職第一所)  

恭賀本校通過 103 年度優質學校評選，「校園營造」向度。 

本校為臺北市辦理優質學校評選以來，第一所高職在「校園營造」向度獲
獎學校。 

總務處/庶務組 

2014/5/26 

恭喜本校 119 班學生代表學校參加臺北市 102 學年度英語讀者劇場比
賽，榮獲第 2 名+最佳劇本，共 2 筆獎項，感謝張麗珍老師的辛勤指導與
應外科全體老師的協助。 

參賽獲獎學生名單如下: 李冠君、林沐錡、郭浚維、劉政穎、李育玟、陳
羿君、曾暐涵、鄭愛玲，全體師生同賀! 

教務處/教學組 

2014/5/29 

本校參加「2014 年北區四縣市中小學學生專題寫作比賽」 

榮獲臺北市複賽高中職組 優勝  

四縣市總決賽高中職組 佳作 

參加學生 210 班 林琇盈 212 班 張珈侑 楊宇雯  

指導老師 秦玲美老師 

教務處/教學組 

2014/6/6 

本校榮獲臺北市教育局 103 年度「推展家庭教育績優團體」獎(臺北市第
一)，繼 99 年度獲獎後再度獲得肯定。感謝全校各位老師同仁及家長的支
持及協助。 

輔導室 

2014/6/6 
本校輔導室趙慧敏老師榮獲臺北市教育局 103 年度「推展家庭教育績優工
作人員」獎！ 

輔導室 

2014/6/10 

本校參加第 23 屆時報金犢獎, 廣設科榮獲兩岸四地大獎數項佳績; 

總計 校長獎 2 名、最佳新人獎 2 組、銅犢獎 1 組（不分大專高中組）、 

優勝 1 組（第一名）、優等 2 組（第 2 名）,感謝指導老師: 鍾國文、 

李佳珍、費國鏡老師, 並恭喜獲獎同學! 

廣設科 

 2014/6/16 

本校榮獲 103 年度臺北市推動人文閱讀績優表揚活動卓閱學校奬:  

閱讀推手獎：周玉連老師、洪明璟老師 

閱讀代言人推手獎：李瓊雲老師 

桂冠獎：212 陳明慧 

喜閱獎：220 陳惠卿、211 蔡嬑萱 

潛力獎：211 陳怡萱、119 陳仙雅 

圖書館 

 2014/7/2 

本校技優甄審入學表現亮眼，本年度錄取共 10 名：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1 位、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1 位、國立臺北商業技術學
院 3 位、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1 位、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2 位、亞東技
術學院 1 位、明志科技大學 1 位～ 

教務處/註冊組 

 2014/7/11 

本校 2 件作品入選「2014 年全國學生圖畫書創作獎」： 

恭喜 221 高子傑、黃啟睿入選作品: 紅鞋比菲; 321 游蕎綺、曾薇珉入選作
品: 安德魯的機器人 

學務處/訓育組 

 2014/7/11 

本校日間部高三畢業生甄選入學管道表現亮眼!  

102 學年度四技二專甄選入學日間部高三學生共 1805 人次(628 人)報名 1

階，共 1037 人次(558 人)通過 1 階。2 階共 723 人次獲正取或備取! 其中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錄取 1 名，國立成功大學 1 名，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14

名，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12 名。 

教務處/註冊組 

 2014/8/5 
本校榮獲 102 學年度高職優質化輔助方案諮詢輔導專案實地訪視總成效
一等獎!  

圖書館 

 2014/8/7 
本校高三畢業生參加登記分發入學管道,符合國立錄取標準者達 83%! 102

學年度日間部高三學生升學四技二專共計有 351 名錄取國立學校！ 
教務處/註冊組 

 2014/8/7 
本校夜間部高四畢業生甄選入學及登記分發榜單! 高四升學率（國立四技
二專錄取率達）74%，感謝全體同仁辛勤教誨。 

夜間部/註冊組 

 2014/9/9 

本校 103年行動研究成果斐然！本校教師參加 103年臺北市第 15屆高職
組行動研究徵件成果斐然，獲得團體獎第二名，特優及優選作品數量全市
第一。 

教務處/實研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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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處室宣導事項   

 
壹、教務處 

一、本學年度教務處行政組長及協助行政教師如下： 

(一)、教學組長：洪華廷組長、黃仲韻老師 

(二)、註冊組長：黃俊凱組長、潘冠廷老師 

(三)、設備組長：陳俊儒組長、林榆森老師 

(四)、實研組長：劉昆龍組長、彭毓婷老師 

(五)、特教組長：謝靜儀組長 

二、102學年度高三畢業生參加四技二專統測成績說明： 

    (一)、102學年度四技二專日間部聯合登記分發各群國立學校錄取最低分數： 

       1.商管群-國立澎湖科技大學-應用外語系 392 分 

       2.外語群-國立澎湖科技大學-航運管理系 457 分 

       3.設計群-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化妝品應用科 496 分 

   (二)、102學年度四技二專日間部聯合登記分發達國立學校最低錄取標準： 

       1,商管群--達最低錄取標準 計 482人 

       2.外語群--達最低錄取標準 計 105人 

       3.設計群--達最低錄取標準 計 53人 合計 640人 (共 767人報名統測) 

 即 符合國立錄取標準者達 83% (本校畢業生 822人) 
     (三)、102學年度四技二專甄選入學日間部高三學生共 1805人次(628人) 

     報名 1階，共 1037人次(558人)通過 1階。2階共 723人次獲正取或備 

    取。其中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錄取 1名，國立成功大學 1名，國立臺北科 

    技大學 14名，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12名。 

   (四)、102學年度升學四技二專計有 351名選擇就讀國立學校，比率約為 

        42.7%。 

  （五）、升學狀況說明： 

1.技職日間部繁星：推薦 3人，錄取 2人。 

2.技優甄審：34位學生申請，共 19位同學獲正取或備取資格，正取 10 

  人次。 

3.大學個人申請：私立大學 23位。 

4.大學登記分發：國立大學 1人，私立大學 10位。 

5.技專甄選入學： 

國立科大(技術學院)：172位，私立科大(技術學院)：136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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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技專登記分發： 

國立科大(技術學院)：173位，私立科大(技術學院)：216位。 

三、教務處重點工作 

  (一)、教師專業發展評鑑： 

   1.102學年辦理情形：(統計至 6月 6日) 

    (1).申請參與 102學年度教專：93人。 

    (2).102學年度進階研習送訓：38人，其中 16人已認證通過， 

 22 人繼續辦理申請中。 

    (3).102學年度完成並繳交實作互評手冊人數：58 人，其中已取 

 得證書者 25名，將申請初階證書人數：33 人。 

    (4).101學年度已取得教專初階證書且仍在校內者，計 112人，如 

  102學年度新申請 33人均通過，合計本校目前取得教專初階 

    證書者將達 145人。 

   2.103年學校登記參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教師人數共 90人。(103.08.15 統計) 

   3.持續推動 103學年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本次期程採初次多年期(3年) 

    的方式。 

   (二)、持續開發校本特色課程、研擬領先計畫。 

   (三)、高職優質化輔助方案各項子計畫執行。 

   (四)、優質學校評選「專業發展」單項申請書撰寫。 

   (五)、加強招生宣導工作。 

四、103學年度第 1學期各項重要考試日期 

日期 考試項目 備註 

9 月 2、3日  高二、三複習考  

10月 14、15、16日 全校第 1次期中考  

10月 20、21日 高三第 1次模擬考 將公告班級成績排名 

11月 27、28日、 

12月 1日 
全校第 2次期中考  

12月 23、24日 高三第 2次模擬考 

27日 高一(英文)、高二

(數學)學業競賽 

將公告班級成績排名 

1 月 14、16、19日 全校期末考  

 請家長留意孩子的考試日期，隨時關心孩子是否有 
固定的讀書時間。其他重要行事，請參看學校行事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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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學生學習評量辦法：  

臺北市立士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補充規定 

103.06.30 校務會議修訂 

【適用於 103學年度起高一、高二、高三之學生】 

第一章總則 

一、 依據民國 103.01.08 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020127904A 號令修正「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

全文 28 條規定訂定之。 

二、 職業學校學生成績評量，包括下列二類： 

(一) 學業成績：採百分制評定。 

(二) 德行評量：依行為事實綜合評量，不評定分數及等第；其項目如下： 

1. 日常生活綜合表現與校內外特殊表現：考量學生之待人誠信、整潔習慣、禮節、社團活動、

參與校內外競賽情形及對學校聲譽之影響等。 

2. 服務學習：考量學生之班級服務、尊重生命價值、規劃生涯發展、提升生活素養、體驗社

區實際需求，具備公民意識及責任感等。 

3. 獎懲紀錄。 

4. 出缺席紀錄。 

5. 具體建議。 

 

第二章 學業成績評量 

三、 學業成績評量以學期為單位，採百分計分法，以一百分為滿分，六十分為及格。特殊身分學生另行

規定辦理。各項(科)目成績取整數，學期成績及畢業總成績取小數第一位，第二位均四捨五入。 

四、 學業成績評量應參照學生身心發展與個別差異，並依學科及活動之性質採擇多元適當的方法。評量

分為日常評量及定期評量： 

(一) 日常評量，每一科目日常評量成績之計算，以在一學期內日常評量各項分數平均之。每一科

目得依其性質酌用下列方法辦理： 

1、口頭問答 2、演習練習 3、實驗、實習 4、閱讀報告 5、作文 6、隨堂測驗  7、調查採

集等報告 8、工作報告 9、其他。 

(二) 定期評量 

1、 期中考試，得視其每週教學時(節)數之多寡，每學期舉行一至二次。每一科目期中考試

成績之計算，以在一學期內之期中考試分數平均之。 

2、 期末考試，於每學期終了時每一科目就全學期所授之教材考試之。 

(三) 每一科目之日常評量、期中考試與期末考試三項成績，合計為學期成績，除課程綱要另有規

定外，其所佔成績比率，日常評量佔百分之四十、期中考試佔百分之三十，期末考試佔百分

之三十。 

五、 體育科目成績之評量，包含運動技能、運動精神及學習態度、體育常識三項。三項成績合計為學期

成績，其中運動技能成績佔百分之五十，運動精神及學習態度佔百分之二十五、體育常識佔百分之

二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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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身心障礙，不適隨班上課之學生應依課程標準另行設計活動，其運動技能成績之評量標準，由本校

體育教學研究會研訂。 

 

第四章 成績處理結果 

七、 學生在一學期內，對於某一科目缺課之時(節)數(因公假、病假、產前假、娩假、流產假、育嬰假、

生理假、喪假或其它特殊事故經學校核准給假者除外)，達該科目全學期教學時(節)數三分之ㄧ時，

該科目成績以零分計算。於每學期上課結束日由學務處提供『缺課達全學期上課總節數三分之一名

單』給教務處。 

八、 學生於定期評量時，因故不能參加全部科目或部分科目之評量，依學生請假規則，報經學校核准給

假者，准予補行考試，其成績按實得分數計算；但無故缺考者，不准補行考試，其缺考科目之成績

以零分計算。 

九、 新生及轉學生入學前，已修習及格之科目與學分，經審查符合課程要求，或必要時經甄試及格者，

得列抵免修，不及格或未修之科目學分均應重、補修；其審查及學分抵免規定，依「士林高商轉(科)

部、轉學生學分抵免實施要點」辦理之。 

十、 學校對於資賦優異學生，得辦理學科免修鑑定。經鑑定合格者，得免修該學科該學期或學年有關之

課程或科目，並授予學分，其學科成績以鑑定之分數 登錄之。前項學科鑑定規定，由教學研究會

定之。 

十一、 學生取得之校外學習成就或教育訓練，經審查符合課程要求，或經甄試及格者，得列抵免修；

其審查及學分抵免規定，由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定之。 

十二、 學期學業平均成績之計算，為各科目學期成績乘以各該科學分數所得之總和，再以所修習之

總學分數除之。各學期(含寒暑修)修習學分數總和除成績積分總和為畢業學業成績。 

十三、 學生及其家長或監護人對成績評量有疑義時，得向學校提出申請覆查。 

十四、 學生若因興趣不合，得申請參加轉科考試，惟當欲轉入科總人數低於教育局核定之班級人數

時，始可申請；其餘相關規定依本校學生轉科辦法辦理。 

十五、 學生若因故須辦理休學者可提出休學申請，每次以一年為限，最多二年。 

十六、 重補修實施方式依「臺北市立士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重補修實施計畫」辦理。 

學生參加技能檢定及格者，可依「士林高商技能檢定及格抵免重修實施要點」辦理抵免重修。 

十七、 未能畢業之延修生，補修每一學分收費四百八十元整，如重修學分費超出註冊費用時，按該

年級學雜費標準收費。 

十八、 學生除因公假外，全學期缺課節數達教學總日數二分之ㄧ者，應辦理休學。 

學生曠課累積達四十二節，經提學生事務會議通過後，應依據本校學生獎懲規定與相關程序輔

導及安置。 

十九、 學生成績優異，在規定修業年限屆滿前一學期或一學年修滿該科組應修學分，且符合畢業條

件者，得准提前畢業。 

二十、 本補充規定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並報請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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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學務處 

1. 學務處成員介紹 

學 務 主 任 ：吳鳳翎 (電 話 28313114 分 機 301) 

學生活動組長 ：莊宛毓  (分 機 305)  

體 育 組 長 ：鄭旭峰  (分 機 306) 

衛 生 組 長 ：林邵洋  (分 機 304)  

生 輔 組 長 ：晏嘉鴻  (分 機 704) 
相關問題，歡迎家長電話聯繫 

 

2. 學務處與學生家長互勉 
教育家普遍認同，學生的潛能有多種面向，根據美國哈佛大學教育研究所教

授豪爾‧迦納( Howard Gardner )：人類的智慧分為七種：「語言」、「邏輯-數

學」、「空間」、「肢體-運作」、「音樂」、「人際」、「內省」，並將這七種

智慧稱之為多元智慧( MI )，以鼓勵充分發掘學生潛能，適性發揮。 

本校十分重視學生品德教育，並鼓勵學生發揮多元興趣、健康成長，學習尊

重與關懷，以備將來進入大學或社會中，奠立良好的基礎。 

最近有關校園霸凌的事件引起社會各界的關注，家長們更關心自身子弟的安

危。本校已訂定有加強防治校園霸凌三級預防具體做法，加強校園安全管理、學

生輔導及防治校園霸凌宣導，期使學生能在友善校園中快樂學習。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林局長以善閱讀、勤運動、能尊重及友善學校作為施政重

點中五大具體行動之一項，本校將持續配合推動晨讀、班級文庫、閱讀 100本好

書及辦理各項班級運動競賽等活動。本校於 103學年度第 1學期依照本校學生的

特質，學生活動主要工作重點在敬師、責任、尊重三項品德教育核心價值，以推

動「優質文化、品德校園」 

希望家長在家庭教育中共同配合推動，讓本校全體學生成為一個尊師重道、

關懷社會、感恩惜福、自我負責的時代青年。 

 

3. 學務處工作目標 
1. 安排動靜有序的校園環境，希望培養『創意、整潔、禮貌、公德心、責

任感』學習知識與技能，成為對社會有貢獻的公民。 

2. 安排各種體育、社團、週會、班會等活動，並舉辦各項校園活動與競賽，

開發同學多元智慧、建立自信的人格。。 

3. 透過服務學習、清潔活動，培養學生榮譽感與責任心，並鼓勵學生的優

點，培養健康快樂的人生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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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教官室 

壹、校園安全 
校園安全維護有賴學校、警方與家庭共同持續不斷的檢討與配合，經由教育與警

政資源之整合，才能有效防範各項危害校園事件發生，藉此保障學校師生安全，促成
友善校園目標之實現。臺北市教育局反霸凌及本校校安通報專線： 
  一、臺北市教育局反霸凌專線：『市民熱線 1999』 

  二、本校校安通報專線      ：02-28330218 

  三、本校反霸凌專線        ：02-28330218 

  四、本校反霸凌信箱：anti-bulling@slhs.tp.edu.tw 或進入本校網頁之下方處反霸

凌信箱點選進入。 

貳、學生校外輔導委員會 
  一、臺北市教育局規定： 

未滿 18歲之學生，不得於上課時間內及夜間十二時以後於網路咖啡店消費或滯留；  
     未滿 15歲之學生，不得於夜間十時以後於店內消費或滯留。 

    二、同學因補習、打工而較晚返家時，請多留意夜歸時是否有陌生人跟踪，搭乘計
程車請謹慎選擇，上車後請發電話告知家人（朋友）計程車車牌、司機姓名，並
預估到家時間，以維安全；並提醒同學注意服裝勿暴露。 

    三、綁架詐騙（轉載節錄自臺北市警察局防制詐騙專區） 
  （一）案件發生時之守則： 
      1.如果家中不幸發生遭綁架事件，請秘密報警處理，警察會協助您如何應付歹徒，        

與警方充分合作，絕大多數的案件被害者都可以平安歸來。 
      2.如歹徒來電，先要求確認被綁者是否安全，如確認安全，則與歹徒約定一個代號 
      3.凡其來電先報代號，以免其他歹徒藉機勒索。 
      4.對歹徒遺留之現場痕跡，及各種錄音帶、照片均需保持原狀。 
  （二）家庭預防守則： 
      1.充分了解孩子的作息時間、地點及養成外出一定告知行蹤的習慣。 
      2.常與學校聯繫，勤於參加學校舉辦的各種活動，並知道班級導師的辦公室與晚        

上的聯絡電話與住址【學校電話：2831-3114轉（301學務處）（705教官室）（511
輔導室）（801夜間部）】。    

（三）請各位家長協助參予「家長緊急聯繫卡」（如下圖）討論及共同填寫，每位家長
請平常攜帶於身上等，以便接獲詐騙電話時能緊急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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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交通安全 
      一、為維護師生上、放學及用路人安全，請勿於校門黃網區及人行道兩旁之紅線區

域迴轉及臨停，以維護學生安全，讓交通更順暢。 
二、 學生年滿 18 歲已考取機車駕照，在家長同意後，可向學校申請機車停車證，

奉核可後即可騎機車到校（校內備有停車棚，不可搭載同學），另請家長叮嚀
貴子弟勿危險駕駛並遵守交通規則及學校相關規定，以維安全。 

三、 臺北市102年度1至11月A1及A2類（受傷或超過24小時死亡案件）事故傷亡人數
25215人中，(1)機車駕駛人佔18333人、(2)行人事故佔2020人、(3)自行車騎
士佔1018人，交通事故發生與交通要素（人、車、路、環境）之間的互動關聯
成為安全的重要關鍵。 

 四、校園週邊交通狀況現況分析 

  觀察校園周邊交通事故發生點位與區域特性，發現大部分集中於士商承德路口以
及中正路上各主要路口，另學校鄰近天文館等人潮聚集，詳如附表。由下列圖表可得
知事故時段多為 16時至 18時為最高。多事路口、路段詳如附表。另經實勘發現： 

（一） 士商路及基河路交岔口：路寬、車多、駕駛人車速度較快，地理位置也最近本校。 
（二） 士商路 137號旁馬路:無紅綠燈管制，車少、駕駛人車速度較快。 
（三） 中正路與士商路口：車多、人多、小車都在搶道、人行通過斑馬時間僅有 55秒。 

  （四） 中正路捷運站附近：車多、人多、小車都在搶道、公車併排。 
 
   
 
 
 
 
 
 
 

 
   學生上放學的安全需要您的幫忙、學生的健康需要您的培育，請各位家長做個
優良的示範，讓同學從做中學，短程距離鼓勵孩子徒步上學以促進健康。  
  請騎車及開車接送的家長配合，讓同學由右方車門上下車；校門口之紅
線及公車站請勿臨時停車，亦請勿在門口違規迴轉，以免影響後面來車，造
成交通壅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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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本校交通客運搭乘參考：(詳細搭乘資訊請參見家長日資料網路版) 

   (一)捷運資訊：  

          淡水線 「士林站」下車步行約 15分鐘可達 或轉聯營 620、223、302、206、 
255、304、250、508於士林高商或陽明高中站下車。 或轉搭紅線接駁公車 3、
12於士林高商站下車。 

   (二) 公車資訊：(詳如下圖) 

站名 可搭乘公車 

士林區行政中心 47,68,250,255,304,310,508,515,516,601,618,620 

天文館 516  

陽明高中 
2,26,47,61,68,206,223,255,268,288,290,302,302,304,508
正,601,620 

士林高商 255(區間車)、40、41、529、紅 12、紅 19、紅 3、紅 30  

士林區行政中心 303  

士林 
68,203,216,216副,218正,218區,224,266正,266
副,268,277,280中山,280,290,308,310正,310公車, 
508,601,606,616,620 

天文館 41,紅 3,紅 12  

    公車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交通局  

 六、本學期交通安全宣導教育活動 

日   期 活  動  名 稱 參加對象 活   動   目   的 

11月 7日 學生機車防衛駕駛 即將屆齡 

18歲同學 

1. 瞭解機車基本特性。 

2. 知悉如何正確駕駛。 

12月 5日 學生交通安全研習活動 高一及高二 

機車證同學 

1. 建立正確交通安全觀念。 

2. 藉由實際案例討論，提醒同

學小心危險就在我們身邊。 

9月至 12月 

不定期進行

影片宣導 

事故一瞬間影片欣賞 全校學生 利用交通事故實際案例，以建

立同學正確之交通安全觀念。 

  伍、春暉專案 

一、本校「春暉專案」工作旨在－「防制學生藥物濫用」、「消除菸害」、「預防愛滋

病」、「拒絕酗酒」、「禁止嚼食檳榔」。其目的在於協助學生遠離有害物質，宣導

健康觀念，進而維護學生身心健康。 

二、請各位家長協助勸導貴子弟養成良好之生活習慣，規劃健康而有意義之學習生

活，勿深夜遊蕩，拒絕毒品誘惑、不吸食毒品、不吸菸、不酗酒、不嚼食檳榔，

倘若有長期精神不佳，生活作息不正常，缺曠狀況嚴重暨吸食毒品之情事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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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請儘速與本校教官室聯絡（02-28313114 轉 703 潘教官），以便協助辦理尿

液篩檢及輔導戒治等相關事宜。 

三、有關於毒品相關條例及法令，請各位家長參考附件一；另外，要如何觀察子女

是否有可能已經接觸青少年常用毒品，相關資訊請參考附件二之反毒摺頁及要

領，並請各位家長隨時留意孩子的狀況。 

四、本校「特定人員」清查及尿液篩檢作法說明： 

（一）藥物濫用特定人員清查條件：（依據行政院 95年 7月 17日院臺法字第

0950030440B號「特定人員尿液採驗辦法」第 3條第 1款規定、臺北市教育局

北市教軍字第 09733226200號函「96學年度協助各級學校學生尿液篩檢實施

規定」暨 101年「春暉專案」實施計畫） 

1.曾有違反毒品危害防治條例行為之各級學校學生（包括自動請求治療者）。 

2.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復學之學生，認為有必要實施尿液採驗者。 

3.經常深夜逗留不當場所者。 

4.經警方查獲進出特定場所者。 

5.長期缺曠課或瀕輟生。 

6.家庭背景複雜或家族有使用毒品紀錄者。 

7.有抽菸、喝酒、嚼食檳榔習慣者。 

8.精神或行為異常，有吸食毒品之虞者。 

9.曾經施用或持有不明藥物，導致行為異常者。 

10.同儕反映經導師調查有疑慮者。 

為有效防制毒品進入校園，如師長發現發現不明藥丸或藥粉，可送至教官室進

行檢測；如學生疑似有濫用藥物之情事，亦請告知教官室配合進行尿液篩檢，

以維護學生之身心健康。 

（二）依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規定，於開學 2週內依類別建立名冊並召開審查會議，

簽請校長核定後送局。另依教育部規定，自 99年度起，凡經檢、警發現學生

有藥物濫用事實，而該生卻未列入校內「特定人員」名冊者，依規定議處。 

（三）依據「各級學校特定人員尿液篩檢及輔導作業要點」規定，各級學校於每學

期開學、連續假期及長假後依特定人員名冊進行抽驗，或發現學生施用或持

有不明藥物、有精神或行為異常，經觀察或以其他方式認為有施用毒品嫌疑

者，得隨時採驗。 

五、本校為落實「春暉專案」工作，特別針對吸菸同學，結合衛生署國健局戒菸專

線服務中心，專線 0800-63-63-63 免費提供戒菸服務，也會不定期的配合醫院

及健康中心辦理戒菸班，期許透過這些方式協助學生遠離菸害，維持校園清新

及健康校園，亦希望家長主動協助配合督促輔導，以維貴子弟之身心健康。如

孩子已滿 18歲，也可考慮各縣市醫院開立之戒菸門診（請參考附件三）。 

六、近年來青少年網路交友盛行，請各位家長注意子女交友狀況，維持兩性關係正

常交往，注意安全並妥採安全防護措施，以有效防治愛滋病暨自身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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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有關規範摘錄如下： 

攜帶菸品、檳榔、酒(含酒精性飲料到校)，以小過簽處。 

酗酒、賭博、嚼檳榔者，以大過簽處。 

吸食或注射違禁藥(毒)品者，以留校查看簽處。 

攜帶違禁藥(毒)品者，以留校查看簽處。 

販售或贈與違禁藥(毒)品者，以留校查看簽處。 

違反上列事項特別嚴重者，將送交獎懲委員會處理。 

◎菸害防制法修正案，摘錄重點如下： 

1.第 12條及 28條規定未滿 18歲者，不得吸菸，父母、監護人或其他實際為照

顧之 人應禁止未滿 18 歲者吸菸；違反者，應令其接受戒菸教育，行為人未

滿 18歲者且未結婚者，並應令其父母或監護人使其到場。無正當理由未依通

知接受戒菸教育者，處新臺幣貳仟元以上壹萬元以下罰鍰，並接次連續處罰；

行為人未滿 18歲者且未結婚者，處罰其父母或監護人。 

2.第 15、16、31條高級中等學校以下學校、圖書館等及其他供兒童及少年教育

或活動為主要目的之場所全面禁菸，違反者處新臺幣貳仟元以上伍萬元以下

罰鍰，並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者，得按次連續處罰。 

3.第 20條各機關學校應積極辦理菸害防制教育及宣導。 

陸、防災教育推動 

        為使師生學會正確的防災演練及疏散避難技能，認識住家附近的防災公園、

綠地及緊急避難學校等收容場所，俾利師生於災害發生時，知道往何處避難。本

學期配合國家防災日(9月 13日)推動「全國學生地震演習」，以「抗震保安，感動

123」為主軸，辦理學校地震避難掩護演練活動。 

        另請各位家長協助參予「家庭防災卡」討論及共同填寫，每個家庭有自己個

別的內容，平常攜帶於書包、鉛筆盒、身上等，若能貼（印）在家庭聯絡簿的底

頁更佳，以便於災時家人團聚及聯絡。                                        

                                                      教官室製 101.9.16 

緊緊急急集集合合點點：：當當災災害害發發生生時時，，家家人人緊緊

急急集集合合的的地地點點  

    小小規規模模災災害害（（如如公公寓寓火火災災、、小小震震災災））時時，，家家

人人會會在在住住家家外外的的適適當當地地點點（（如如家家旁旁的的小小綠綠地地））集集

合合，，但但大大規規模模災災害害時時，，可可能能連連住住家家附附近近都都不不太太安安

全全或或不不易易靠靠近近，，家家人人就就必必須須在在稍稍遠遠一一點點的的社社區區外外

（（如如學學校校、、公公園園））集集合合。。  

緊緊急急聯聯絡絡人人：：當當家家人人集集合合有有困困難難（（甚甚

至至遭遭遇遇災災害害時時）），，家家人人知知道道可可以以向向誰誰

（（親親密密的的親親戚戚好好友友））聯聯絡絡求求助助，，但但應應

事事先先安安排排好好。。  

    小小災災害害時時，，同同一一城城鎮鎮（（本本地地））的的親親友友足足以以協協

助助家家人人（（聯聯絡絡、、醫醫療療照照護護、、收收容容安安置置等等）），，但但大大災災

害害時時，，可可能能需需要要外外地地的的親親友友過過來來幫幫忙忙。。  

  

  每每個個家家庭庭只只要要花花一一點點時時間間，，一一起起討討論論，，有有了了共共同同的的默默

契契，，萬萬一一發發生生大大災災害害，，對對家家人人一一定定有有相相當當大大的的助助益益。。避避

免免家家人人互互尋尋的的問問題題，，變變成成救救災災單單位位的的負負擔擔，，讓讓救救災災資資源源

用用在在最最需需要要的的地地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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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實習輔導處工作報告                      103.09.20 
 
一、  本處室工作團隊 

   實習主任：周靜宜  實習輔導組長：陳澤宏  建教合作組：許瑛翎  幹事：蔡志雄 

   商經科主任：蔡麗雪  會計科主任：徐秀曼  國貿科主任：周玉連   

   資處科主任：徐必大  廣設科主任：呂靜修  應外科主任：張美惠  請指教! 

二、 感謝家長會長期以來對實習處的支持及協助。希望在新的學期裏繼續給與支持

與協助。 

三、  102 學年度工作計劃執行結果如下： 

（一）士商四月天商業季活動： 

（1） 商業季成績評定：103 年 4 月 12、13 日辦理日高二、夜高三學生商業

實習活動已完成。各項競賽成績評定如下： 

名次 
項目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備註 

營業計畫 日 211 夜 301 夜 303 日 203 日 215  

設立登記 日 212 日 210 日 202 日 209 日 219  

海報設計 夜 306 夜 301 夜 303 日 217 日 219  

店面佈置 
夜 306 

夜 304 
 日 219 夜 303 

日 217 
 

環境衛生 日 213 

日 211 

夜 305 

日 218 

日 221 

日 222 

    

財務報表 日 204 
日 203 

日 206 
 

日 210 

夜 304 
  

稅務申報 
日 203 

日 215 
 

日 202 

夜 304 
 日 204  

美食獎 

日 204 日 206 日 202 
日 210 

日 214 
 4/12 

日 207 日 201 
日 209 

夜 303 
 夜 305 4/13 

總成績 
夜 304 日 213 日 215 日 203 夜 303 商管群 

日 219 日 217 夜 306 日 218 日 220 非商管群 

（2） 商業季商業實習獎勵：  

每單一獎項及總成績第一名$400、第二名$300、第三名$200、第四名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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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02 學年度「士商四月天商業季-實習商店」活動結束，各參與班級基

於回饋心理，捐助學校「急難慰助金」共計＄34,600 元。 

（4） 「士商四月天-商業季」刊物第三期業已編輯完成，共發行 2,500 份，

歡迎家長參閱指教。 

（5） 102 學年度士商四月天商業季活動預訂於 102 年 4 月中旬辨理（暫定於

4/11.12），相關業務已陸續進行中；敬請 貴家長屆時蒞臨指導及協助

宣導，並共同參與孩子的活動。 

（6） 本學年度將利用週會時間針對日高二、夜高三各小組負責人舉行商業季

活動的說明會，以利下學期活動進行。 

(二)技藝競賽及畢業班檢定成績： 

102 學年度學生參加各項技藝競賽及畢業班檢定成績一覽表 

檢定/競賽名稱 檢定/競賽結果 

乙級檢定及格計 
電腦軟體應用 52 位同學 

印前製程 4 位同學、廣告設計 1 位同學 

丙級檢定得証率 

（102 學年度畢業班） 
100%計 5 班、90%以上計 6 班、80%以上計 7 班 

102 學年度全國高級中等學
校商業類科學生技藝競賽 

322班黃郁婷獲商業廣告職類第1名並獲金手獎 

321班游蕎綺獲網頁設計職類第5名並獲金手獎 

316班張書銘獲文書處理職類第5名並獲金手獎 

321班張翊珊獲電腦繪圖職類第8名並獲金手獎 

305 班陳遠任獲商業簡報職類第 4 名並獲金手獎 

311 班林婉婷獲職場英文職類第 18 名 

316 班賴均威獲程式設計職類第 21 名 

322 班黃郁婷、320 班林靜雯獲商業廣告職類團體獎第 4 名 

四、本校技能檢定目標為「一科一證照」，在校期間須報名參加下列檢定項目： 

(一)商業經營科：電腦軟體應用丙級 

(二)會計事務科：會計事務(人工記帳)丙級 

(三)國際貿易科：國貿業務丙級或電腦軟體應用丙級 

(四)資料處理科：電腦軟體應用丙級 

(五)應用外語科：全民英檢或多益 

(六)廣告設計科：視覺傳達丙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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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輔導室 
一、本校家長諮詢服務專線(若您有關於孩子在升學、親子溝通、交友或

生活適應上的任何問題，除平日可與孩子的導師保持聯繫外，亦歡迎與

輔導老師討論）： 

  主任輔導教師:趙慧敏(2831-3114分機 511) 

   夜間部暨進修學校:呂靜淑老師(分機 514)；  一年級：曾以勤老師(分機 515)                    

   二年級：姜金桂老師(分機 516)；三年級：盧素芬老師(分機 512) 

二、歡迎學生家長或熱心輔導工作人士，具有專業知能者加入本校認 

   輔工作行列，協助陪伴本校適應困難學生的成長，詳情請洽輔導 

   室曾以勤老師或趙慧敏主任。 

三、請以包容尊重、關愛支持的態度對待孩子；勿因課業壓力造成適 

    應挫折導致自傷事件，請勿以成績優劣責備子女。鼓勵孩子參加 

    社團活動，培養正當休閒活動，平日注意孩子課業壓力、情感挫 

    折、親子溝通、人際關係等，以預防自我傷害之發生，尤其是遠 

    道就讀的學生生活、學業之壓力要特別留意，可參考教育部委託 

    中國輔導學會增修之「校園自我傷害防治處理手冊」，請參考運 

    用(教育部→單位介紹→訓育委員會→刊物彙集→綜合類）。 

四、歡迎大家踴躍參加校內外的家長成長研習，有關本校本學期校   

    內研習，請參看附錄「父母成長的天空」，平日校外單位辦理的 

    家長成長研習活動，歡迎家長隨時上本校行政單位→輔導室網頁 

    →教師篇→教師研習→校外研習網頁。   

 五、本校訂有生涯輔導計畫，針對高一、高二、高三學生生涯輔導方面，

輔導室有一系列之班級輔導主題，高二除資處科、廣設科外開有生涯

輔導課程，指導學生如何準備薦選入學之備審資料，高三除定期提供

書面資料外，本校「生涯處處是綠洲－升學進路輔導手冊【104年度

修訂版】」，目前正修訂中。預計在下學期開學後（三月上旬），印製、

出刊發給應屆畢業班之學生。也歡迎全校師生及家長上本校行政單位

→輔導室網頁→學生篇→生涯輔導→班級輔導→高三班級輔導→推

甄面試或選填志願。  

六、http://www.eteacher.edu.tw/iframe/faq_friendlyprint_20070730.pdf  

   本網站：認識孩子的網路世界~網路素養家長篇，敬請參考利用。 

七、繫上紫絲帶愛家零暴力，當您看見或聽聞家暴，您可以發揮旁觀 

   者關心及協助精神，主動關心或撥打通報專線 113、110，就有機 

   會協助一個家庭免於暴力。 
八、轉知:教育部「《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簡稱 CEDAW」訊 

    息，詳情請見網站： 教育部「性別平等教育全球資訊網」→中 

   文版→社會推展→宣導資料專區→大學篇→CEDAW消除對婦女 

   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線上觀賞。 

http://www.eteacher.edu.tw/iframe/faq_friendlyprint_2007073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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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每年 8月最後一個週日為祖父母節，今年是 8月 24日(週日)，台北

市家庭教育中心(http://www.family.taipei.gov.tw/)經常辦理婚姻教育、親職

教育等課程或活動，歡迎家長踴躍參加。 

十、萬一不幸，您的子女遭受性騷擾性侵害或性霸凌事件時，除可依 

     法提出告訴，使加害人接受法律制裁外，若加害人為在校(含他校)學

生或老師身份，則可以協助子女至學務處啟動校園內申請(檢舉)校園

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申請調查，若經調查屬實，將對加害人有

行政上之懲處（詳情請見本校網頁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規定)，本

室已將性別平等教育相關法規，如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規

定、本校學生懷孕事件預防及處理辦法等(詳細內容請上本校首頁→性

別平等教育→法令規章) 

十、生命教育優良參考出版品（影片）參考目錄詳見輔導室網頁。 

十一、心理諮商資源網路 

機構           實施方式  聯絡方式      地點或網站 負責人員 

臺北市教師研習中

心諮詢服務 

諮詢、諮商，採面談、電話協

談等方式辦理，敬請事先預約

(週二至週五上午 9:00～

11:50，下午 1:30～4:10，國

定例假日休息) 

2861-1119 

（親職協談） 

http://www.tiec.tp.ed

u.tw 
值班人員 

光智 

青少年 

心理衛生中心 

（夜間）家庭、個案諮詢輔導 

17：30~20：30 

(星期一至星期五) 

(1)2886-2773 

 

臺北市士林區通河街

137號地下樓 

值班人員 

電話預約：09：30~17：00 (2)2885-4250 
kuangmhc@ms.17.hine

t.net 

臺北市衛生局「社

區心理諮商服務」 

於北投區以外之 11 個行政

區健康服務中心(本市民眾

持健保卡及掛號費，即可由

臨床或諮商心理師提供專業

晤談服務) 

北投區以外之

11個行政區健

康服務中心 

北投區以外之 11 個行

政區健康服務中心 
心理師 

臺北市衛生局 

社區心理 

衛生中心 

電話諮商 0800-021995 臺北市金山南路 1段 5號 
許昭瑜

小姐 

09：00~17：00 
T：3393-6779 

F：3393-6588 
Yu720@health.gov.tw 

http://www.family.taipei.gov.tw/
mailto:Yu720@health.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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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聯合醫

院松德院區（自殺

防治研究中心） 

心情專線電話諮商 

網 路 諮 詢

（www.tcpc.gov.tw） 

2346-6662 臺北市松德路 309號 值班人員 

臺北市家庭教育

中心 

幫幫我諮詢輔導專線(星期

一至星期五)9:00~17:30(中

午不休息) 

 

2541-9981 

臺北市中山區吉林

路 110 號 5 樓 

http://ttaipeifamil

y.womenweb.org.tw/# 

值班人員 

友緣基金會 
電話諮商(週二至週五下午

免費諮詢) 
2769-3319 

臺北市南京東路五段

123巷 8 弄 8號 1樓 
值班人員 

社團法人中華白

絲帶關懷協會 

「家庭網安熱線」網路安全

熱 線 ( 週 一 至 週 五

AM9:30~11:30/PM1:30~3:30

) 

3393-1885( 想

想就想你幫幫

我)，其他時段

請留言或網路

諮詢 

24 小時網路諮詢：

www.cyberangel.org.

tw 

 

 
 
 
 
 
 
 
 
 
 
 
 
 
 
 
 
 
 
 
 
 
 
 
 
 
 
 
 

http://www.cyberangel.org.tw/
http://www.cyberangel.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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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圖書館 圖書館閱讀推動方式重點摘要，敬請家長協助學生完成學習。 
   
1. 晨讀/夜讀 

a. 每月主題以閱讀 2篇文章、撰寫(自選)1篇心得。  
b. 班會實施時間以 10-15分鐘為原則。 
c. 心得每月一次寫在「晨讀」本上(撰寫晨讀/夜讀心得之閱讀文章請浮貼並摺疊

整齊)，交由導師批閱(但老師得視需求進行批改或僅認證均可)。每學期共寫四
(篇)次。 

d. 請導師審閱後，每學期末推薦(至多 8 篇)優良作品。獎勵：每學期末，由各班
導師自行將優良作品之學生至多 8名記嘉獎乙次 

2. 班級文庫 
a. 每學期兩次。心得寫在「班級文庫」本。 
b. 互評制度：為推廣閱讀，讓同學互相觀摩作品，班級文庫借閱與互評制度結合。 
c. 請圖資股長將全班的班級文庫悅讀單本收齊後，於統一時間(如空堂週會、自習

課)交給班上同學互評、回饋。統一互評、回饋完畢後，請圖資股長將班級文庫
悅讀單本交各班導師審閱。請導師審閱後(但老師得視需求進行批改或僅認證均
可)，每次推薦 2～3 篇優良作品予圖書館。 

d. 獎勵：每學期末，由各班導師自行將優良作品之學生(至多 8 人)記嘉獎乙次。 
3. 文淵閣悅讀悅樂(百本閱讀) 

a. 「悅讀閱樂手冊」中，以中文或英文書寫 200字（含）以上心得，或至少書寫
100字以上心得，並佐以繪圖、剪貼等其他呈現方式。若手冊頁面不足得自行影
印擴充頁數或自行加頁。 

b. 送交導師或相關領域教師簽章認證後(但老師得視需求進行批改或僅認證均
可)，再由班上圖資股長統一收齊後交至圖書館認證。若遇圖書館等辦理活動
時，亦可自行至圖書館蓋認證章。 

c. 獎勵：寫滿 25 篇心得，頒發「文淵閣證書」，並記嘉獎乙支；寫滿 50篇心得，
頒發「文溯閣證書」，並記嘉獎貳支；寫滿 75篇心得，頒發「文源閣證書」，並
記小功乙支；寫滿 100篇心得，頒發「文津閣證書」，並記小功貳支；畢業典禮
時，得上台受領「閱讀達人獎」。 

4. 博客來三魚網 http://www.ireader.cc/ 
a. 個人至三魚網註冊，即可推薦。 
b. 獎勵辦法：個人成功推薦第 1本書可獲得小獎品乙份。第 2、3本書，各可獲得

贈書乙本。註:推薦第 4本無贈書。第 5本書，博客來將統一寄發星級認證獎狀
乙只、徽章乙枚。 

c. 班級：各校最先達成一學期全班閱讀並投稿刊登達 120篇的班級，由博客來提
供全班飲料或冰品獎勵(數量、獎勵以三魚網公告通知為準) 

5. 校長有約~我愛閱讀~班級競賽(個人競賽) 
a. 計分主要項目:全班至圖書館借書總數每達 10本，可得 1分。全班完成悅讀閱

樂~文淵閣等認證，每篇可得 1分。全班完成三魚網好書推薦，每推薦 1本(篇)，
可得 1分。 

b. (個人競賽增加)參加圖書館辦理讀書會 1次，可得 2分/次，若學習心得單優良
可得 2分/次。晨讀分享、班級文庫心得寫作優良(導師認證)可得 2分/篇。 

c. 獎勵: 班級，全班與導師、國文老師一起(預定 103年 1月)與校長共進下午茶
約會(本校地中海餐廰)、班級獎狀 1張、全班每人可獲小禮物一份、並記嘉獎 2
次，導師與國文老師可各獲贈書 3本。 

d. (個人競賽)校長與得獎同學共進午餐(或晚餐)約會(93巷人文空間)，總積分第
1名(特優獎) (不分日、夜間部，個人積分最高者)可得平板電腦一台(去年:32
吋 LCD多媒體液晶電視機 1台)或圖書禮卷 3,000元、獎狀 1 張、贈書 3本、敘
嘉獎 2次。 

6. 讀書會 
a. 10/17第 1次讀書會、11/14第 2次讀書會、12/12第 3次讀書會。 
b. 星期五社團課時間活動，公假參加。 

7. 書香志工請鼓勵學生參與志工。謝謝您的協助，有任何問題歡迎洽詢圖書館。 
  圖書館主任 分機 521 鍾允中 anthony@tp.edu.tw 

  資訊組長 分機 524 吳俊賢 ibiya@slhs.tp.edu.tw 

  圖書指導教師 分機 522 彭仰琪 yangchi@slhs.tp.edu.tw 

http://www.ireader.cc/
mailto:anthony@tp.edu.tw
mailto:ibiya@slhs.tp.edu.tw
mailto:yangchi@slhs.tp.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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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壹、 好文章欣賞 
 

孩子不是父母的傀儡 

文/陳之華   文章出處/親子天下第 60 期 2014 年 9 月 

    大女兒和幾位同學來到澳洲國立大學的圖書館，其中一位亞裔男生 K巧遇同樣唸

商學院的亞裔男生 C，大家相互聊了起來。談話間，C突然指著女兒問 K說:「她也是

我們商學院的嗎?」K 回說:「不是喔!」C接著問:「那她讀 什麼?」K 說：「Arts & Visual 

Arts!(人文與視覺藝術!)」 

    「What?」C非常訝異的問: 「Art & Visual Arts?」緊接著竟說:「That’s bullshit! 

That’s all bullshit! (那些全都胡扯啦!)」 大女兒聽了差點要氣炸!想不到 C繼續

用輕蔑言詞評論著人文藝術，女兒聽不下去，口氣嚴肅的當眾反駁他，人文社會學科

絕不是他偏狹認知的所謂「胡扯蛋」，商學院科目或許看似明確而實際，但人文藝術對

人類文明是很重要的，也應該是每個人都須具備的養分！ 

    女兒一回到家，就氣急敗壞的訴說在學校遭遇的「學門歧視」! 我問她那一口厥

詞的亞裔生背景?女兒說聽說：「是亞裔第二代! 但說話模樣和『學門鄙視』的思維顯

然深受父執輩陳腐觀念影響而不自知。」 

 

亞裔學生占領商學院? 

   走進澳洲不少知名大學的商學院，可能會不自禁的懷疑自己身處何地，視野所及，

亞裔竟然占了絕大多數。一位任職於澳洲聯邦政府的新生代歐洲裔官員說，當年他雙

修商學與法律，大一開學第一次走進商學院，驚訝到說不出話來，因為自己竟成了「少

數民族」! 

    每回與人聊起孩子們的科系選別，我都會比較保守的估算，商學院的亞裔生約占

六、七成，總擔心自己有點武斷了。但在去年底及今年中，看過澳洲國立大學的上、

下半年畢業名冊時，幾近八、九成的亞裔姓氏佔據了整個商學院所，幾乎包辦了精算、

會計、商學、財稅等科系。 

  難怪女兒會說，「商科」是很多亞裔留學生以及亞裔第二代的「首選」!還有人開玩

笑地說:商學院幾乎被亞裔給「占領」了! 

     亞裔族群對於「實用性」的專業科系，似乎是情有獨鍾，商科、理工、法律、醫

藥……等都很受歡迎，但醫科受限於高標的成績與性向及面試，而法律又受制於英文

能力的要求，因而相對於商學院來說，亞裔人數就少得多。 

     相較之下， 人文學系的主、副修選項雖然很多元，但亞裔族群並不太熱衷，難

怪女兒在一些亞裔眼中，會顯得比較「異類、不入世」，也有這麼點的「政治不正確」。 

但這些所謂「實用、有錢途」的科系，到底是亞裔孩子的最愛?還是父母心中的首選呢? 

    人在海外，有時心臟要夠堅強，意志力也要夠堅定，時時捫心自問選讀科系的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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衷?不然很容易被一些不明究理的閒言閒語困擾。甚至連父母的心智也要夠堅定，不然

周圍會有一對好心友人關切:「孩子怎麼懂啊?大人當然得主導啊!既然分數可以讀醫學

系，幹麼不讓她讀?可以上名校法律系，為何選讀人文科系?」 

 

別窄化孩子的未來選項 

    海外的年輕世代族群，不免受限於父母所施加的觀念，上一代或許擔心孩子無法

融入主流的白人社會，所以窄化了孩子的未來選項。 

    其實，很多歐美、澳洲族裔的孩子，並不是個個都讀名校，也不是全都會選擇念

大學；許多人在十年級之後的兩年高中，會選讀自己有興趣的專業科目，以便有一技

之長；也有人很早就出了社會工作；甚至很多高中畢業被知名大學錄取後，還會有一

定比例的學生選擇給自己放個半年至一年不等的「Gap Year」 (學業空檔年)。他們利

用空檔去做全職工作，存錢、賺旅費與學費，規劃行旅世界或體驗不同文化，這種很

普遍的全、兼職工作，一邊賺取學費、一邊思考未來的青年文化，在澳洲很常見。 

    孩子該念什麼?如何選擇未來的路?做父母的，不必要全然袖手旁觀或放任，而是

要與他們站在同一陣線上，共同探究。如果你對某些領域正好有點認識，可以提供建

設性的意見；若對孩子感興趣的學門不了解，可以跟著一起去熟識；或請孩子跟你說

明自己的想法、興趣、選項何在? 

 

多與孩子分享，尊重他的選擇 

    平時多於不同場合觀察與了解，多跟孩子聊些不同職業的甘苦經歷，分享所見所

聞之餘，也敞開心胸傾聽孩子的想法，都會有助於孩子了解未來的選項，也讓他開始

認識、理解不同領域的職涯。 

    孩子一旦選擇之後，就不能改變了嗎? 

    當然不是，未來如何發展，做父母的多少會擔心，尤其現在是一個學歷已經無法

保證就業的時代，父母當然會害怕孩子選錯方向。但大人害怕，而直接主導孩子的志

趣選擇，那孩子豈不是成了我們的傀儡。 

    孩子還年輕，想法與興趣或許仍在改變，也很難全然確定自己要什麼。但多數亞

裔父母往往只是給了一個直截了當的選項，有時甚至為了讓那條路顯得毫無疑慮，還

順帶抹黑其他職業與學門。 

     做父母最難的，莫過於在眾說紛紜的雜音環繞中，保持冷靜與清醒，保有愛護孩

子的初衷、並願意一路支持。在面對孩子每一個學習階段的抉擇時，希望你我都能秉

持理智，和孩子一起明理的因應與討論，鼓勵孩子具備膽識去嘗試、探索自己渴望學

習的領域，也讓他學會為自己的選擇，認真、負責的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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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立士林高級商業職業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 

學校家長暨教師家庭教育研習報名表 

 

項    目 內       容 人數及地點 師    資 備    註 

一.專題演講 

103/9/20（六）

15:00-15:50 

藥物濫用防治研

習 

50人 

學生活動中心 

3樓演講廳 

陳立純秘書長 

（淨化文教 

基金會） 

報名即錄取，

請當日逕至會

場 

二.專題演講 

103/11/13（四）

13:30~16:10 

如何進入孩子心

中的秘密花園 

100人 

學生活動中心 

3樓演講廳 

林增烝 

諮商心理師 

報名即錄取，

請當日逕至會

場 

  ~請踴躍參加 輔導室 教官室 家長會誠摯邀請您（以上課程全部免費，並核發研習

時數）~ 

  ※您的每次出席，貴子弟皆可記嘉獎 1次。 

  ※為響應環保，參加各場次請自備環保杯。 

  ※活動時間或地點若有臨時修改，請於活動前一週見士商首頁重要公告 

-----------------------------報名成長研習回條----------------------------- 

我要參加的活動：（請勾選） 

□ 9/20藥物濫用防治研習 

□ 11/13如何進入孩子心中的秘密花園 

    年      班   學號：              部別：      間部  

學生姓名：                家長姓名：             聯絡電話：                      

【請交與貴子弟攜至班上由輔導股長彙整後，於 9/20（週六）前轉交輔導室。謝謝您~】 

 

 

 

 

 

 

 

 

 



 28 

高
職
學
生 

四技二專 

考招分離、多元入學 

►繁星計畫 

►甄選入學 

►技藝優良 

►登記分發 

►進修部/夜間部 

►各校獨立招生 

►身心障礙學生升大

專院校甄試 

►運動成績優良學生

甄試甄審甄選 

一般大學 

考招分離、多元入學 

►申請入學 

►考試分發 

►軍校聯招 

►警大/警專招生 

科技大學 

技術學院 

一般大學 

開放部分學系 

二專 二技 

插大 

一般大學 

軍事學校 

警大/警專 

採計工作年資加分 

參加四技二專在職進修 

在職進修 
公民營機構聘用 

相關行業技術人才 

►相關公職人員考試 

►各項技能檢定 

►各種技能競賽 

研
究
所
（
碩
士
、
博
士
） 

創
業 

專
業
人
才 

附錄、高職畢業生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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