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班會晨讀活動
    一一教官室旁班級信箱領取文章。

2. 班級文庫活動
  一一同班同學互評心得後，交由導師  
         選出優秀作品。

3. 悅讀閱樂～百本閱讀認證活動
    一一每 5 本，圖書禮券 100 元獎勵。

4. 校長有約～我愛閱讀活動
(1) 班級競賽 : 積分至 103 / 12 / 02 止。
(2) 個人競賽 : 積分至 104 / 05 / 01 止。 

5. 主題讀書會：10/17、11/14、12/19     
   （星期五下午6、7節)一一公假、獎勵多。

  

1. 校網首頁：電子圖書館
     一一千餘本電子書刊雜誌任你借。   
2. 校網首頁：數位教材暨電子出版中心
(1) 士商全國小論文得獎作品電子書
(2) 士商全國讀書心得得獎作品電子書
(3) 士商國際交流體驗紀錄電子書
3. 三魚網閱讀心得投稿
    一一禮物、贈書、徽章、班級同樂會。
4. 國文深耕網一一成語、閱讀、字形測驗。

 圖書館重要閱讀活動

 閱讀在雲端，精彩上雲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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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總在新聞報導裡，聽見士商的傑出；或在偶遇士商學生中，體驗士商的優
秀。而今融入本校大家庭後，更證實士商是所卓越優質的學校，開學至今，接觸的
師生都像天使。

 天使要成就自己，也要成為別人的祝福，面對新學年，謹以聖法蘭西斯禱文 ｢
和平之子 ｣ 與全體師生共勉。
       上帝，使我作你和平之子：

在有仇恨的地方，讓我播種仁愛；在有殘害的地方，讓我播種寬恕；
在有猜疑的地方，讓我播種信任；在有絕望的地方，讓我播種希望；
在有黑暗的地方，讓我播種光明；在有憂苦的地方，讓我播種喜樂；
我不求他人的安慰，只求安慰他人；我不求他人的諒解，只求諒解他人；
我不求他人的愛護，只求愛護他人；因為在奉獻他人時，我們便有所得；
因為在寬恕他人時，我們獲得寬恕；因為在犧牲自我時，我們成為永恆。

公布時間 榮 譽 獎 項

９/９ 本校教師參加 103年臺北市第 15屆高職組行動研究，榮獲團體獎第二名，特優及優選作品全市第一。

7/11 本校畢業生甄選入學及登記分發管道表現亮眼，符合國立錄取標準者達 83% 。

7/11 本校 2 件作品入選「2014 年全國學生圖畫書創作獎」。

7/ 2 本校技優甄審入學共錄取十名，含台科大、北科大等多所院校，表現亮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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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0
第 23 屆時報金犢獎廣設科榮獲兩岸四地大獎：含校長獎、最佳新人獎、銅犢獎、優勝 ( 第一名 )、
優等 ( 第二名 ) 等多項榮譽。

6/ 6 輔導室趙慧敏老師榮獲臺北市教育局 103 年度「家庭教育績優工作人員」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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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5/29
本校參加「2014」年北區四縣市中小學學生專題寫作比賽」，榮獲台北市複賽高中職組優勝，四縣市總決
賽高中職組佳作。 

5/26 校榮獲臺北市 103 學年度英語讀者劇場比賽第 2 名及最佳劇本，共 2 筆獎項。

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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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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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共 85 位同學獲獎。

5/20 廣告設計科第 23 屆時報廣告金犢獎榮獲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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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2 本校學生參加第 1030315 梯次全國讀書心得寫作比賽 , 榮獲佳績 , 共 18 位同學獲獎。

4/11 本校 103 學年度繁星計畫同學表現亮眼，打破以往紀錄，共七位同學錄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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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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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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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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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 本校學生第三屆高中職商管領域實務專題競賽獲得佳作。

3/27 本校多位學生於「第五屆全國高職學生網路文學獎」獲獎，並榮膺文學親善大使。

3/13 本校壘球隊參加臺北市教育盃壘球賽榮獲高女組冠軍。

2/27 本校榮獲教育部 102 年度推行童軍教育績優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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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賀 ~ 本校學生參加三花棉業公益教育基金會徵文榮獲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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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市 103 年度公私立高職校內辦理家庭暨親職教育相關活動分享

上圖左起 : 校長、閱讀代言人呂佩倫、

                   鄭愛玲、王昭惠、圖書館主任

102 下學期師生榮譽榜



103 年日本文化體驗教育旅行分享         圖書館主任 鍾允中

今年的 5/11—5/17，在校長的帶領下，我們帶著士商的同學們，和日本的
「群馬縣共愛學園高校」、「白馬高等學校」進行為期七日的教育旅行。

辦理日本教育旅行的目的是希望能帶給學生更多的文化互動，了解我們鄰近
的國家一一日本。因此、我們透過辦理日語教學等課程，並且給予學生行前學習
單，期待在行前，學生能對此次參訪有初步的了解與參訪交流的方向。

103 年日本文化體驗教育旅行行程包括：
第二天：群馬縣共愛學園高校參訪→輕井沢舊銀座通～聖保羅教堂參訪
第三天：白馬雪龍滑雪學校～全天滑學課程→白馬姬川溫泉～天神之湯體驗
第四天：黑部立山→雪の大谷ウォーク 20 周年記念→「２０１４ 雪の迷路 Snow Maze」
第五天：高山朝市→高山陣屋見學→飛騨高山古町→郡上八幡→近江八幡散策
第六天：嵐山渡月橋→平安神宮→大阪城公園→天下廚房美食天堂（道頓堀～心齋橋）

接待學校安排學生日本古箏表演、進入班級共同體驗日本學生課程、日本茶道文化體驗、
共進午餐約會等多樣的文化體驗。整體而言，此行寓教於樂，精采又豐富，新奇又刺激。

學生參訪心得分享    賴郁佳

這次日本教育旅行十分有趣，一行人傍晚抵達東京，便立即趕往飯店養精蓄銳，準備隔天參訪「共愛學園」。
第二天一一共愛學園是一所基督教學校，眾多友善的笑臉、聖歌班及古箏表演，是我們受到的熱忱歡迎。課

程體驗中，最吸引我的是「茶道」：從開始的洗茶、沏茶到品茶，整個過程莊重有禮，以甜饅頭配飲略帶苦澀
的抹茶，口感絕佳！我們也在茶道社的帶領下嘗試沏茶，能體驗這樣正統的活動，真的太榮幸了！ 

日語課中，我和接待員透過簡單英日文，交流了許多日本與台灣文化。她驚喜於我送她的粽子香包，我也
對她送的日式手巾相當喜愛！共愛學園參訪的最後地點，是學校的食堂。我們和共愛學園的學生悠然地唱出校歌，
完美的交流在最後一個音符落下後結束。當然也和不少學生留下聯絡用的 email 和 Line，回國後可是每天談天呢！ 

接下來的參訪一一舊輕井澤大街充滿歐風建築，森之美術館的錯覺藝術吸引眾人觀看。專賣宮崎駿電影商品
的商店，龍貓、神隱少女、霍爾的移動城堡……簡直是宮崎駿迷的天堂！ 

第三天和之後幾天的行程就是考驗我們的耐寒程度了。五月了，竟然要去滑雪？ 
  山上的殘雪還很多，坐著高空纜車看著山雪和林木，越高越白，這可是台灣看不見的、令人興奮的雪國！滑雪場寬廣無際，雪因陽光反

射而刺眼。初次接觸雪，大家都非常興奮！穿著厚重的雪靴、雪衣，我們跟著教練學會穿雪板、滑行中剎車。這才知道，滑雪非常費力，還
會流汗。尤其跌倒後要起身，卻礙於雪板太長而動彈不得。好幾次都靠教練拉我才能繼續滑行。但跌太多次，最後也學會了「自助起身法」

一一這也是值得開心的事，不是嗎？
之後我們去了白馬高校，趕上放學後的社團時間。學生會會長 KENJI 帶我們參觀了野球部、弓道部……還和參加冬季奧運的學生拍照留

念！真是開心！ 
在日本一定要做的事，就是「泡湯」。天神之湯的露天浴場中，我們泡著裸湯，滑雪的疲勞消失殆盡， 再喝一瓶牛奶，真是舒暢。 
第四天的行程，從黑部前往立山。日本的高空纜車真的很厲害：只有起點、終點站架有柱子，中途沒有支幹支撐，卻平穩到不可思議！

我們參觀了雪之迷宮、雪牆。雪牆今年有四層樓高，上面滿是各國語言的留言；雪的迷宮則像小精靈的遊戲，只要一滑就不小
                    心滑到另一個轉角一一最後，我竟然邊跑邊滑出出口……糗啊！ 

                 第五天的高山陣屋，原來是德川家康的據點。旗幟上的家徽掛在門前，聽著導覽員
介紹古代建築的巧妙，令人不禁驚訝著古人的聰明才智！在近江八幡散步時，為了購物而必
須自己問路，這真的是很不錯的體驗一一我只用幾句英文夾雜簡單的日文，店家就都聽得懂

耶。
    第六天一一參訪日本第一大湖「琵琶湖」。這湖真的一望無際，而且還是 ｢ 國際

鳥人大賽 ｣ 的舉辦地點。遊湖遇到許多日本人運動、划船，才發現日本人真的很有
禮貌，總是笑著和我們道早安，真是讓人心情大好！ ｢ 平安神宮 ｣ 則美得讓我們 

屏息。進神社參拜的步驟，簡單來說就是「221」：二次鞠躬後、二次拍手，向
神明祈願後，再一鞠躬。日本相當重視禮節，如果沒做好，無關乎神明，可是
會惹怒日本人的。

      下午的心齋橋和道頓堀—根本購物天堂之旅！大阪最有名的就是藥妝店，
我們在掛「激安」字樣的店（激安＝非常便宜），搜括了許多藥妝品和日本
零食。三小時的逛街，根本不夠啊！

第七天一一大夥在酣睡中飛抵台灣。此行有許多收穫：和共愛學園、
白馬高校學生交流，在日本學到的日文、知識及問路，讓我跌不停的滑雪、
看不完的自然美景，與充滿禮儀與整潔的人文之邦！很感謝旅途中所有的人，
讓我體會原來日本這麼大，也讓我更愛日本這個地方。

P.2教育旅行

2014.05.11~05.17 日本教育旅行 13433 黃湘庭 

Day 1 松山機場 

  

Day 2 共愛學園、輕井澤 

 

   
Day 3 白馬雪龍滑雪教室、白馬高校 

 

第一天真的既期待又害怕，早

上起來的每分每秒都朝及緊

張的，連行李都開開關關好幾

次，不過一切都順利地過了，

至少沒忘什麼重要的在家忘

記帶！  

要進去登機口也實在

讓我好緊張，一連串

不知道怎麼反應的

我，現在想起來覺得

自己很好笑，有點過

度緊張。 

共愛學園他們真的超大陣仗歡迎我們！他們也

很認真的準備表演來歡迎我們，就算是一個小小

細節我也能看見他們對於我們來訪的重視。溝通

方面雖然有點不通，而日本人生性真的比較害

羞，相處一陣子，再加上找到合適的話題之後，

就會發現其實他們真的很可愛，和想像中真的不

太一樣，整個參訪過程下來，真心覺得其實很有

收穫，畢竟能和他們一起上課，一起聊天，這種

機會真的很難得，也很珍貴！一定會成為我高中

生涯中難以忘懷的回憶。 

 

 
茶道體驗讓我很印象

深刻，除了要優雅的

跪姿外，茶道禮儀在

日本很重要，所以每

個人都用很專注的態

度在看待！ 

輕井澤一直是我很想去

的一個地方，他有一股適

合度假的綠意，很吸引

我！而真正體驗走在街

道上那種簡簡單單真的

讓我很喜歡。 

這是我第一次看到雪，第一次滑雪！我一直希望第一次出國可以看雪，

在滑雪場的這天，讓我很滿足，尤其穿上滑雪的全部裝備真的讓我很興

奮，不過穿上雪靴踏上滑雪板的過程讓我吃足苦頭，真的是很有難度，

真的沒有想像中的簡單，是需要認真的下功夫去練習的，才可能那麼順

暢，雖然練習過程真的讓我很挫敗，不過我依舊很喜歡滑雪的，我期待

下次能有機會讓我能更純熟的駕馭它，也希望可以克服緊張的心情，更

盡情地去享受滑雪的樂趣！ 

                        日本教育旅行心得                00625林靖軒 
  其實這是我第一次出國也是第一次坐飛機，飛機起飛、降落和遇到亂流時其

實滿可怕的，震動還滿厲害的，不過我非常興奮，因為我以前就很想去日本！ 
  第一天其實只是坐飛機到日本，晚餐是壽司，不過裡面有哇沙米，我不太敢

吃，我就給我朋友吃，想到哇沙米就想到我的朋友，她超愛吃哇沙米的，超強！

隔天就是最重要的行程－參訪共愛學園，日本學生人都很好，接待我的是沙耶，

長的超可愛，只是我日文和英文不太好，所以溝通上問題還滿大的，不過經過比

手畫腳和寫字，多少可以溝通，可惜每次輪到她要回答問題時，不是要換教室就

是她講的我不懂，所以很多答案都不了了之…..到了分開的時候，極度不捨呀！
好想再繼續待下去喔！我以後會多學習日文，這樣沙耶來台灣時，我就可以好好

跟她溝通了。 
  接下來就是我整個行程裡最期待的－滑雪，雪我從小只碰過一次，想當然我

沒滑過雪，不過滑雪超刺激，滑下來的速

度超快，如果不煞車就會跌倒，我總共好

像跌倒五、六次吧！有三次是臉朝地那一

種，那個跌法還滿好笑的。可惜纜車不能

搭，感覺那很好玩耶！但是風太大了，我

們差點還回不去勒！很多人在雪地上丟雪

球和堆雪人，非常有趣，我有做雪天使，

可惜沒成功。不過滑雪完超累，回飯店躺

在床上很快就睡著了，像豬一樣，腳還會

瘀青，但是很快就消了。雖然我們跟教練

的語言不通，但是 
（圖一）滑雪場的纜車，可惜沒開。 
他們還是很有耐心的教我們，謝謝教練們教我們滑雪！有機會的話我還想學滑雪。

下一個是白馬高校，白馬高校的校園雖然沒共愛學園的大，但他們的社團非常多，

那天我們有看弓道部的射箭，超厲害！而且弓道部的指導老師一開始就接待我們，

可是他長得太年輕了，我們以為是學生，還滿好笑的，Teddy還問人家有沒有女
朋友！ 
  再來是去黑部立山，我們坐了很多台灣沒有的交通工具，例如：無軌巴士、

斜斜的電車……等，其實這一天我們都在爬展望台，先爬２２０層的樓梯到達黑
部大壩的展望台，超多階，快累死

了……，不過辛苦是值得的，爬上展
望台的風景超美，大壩與雪山融為一

體，那種美，是無法用言語形容的。

很可惜的是沒看到大壩放水，它只有 
 
（圖二）水壩和山景相互輝映。 

日本文化體驗教育旅行 

大隊長 3年 11班吳盈蓉 

 

 
心得報告：  
2014/5/12 群馬縣共愛學園高校>輕井澤>白馬Hakuba highland飯店>白馬姬川溫
泉~天神之湯 
這回日本教育旅行大開眼界。旅行的意義非凡，不只是欣賞風景、體驗文化，

最重要的是學習人文素養。不僅知曉當地的歷史文物，認識國外朋友，廣結善緣

也是其中一環。「友直、友諒、友多聞」未來相信會持續連繫這段台日友誼。

Friendship forever♥ 
    學習外文非常重要，能夠以備不時之需，假以時日將有所用之處。今天的日

文演講初體驗實在是太緊張，失敗為成功之母，爾後更加努力學習日文，考取日

文初級檢定，有機會自助旅行，找我的 partner松本里香，用日文與她交談。 

    音樂無國界！用基督教聖歌“Amazing Grace”互相心靈交會，感人至深。兩
校校歌交流，感受共愛學園高校的風情人文，只能意會，不能言傳！ 

    感謝校長、秘書、主任、Teddy及所有人，表現熱情奔放的活力，好的開始
是成功的一半，個人樹立好榜樣，帶領小隊，開啟這段美好的行程。 

 
↑Amazing grace伴奏                      ↑和我的 partner松本里香合影 



  讀享時刻一一書香「士」家 
                    　　 　　　傳書香　　　　　　　　　　　　　　圖資指導老師  彭仰琪

P.3

 閱讀，讓我們打開世界的窗，遇見不同的生命，看見不同的可能。推動閱讀、分享智慧，助人擁有豐美的心靈資糧及篤定的生命
堅持，則是身為教育者最快樂的感動與工作。

102 學年度下學期，本校閱讀活動持續由圖書館、閱讀代言人共同帶領。全體師生的熱情參與下，不但讀書會場場爆滿，書聲、
笑聲、讚嘆聲不絕於耳；｢ 校長有約～我愛閱讀活動 ｣ 之班級競賽與個人競賽中，也都可以發現士商嗜書、愛書、努力推廣好書的孩
子越來越多。熱情的閱讀經驗分享，使得本校不但連續二年榮獲 ｢ 高職人文閱讀活動卓閱學校獎 ｣；今年，圖書館與閱讀代言人再度
走出校外，將捐贈好書的活動，進一步落實偏鄉，帶著全校募集的愛心，進行了一場
｢ 募書送愛心一一社區關懷服務學習活動 ｣。 

 在校長的大力支持下，士商閱讀推廣活動日益多元。愛書、愛生命、更愛彼此溫
馨交流的您，歡迎一起了解我們的 ｢ 書香士家 ｣。 

一、圖書館的約會一一讀書會
 本校的讀書會，主要皆由閱讀代言人來策畫與帶領。為了推廣精緻閱讀，讓生命

感動生命，在學生讀書會進行之外，也都會邀請知名作家與讀者直接面對面，分享創
作的過程與人生的選擇。  

上學期，圖書館舉辦了二次讀書會。( 如右圖 ) 針對大家最愛的電影，以深信電影
影響力、曾任公共電視董事、荒野保護協會理事的知名作家李偉文醫師為介紹主題，
規畫了第一次的主題 ｢ 閱讀一一李偉文 ｣。會中不但介紹李偉文醫師的環境保護志業、
帶領夥伴進行深度閱讀、更學習如何從電影看人生。第二次讀書會，則邀請李醫師蒞
臨士商進行專題演講：｢ 讀懂電影的方式一一聲光影交織的故事 ｣。事前，便要求與會
同學必須先研讀李醫師的三本書。會場座無虛席，搶答踴躍。二場讀書會，讓愛看電
影的同學們，對環境保護、對生命反思與教養、及看懂電影，有了滿滿的收穫。

十分國小校長致贈本校感謝狀

二、校長有約一一我愛閱讀活動競賽及獎勵
【班級競賽】
本學期由日間部一年 19 班奪冠。導師：張麗珍老師，國文老師：楊雅君老師。感

謝導師及國文老師的用心指導！活動當天，除了導師與國文老師熱忱分享閱讀所帶來
的視野與力量外，所有同學也都樂於分享自己喜歡的書籍與心得。在不同類型的書海
中悠遊，每個人都能感受到分享閱讀的幸福！ ( 如圖左 )

【個人競賽】
 本活動由日間部一年 19 班簡仙雅同學榮膺冠軍，除了各項獎勵之外，更獨得 32

吋液晶電視！其餘日夜間部的優勝同學，也都獲得了圖書禮券及多項獎勵。( 如圖右上 )
本次活動在充滿書香的天下出版社一一 93 巷人文空間舉行。所有愛書的同學，在

與校長共進午餐的同時，也難掩興奮的分享自己閱讀時的各項感動。未來校內的閱讀
推廣活動，需要他們，更需要您一一全校師生，共同來營造專門培養文青、厚植菁英
的 ｢ 書香士家 ｣ 喔！ 

三、募書送愛心一一十分國小贈書活動
 今年 6 月 30 日，在全校師生踴躍的捐輸，及校長的帶領下，圖書館與閱讀代言

人帶著十箱滿滿的愛心，再度前往偏鄉一一十分國小，進行贈書活動。

 為了落實「社區關懷服務學習」，除了贈書，閱讀代言人還策畫了一系列的遊戲：
書以類聚、書迷藏、畫書充飢。在遊戲中，教導小朋友能邊玩邊學會書籍分類與圖書
館的找書方式，也讓孩子們能在坐擁書城的同時，學會如何迅速又有效率的找書、及
維持圖書館書籍排放的歸納整齊。看到孩子都能迅速找到自己的目標、完成任務，並
將書籍按照類別依序排放，我們相信，在愉快閱讀的同時，愛護資源、珍惜環境的人
文素養，也悄然醞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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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內       容 人數及地點 師    資 負責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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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淨化文教基會） 教官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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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輔導室

活動一：以愛啟程一一生命教育電影院「阿嬤的夢中情人」    (103.3.18)

講師：李偉文先生 ( 牙醫師．作家．環保志工，《電影裡的生命教育》作者 )          參加人數 :62 人
看完「阿嬤的夢中情人」影片後，李偉文先生談－跟女兒談「性」說「愛」；不僅現場老師、

學生及家長專心聆聽，講座告一段落時也有士商學生主動向李偉文先生請益，講座獲得熱烈迴響
的李偉文先生更與士商師生留下合影。

活動二：專題演講「身心安頓一一家長如何愛他、也愛自己」      (103.3.26)

講師：何麗儀老師 ( 新興國中專任輔導教師）          參加人數 :33 人
講師何麗儀諮商心理師透過繪圖 / 影片 / 討論 / 減壓實作等多元的方式帶領家長體會放鬆減壓的助益；

家長分組討論並畫下平時較常感受到壓力的身體部位，增加自我覺察。後透過活動
引導家長練習以拍打方式減輕身體壓力，家長反應熱烈。

活動三：專題演講「阿宅的異想世界一一談青少年網路、手機沉迷/成癮」    (103.4.18)

講師：魏兆玟老師 ( 楊聰才診所護理師 )          參加人數：63 人
講師魏兆玟老師透過大腦生理結構及神經系統的概念來分析青少年成癮行為及陪伴方式，

家長覺得是個很不一樣的思考方向。

活動四：多元文化及性別平等教育一一「我愛貝克漢」電影欣賞     (103.4.13 ) 

講師：盧素芬 老師          參加人數 :10 人
     在影片觀賞之後，參與的家長發現：「與孩子之間的溝通及交流很重要，除了瞭解對方的想法，讓

小孩能多元思考自己的興趣，家人之間的想法也可以互相討論；在給彼此建議的時候，若能相互諒解，相
信全家人可以一起加油。」

活動五：教孩子找到適合自己的生涯規劃與時間管理     (103.4.25)

講師：王淑俐教授          參加人數 :46 人
 講師王淑俐教授輔導經驗豐富，透過實際故事生動說明幫助孩子找到生涯

規劃的方向及做好時間管理的方法，講座結束後許多家長仍留下來與講師討
論個別問題，家長們覺得受益良多。

活動六：「認識身心障礙學生之職業訓練一一點心製作」
                暨烘焙讀書會     (103.4.30) 
講師：張瑛玿、李瓊雲老師          參加人數 :29 人

家長們一起動手做點心，不僅可以交換教養心得，還增加文化交流的機會，多一些支持系統。講師李
瓊雲老師帶領家長一起討論書中重要的教養觀念，參加成員中也有學生的姐姐，正好可以提供親子雙方
的想法增進彼此的理解。

活動七：幸福餐桌一一有機、慈心與環保     (103.5.9)

講師：朱桂芳、李淑珠 校長          參加人數 :35 人
參與的家長藉由影片欣賞更認識了「蔬食救地球」的意義，更是覺得「蔬食共創和樂、健

康的世界，值得我們身體力行！謝謝朱校長如此真誠、用心的分享。」

 活動八：性別平等教育影展　「珍愛人生」影片賞析     (103.6.6) 

 講師 : 王慰慈          參加人數 :32 人
      參與的家長表示：「雖然這是一部相當沉重的影片，但在為劇中人的經歷感到不捨、難過的同時，卻
也感受到友情、憐愛、希望一直存在。」主講老師的分析、分享更是啟發參與者打破刻板印象，省思各項
議題，包括性別、歧視、弱勢、社工…等。在座的家長、老師都獲益良多。

　輔導主任  趙慧敏

主辦單位：輔導室  電話 28313114 轉 511           協辦單位：家長會、教官室

～請踴躍報名參加  輔導室、家長會、教官室誠摯歡迎您﹙以上課程全部免費，並核發研習時數﹚。
※ 為響應環保，參加各場次請自備環保杯。 
※ 活動時間或地點若臨時修改，請於各項活動一週前見士商首頁重要公告。 
※ 請於 9 月 30 日﹙週二﹚前打電話向輔導室曾以勤老師或趙慧敏主任報名，謝謝！ 
※ 報名即錄取，請當日逕至會場。歡迎各位家長踴躍參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