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感謝老師、家長與同學對學校的支持努力，讓校務順利，教育成果豐碩。

本校張麗珍老師當選臺北市104年特殊優良教師及第4屆教育大愛菁英獎、

范嘉玲老師榮獲臺北市自閉症家長協會之特殊優良教師之殊榮。

葉耀文同學獲亞洲青少年田徑錦標賽男子撐竿跳高金牌。進修部張筠榕同

學獲得103 學年度全國音樂比賽高中職組第一名。廣設科學生參加全國技能競賽

北區初賽平面設計技術類，包辦前三名。全國高職學生專題暨創意製作競賽專

題組決賽第三名。國貿科學生通過第十屆國際貿易大會考取得證照。2015國際

學校網界博覽會榮獲第1名，臺灣學校網界博覽會獲銀獎及佳作。而本校今年統

測成績再創新高，650分以上13位，600分以上169位，佔畢業生22%，並榮獲設

計群全國榜首，勇冠全國。104年榜單再創新高，臺師大社教系1位，臺科大18位，北科大30位，北商大67位，北護40位等，分數達國立錄取標準者

逾84%。感謝全體教師努力教學，學生成績展獲成果。

再次對本學期全體同仁之努力付出及支持，家長會及教師會的全力支持，行政同仁無私奉獻與全力衝刺，親師共同為學生學習盡最大的努力，

深深表達謝意。期盼士商是一個優質品牌，把差異化品牌故事說得動人，引起共鳴。因應十二年國教，學

校未來將訂定藍海策略、發展本校特色、落實全人學習、推動品格教育、拓展國際交流、提昇專業知能。

保有傳統優勢，再創新局，成為優質學校。

祝福開學 ~ 平安喜樂，闔家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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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的話

●校長與日本清水櫻丘高校師長合影

風樓紀事13期

曾騰瀧 校長

2月
 賀！本校學生參加臺北市高職校園閱讀代言人推廣

 閱讀經驗分享，榮獲優勝！
5月

 賀！本校夜間部同學作品獲2015國際學校網界博覽   

 會第一名！

3月
 賀！本校交通服務隊大隊長沈芸表現優異，榮獲

 104年中等學校優秀青年！ 
5月              

 賀！本校同學作品獲2015臺灣學校網界博覽會銀獎

 及佳作！

3月
 賀！本校進修部105班張筠榕同學獲得全國音樂比

 賽個人口琴獨奏高中職組第一名！
5月  賀！本校榮獲師大教育實習計畫金球獎佳作！

3月
 賀！廣設科同學參加第五屆臺灣創意之星設計獎，

 榮獲多項佳績！　
5月

 賀！本校學生參加第1040331梯次小論文寫作比

 賽，榮獲佳績！

3月
 賀！本校學生參加103年第六屆全國高職學生網路

 文學獎，榮獲第二名及多項佳績！
5月

 賀！本校榮獲全國高職學生104年專題暨創意製作

 競賽專題組決賽第三名！

3月
 賀！本校217班學生獲得2014專業英文詞彙能力大

 賽全國賽商管類金腦獎！
5月

 賀！本校208葉耀文同學榮獲亞洲青少年田徑錦標 

 賽男子撐竿跳高金牌！

3月
 賀！本校學生參加國立高雄第一科大2015實務專題

 研習營榮獲優勝及佳作！
5月

 賀！本校多位學生參加第1040315梯次讀書心得寫

 作比賽，榮獲佳績！　

4月
 賀！本校廣設科同學參加全國高職學生104年度設

 計群專題暨創意製作競賽複賽榮獲優勝及佳作！
5月

 賀！本校203黃千千同學獲得大葉盃財金全國高中

 職股王爭霸賽佳績！

4月
 賀！本校學生參加全國技能競賽北區初賽平面設計

 技術類，包辦前三名！ 
5月

 賀！本校體育班同學參加104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

 會成績優異！

4月
 賀！本校參加臺北市第12屆中小學專題式網頁競

 賽，榮獲第一名及多件佳作！
6月

 賀！本校廣設科參加第24屆時報廣告金犢獎決賽榮

 獲多項佳績！

4月
 賀！本校104學年度繁星計畫表現亮眼，共錄取七

 位同學！ 
6月  賀！本校榮獲臺北市104年度卓閱學校獎！

4月
 賀！本校學生參加第15屆全國電力溝通宣導平面海

 報設計創意製作競賽，榮獲第三名及多項佳作！　
6月

 賀！本校廣設科同學參加各類攝影比賽，榮獲多項

 獎項！

4月
 賀！本校榮獲104年度外語群專題暨創意製作競賽

 複賽佳作！
6月

 賀！本校獲臺北市103學年度高職學生英語讀者劇

 場比賽第3名佳績！

4月
 賀！本校榮獲104年度商業與管理群專題暨創意製

 作競賽複賽優勝、決賽第三名！ 
6月  賀！國貿科學生通過第十屆國際貿易大會考取得證照！

4月
 賀！本校張麗珍老師榮獲臺北市104學年度特殊優

 良教師！ 
7月

 賀！本校田徑隊葉耀文同學入選2015年第9屆世界

 青少年田徑錦標賽代表隊！

5月
 賀！本校莊念青老師及劉昆龍老師榮獲英文優良試

 題佳作！
9月

 賀！本校榮獲臺北市第16屆教育創新與行動研究高

 職組學校團體獎第1名！

5月
 賀！本校范嘉玲老師榮獲臺北市自閉症家長協會特 

 殊優良教師！
9月  賀！本校張麗珍老師當選第4屆教育大愛菁英獎！

師生榮譽榜 103學年度第二學期

●校長和澳洲聖約翰校長合影

●士商募書送愛心--校長與內城國中小

校長及本校家長會會長、教師會長合影

●校長與日本沼津商業高校校長合影

●本校榮獲 2015 國際學校

網界博覽會第一名

●本校榮獲104年臺北市高職

人文閱讀活動卓閱學校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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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交流

5月10日至12日，為期一週的日本教育旅行相當難得，我們和學校一起去參訪日本

學校，體驗不同的文化、結交不同的朋友。第一天，一出羽田機場，導遊就不斷地解

說日本文化；晚上則在導覽員解說下，欣賞美麗的星空。

第二天一早，我們前往白

馬五龍滑雪學校，大家既興奮

又害怕，這是我們第一次滑

雪！在教練的指導下，大家越

來越上手，甚至上癮，有的還

坐纜車到山的最高處，一路滑

到底呢！最棒的是，這次我們包了整座山、整個纜車，也就是說：整山都是我們的人了，

怎麼摔都不會被別人看到！離開前，大家都拿到一張滑雪證書，真是太有成就感了。 

第三天，我們前往神奈川，進行大町傳統

和紙手作體驗，又參觀美麗的松本城。到那才知道，日本古城都會有個別的家徽以象徵家族；為了防

範刺客，也設置攻擊用的窗口來放置槍炮彈藥。古代為了保護城主不被刺客暗殺，城裡的樓梯非常陡

峭，而且還沒有扶手，真難想像城主們是如何走樓梯的！然後又到蘆之湖，看到了傳說中的海盜船。

回到飯店，換上浴衣，便是令人期待的日本傳統和食體驗。餐廳整片都是榻榻米，吃飯得跪坐著，幸

好整場都是我們的人，才可以盤腿

坐。這頓晚餐讓我們體驗到日本的

飲食習慣：飯菜幾乎都是冷的，只

有湯是熱的！  

第四、五天，是最好玩的兩天--參訪學校。第四天，我們先參觀祭祀德川家康

的久能山東照宮，隨即前往靜岡縣立沼津商業高等學校，與日本同學互動。一進

大禮堂，如雷的掌聲令人震撼，雙方兩校的致詞、交換紀念品、及學生的表演，

2015年度赴澳洲體驗學習活動於104年5月28日至6月6日舉辦，這項活動在士商

已經連續舉辦了六年，成為本校的一項特色。這次聖約翰學院特別為士商師生們

準備歡迎會，備有豐富的披薩和飲料。

在澳洲的第一個週六，

聖約翰學院特地安排我們參

加布里斯本有名的現代藝術

美術館。美術館緊鄰布里斯本河，四周綠草如茵，內外的雕塑及各式各樣的藝術作品帶給學生

無限想像力及創意。館內的各項展覽也相當有可看性，帶給參觀師生腦力激盪。此外，我們還

到南岸公園草坪上享受野餐的樂趣，並

且在公園內的人造海灘進行日光浴，有

些同學還到週末市場買了少見的袋鼠皮

側背包呢！週日大家跟各自的寄宿家庭

相處，每個家庭都有不同的安排，有些

家到海洋生物館去，有些家到購物商城購物，還有些則去看場精彩刺激的拳擊賽。

週末之後，便開始了學校課程，Amy老師認真活潑教我們澳洲的地理、文化、動物之外，

學會了許多英文的表達，例如monarchy(君主制度)、governor(州總督)、constitution(憲法)等等。

我們還到餐飲教室體驗布里斯本當地萊明頓蛋糕的製作。餐飲課當中，指導老師把學生們分成

四組，各組分派一位小老師，教導及示範給大家看萊明頓蛋糕的製作過程。透過小老師的講解還有同學們的發問，直接增加學生在不同情境下英語

的聽說能力。吃過了我們做的蛋糕都說YUM(美味)！另外，我們還跟澳洲學生一起參與中文課和體育課，他們學中文作為外國語，我們英文是外國

語，彼此使用不同語言一起溝通，很特殊的經驗。至於體育課，橄欖球是他們強項，我們學生很難得分，但是籃球就是我們比較強，透過球類比賽

讓雙方更加貼近了。在同學們上課的同時，曾校長與聖約翰學院校長蘇班女士會面，除了就各方面教育議題進行充分意見交流外，也互贈禮物，冀

望雙方能夠友誼長存，為兩校師生在文化語言交流上更進一步努力。

除了在聖公約學院上課外，大家還前往昆士蘭大學(UQ)參訪。昆士蘭大學在世界上可是排名前

五十的大學，比臺大還好呢！昆大在商業管理、會計和英語教學頗負盛名，老師也鼓勵學生們有機會

來這裡留學讀書。此外，我們還到全世界唯一可以親自抱到無尾熊的地方——龍柏無尾熊保護區，輪

流抱無尾熊並且合照。隨後同學們各自前往裡頭參訪。有些同學先在休息區用餐，享受傳統澳洲食物

--魚條與薯條，有些則去餵食袋鼠或是觀看綿羊秀。對於大多數的我們，這都是第一次的體驗，所以

充滿著新鮮感。

最後一天，校長給予此次參與體驗學習活動表現優異的學生小禮物以玆鼓勵。在結業典禮上，學

生代表李珮葳和黃明立上臺發表心得，除了感謝所有的寄宿家庭及老師們，也說著自己這幾天來的心

情記事，雖然才短短的9天，但卻有大大的收穫。拿到結業證書的每位同學都非常的開心，付出有了成果。結業典禮後，由士商的同學獻舞給在場

的來賓。看到同學們依依不捨，老師們都相信他們已經從海外體驗中學到了不少，也和接待家庭建立了很深的感情！學員與寄宿家庭就像一家人的

感覺，使得晚上的告別，更加離情依依。此次澳洲之旅讓學生體驗不同的文化，也大幅增加英語聽說的能力。從同學的表現及分享中，我們都相信

這樣的海外體驗學習，的確讓他們成長了許多！

澳洲體驗學習活動                                                劉昆龍 組長

日本教育旅行活動                                                李佩柔、李宜倢、蔡孟菲、池瑞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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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充分展現出臺、日的禮節和熱情的待客之道。接著我們便進班參觀上課情

景，有些課程其實跟我們蠻類似的，例如：會計。看見黑板上的T字帳，就有

一種莫名的親切感。午餐時，我們邊享受日本便當，邊用英文、漢字交談。雖

然雙方都要花時間理解，但我想這就是交流最主要的意義吧。半天的相處下，

我們交到了跨國、跨校的友誼，真的很特別。今天也讓我們深深體會到--英文

真的很重要！日本同學為我們創了一個LINE的聊天室，晚上，我們便在飯店傳

統的榻榻米上，一邊寫著日本交流作業、一邊和日本朋友line上聊天。能有這

個機會與別國學生做朋友，增加國際視野，真的好棒好棒！ 

第五天，我們參訪清水櫻丘高校。最有趣的，是我們每堂課都分組入班體驗程。有一組

上古典文學，本以為會上日本的俳句、詩歌，沒想到竟然是＜登鸛雀樓＞、＜江南春＞！日

本學生竟向我們學習念唐詩！雖然他們中文念的很困難、也不標準，但和不同國家的學生一

起朗誦中國古詩，那種氣氛讓人有說不出的感動和喜悅！我們也試著用羅馬拼音來念日文版

的唐詩。我想未來如果再讀到這些詩，腦海中的畫面必定是這天上課的情景。這堂課不但讓

我們交到日本朋友，也成為我們上過的最特別的國文課。英文課，老師熱情邀我們跳舞，邊

跳邊找同伴自我介紹；書法課，日本同學耐心的教我們寫平假文。真是新鮮！

第六天，是最刺激的一天了--城市探索！我們事前分好組，拿著東京地圖及地鐵路線圖

來規畫自己的旅遊動線。我們這組的第一站是淺草，還非常幸運地遇到三社祭！三社祭是東京具有代表性的神轎活動，知名地標「雷門」前擠滿參

觀的人潮，兩旁則有許多日本風情的紀念品、小吃，值得一逛。有些組則到了代表年輕文化的澀谷及原宿，見識各種特別的穿著，及許多不同風格

的店家，好逛好玩又新鮮！終點站，則是回到飯店所在地的池袋。一整天

自由行，我們學了好多，像是行前準備、找資料、規畫路線、看懂路標及

突發事件危機處理。當然，也見識了日本人一早「擠地鐵」的特殊文化。

第七天，是教育旅行的最後一天。搭機前還不忘去最後一個熱門景點

「吉卜力美術館」，參觀動畫大師宮崎駿的特展。

飛機上，想著這一週的教育旅行，真的是在開心快樂中度過了。我們

可以大聲的說，這一趟真的不是來玩的：因為我們學了很多，體驗了多種

文化與風土民情，感受了日本人的禮貌、情誼、守規矩。真的很開心能有

這個機會和學校一起旅行，讓我們認識了很多人、學到許多沒學過的事。

如果還有機會，我們一定還會再去！

韓國體驗學習活動                                                莊芩

去年底，「臺灣國際教育旅行聯盟」為促進臺韓教育文化交流，甄選全臺共15

位高中職學生代表與韓國學生進行交流。錄取的學生，韓文程度都不錯，我很榮幸

的也是其中一員。交流活動，訂為104年1月韓訪臺，2月輪我們回訪韓國。

1月初，韓國15位高中職代表來臺參訪五天。我們前二天先

帶他們參觀臺中的小人國遊樂世界、日月潭，並參訪臺中女中

。第三天，全體搭乘高鐵北上，與大安高工的學生互動交流。

之後，則去了臺北101及士林夜市。只能說，我們的士林夜市完

全大勝！讓韓國的朋友們主動要求連玩二天！射氣球、撈金魚，有吃有玩又能買--哈哈！知道臺灣夜市的厲害了吧！

第四、五天，是韓國朋友的獨享活動--臺北的知名景點：故宮、陽明山、淡水老街，都留下他們快樂的回憶。

由於韓國代表都具備中文基礎，因此交流的過程，我們用中、英、韓三語溝通，大致也都能互相了解。這時就發現：語言真是太重要了！這也

讓我決定：今年要再去考多益和中級韓語檢定！

今年2月7至11日，終於輪我們前往韓國了。

首日抵達已是傍晚，從一見面，到欣賞首爾塔的都會夜景，我們和韓國的同學們

一路暢聊。由於一月已見過面，彼此已不生疏。

第二天，早上先到韓國民俗村看表演，下午則前往江原道，準備晚上的滑雪。民俗村中，韓國的傳統表演由一人吹奏喇叭，讓舞者背著傳統鼓

跳甩頭舞，並邀請觀眾下場體驗，挺有趣的。滑雪時，則因滑雪鞋、滑雪板很重，因此爬不上坡的人，就沒機會滑下來。真是一大考驗！晚上，則

和韓國學生一起睡傳統暖炕房聊天，真的很開心。就算彼此的中文韓文都講不快，還是很有趣的經驗。

第三天，我們參觀了首爾觀光高中及永一高中。一進入首爾觀光高中，我們就受到熱烈歡迎。長官致詞後，韓國的同學帶來精彩的流行舞蹈表

演，之後則參觀校園實習課程。「觀光高中」就像是高職的觀光科，有模擬飯店接待、空勤人員實習，及賭場服務人員實習。硬體設備非常專業，

臨走前還獲得餐飲科學生做的美味點心。我相信，在這學習三年，未來肯定能適應職場環境。永一高中是類似臺北前三志願的男校，當時正值該校

寒假，只有負責社團表演的同學及師長接待我們。我們只能簡短參觀校園、了解學校歷史。

第四天完全就是觀光日。我們參觀了國立中央博物館、青瓦臺、東大門和明洞。博物

館內有區域特別介紹韓國飲食文化，像是泡菜、人蔘，也有現代文物與文化介紹。非常特

別！能見識到韓國的總統府--青瓦臺，在知名的東大門、明洞參觀shopping，更令人開心！

第五天，為了見識最有名的「北緯38.5°線」，我們一早就到烏頭山瞭望臺。可惜霧太

大，什麼都看不到。美好的韓國交流之旅，就在早餐著名的蔘雞湯中結束了。

此行實際交流只有三天，所有臺韓學生只能把握坐車和睡前時間，把對彼此國家、文

化、人際等好奇的問題，盡量問個夠。我發現，韓國教育比較注重國際化、多元化發展，

讓學生有很多的選擇，學己所愛，當然他們的壓力也非常大。來臺的學生幾乎中文都講得

很好，不會中文的則英文很流利，可見他們面對未來的國際發展都有相當的準備了！經過

這個交流，我想，面對未來、面對國際，我也要更認真的準備了！

韓國代表訪臺之旅

臺灣代表訪韓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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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享時刻

本學期的第一次讀書會，我們突破以往傳統讀書會的模式，嘗試以閱讀闖關活動，

讓前來參加讀書會的同學們，有著耳目一新的感覺。

我的創意發想，來自參加臺北市關鍵能力閱讀挑戰賽時，博客來所設計的各種活

動。藉由閱讀闖關，讓我們在閱讀中找到樂趣，更能夠激發我們的創意。我想把這個大

膽玩閱讀的思維，帶進士林高商，讓閱讀不再只是死板板的我講你聽，也不再只是侷限

一個主題，而是讓每個人都能融入在不同主題的關卡裡，靠著團隊默契、及平常熱愛閱

讀的習慣，順利拿到下一關的提示、晉級、完成競賽。

於是我們集思廣益的想出各關闖關的主題和遊戲的進行方式。這次闖關分為五大關：文青時代、輕小說、電影文學、甚至是飢餓遊戲三部曲、

知名作家丹•布朗系列，都榮登選書行列。而闖關形式，舉凡簡答、二組搶答、翻書測驗、九宮格等，都成為我們多元進行的方式。

闖關進行的同時，看見來參與這場讀書會的同學們，積極認真的投入，心裡真是感動不已。要闖關，就得答題正確；答題正確，就靠閱讀量的

累積。由於闖關題目都是我們精心設計的，一定是平常有閱讀習慣的人才能快、狠、準的闖關成功；對於似是而非的答案，也得靠整組團隊的默

契——最好有愛書人在裡面。看見每一隊努力的拆解謎題的當下，也讓我想

起，閱讀挑戰賽時，我們就是靠著團隊合作才能贏得北市季軍！

希望所有同學都能把握機會參加圖書館的活動，藉由多類型的讀書會方

式，相信，你也會發現--能夠與書為友，是多麼幸福的事！ 

第二次讀書會 一個人去旅行   簡仙雅

經過了上學期「閱讀走天下」系列講座的「東京大探索」及下學期的「日本教育

旅行」後，為了讓更多同學能感受日本特色旅遊的樂趣，我們結合了繪本，舉辦了本

次讀書--這也是本屆閱讀代言人負責規畫的最後一場讀書會。

這次，我們以高木直子的繪本《一個人去旅行》為主軸，結合了剛從日本教育旅

行回來的夥伴心得發表，又邀請擔任日本觀光大使的士商學姊張有綸進行分享，並

融入不同特色的繪本導讀及繪馬創作，讓無法出國旅遊的同學們，也能用「聽」用

「看」的感受日本文化與繪本獨特的魅力。

《一個人去旅行》是本很有特色的日本精緻旅遊心得繪本。作者由自己的旅遊經

驗，帶我們看了許多在地人才知道的景點及特色觀光。它以單純可愛的畫風，讓讀者閱讀之時，也能保持童趣之心。從日本教育旅行回來的夥伴，

則分享了和日本同學交流的點滴，及划雪、寺廟參拜的不同感受。當選日本觀光大使的有綸學姐，她無私分享當選觀光大使、免費出國旅遊的祕訣

讓懷有出國夢的學弟妹燃起了無限希望！延伸閱讀方面，高木直子其它作品及

台灣繪本家彎彎作品的導讀，讓讀書會更加豐富多元，最後的繪馬製作讓每個

人寫下自己的願望，掛在圖書館後方的祈福區，大家寫得可認真了！ 

這是我第一次當活動的主辦人，也是本屆閱代最後一次讀書會。第一次體

驗到主辦人的辛苦，也感受到閱代們同心協力完成工作的感動。希望下一屆閱

代能做的更進步，也歡迎大家繼續參加圖書館的各項活動喔。

「士」「內」設計 士商與內工交流讀書會   王昭惠

去年，我們受邀與內湖高工的閱代、閱讀社的七位同學和閱讀指導老師一同交流。今

年地主隊輪到我們士林高商來擔任了。

我們分享的是《GOOGLE模式：挑戰瘋狂世界的經營思維與工作邏輯》、《做了這本

書》，而內湖高工介紹的書籍是《不怕我和世界不一樣》，由此可知，這次的交流讀書

會主要是藉由這幾本書的文章導讀，激發同學們的思考及創新能力，擴充自己的見解、

了解不同的想法，讓同學們能有勇氣及機會突破自己。

在交流的過程中，我們也請二校同學互相分享自己崇拜的人物，對方有哪些特質值得

自己學習。藉由思考，建立通往夢想及成功的橋樑。透過這些交流，我們也深刻的了解到，不管是工科還是商科，在閱讀上都有自己獨到的見解，

而在交流中也會發現一些 ，不是平常所想的那般不同，反而多了些親切感。

在活動將進入尾聲時，我也準備了一個非常特別的活動，利用《做了這本

書》中的題目，讓每位參與者，都能發揮自己的創意，創造充滿自我特色的作

品。在大家互相腦力激盪的時候，我們這次的交流也快樂地劃下完美的句點。

第一次讀書會 閱讀玩很大   鄭愛玲

無國界--教育旅行體驗、學習、成長   彭仰琪老師閱讀走天下系列講座

本學期的「閱讀走天下」系列講座，特於4月17日，邀請辦理教育旅行經驗豐富，也常指導各

校籌辦國際交流--教育旅行的淡水商工曾才榮主任蒞校演講，講題則是「無國界--教育旅行體驗、

學習、成長」。

曾主任提到，為什麼高中職要舉辦教育旅行呢？除了藉由國際友校的的交流、參訪，讓同學具

備國際視野，直接以外語交談外，更幫助學生在觀察他國教育環境、教育方式、及學生素養的同

時，也重新認識自己的國家、文化，並進一步激發彼此欣賞不同文化，產生跨文化溝通與反思的能

力。此外，國際交流更深刻的意義，在於讓學生踏出自己的國家，立足於世界，觀察全球重要議題，發

掘自己在未來全球競合上可發揮之處，也培養全球意識，激發擔任全球公民的責任感。

而參加過教育旅行的學生，最直接的影響，則是對外語能力及專業知能的提升，會有更多、更實際

的想法與作為。面對未來的國際競爭與交流，這方面的刺激無疑是一助力。

對國際交流有興趣的同學，歡迎報名參加本學期舉辦的教育旅行及閱讀走天下講座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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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商「募書送愛心--偏鄉服務」活動，前往擁有美麗「水上圖書館」的宜蘭縣員

山鄉內城國民中小學，讓社區及全校師生都能共享閱讀之樂！ 

在四月一連串的募書活動下，我們共募到23箱，1010本的二手書。同時，學校也

決定分享近3000套電子書資源及20臺電子書閱覽器給內城的學子們。

5月8日那天，在校長的帶領、家長會會長和愛心爸媽的陪同下，圖書館主任、老

師、閱代及書香志工們，再加上特來參觀的友校內湖高工的閱代及指導老師--我們帶

著滿滿的禮物，前往內城贈書囉！正如校長所說，「謝謝內城讓我們的書有了新的

家」，也希望內城的孩子能「用閱讀打開世界之窗！」看到他們開心的表情，我們也

覺得這項活動真是太有意義了。

贈書後，才是此行的重頭戲--身為活動負責人的我，要在士商及內城師長同學面

前，教導大家使用電子書閱覽器。成功借閱電子書、使用有聲書的同學，還可獲得

博客來所提供的精美贈品！ 為了答謝我們，內城的校長及家長會，會後也特別安排我們體驗內城的特色觀

光「鐵牛力阿卡遊內城」。沿途司機專業的導覽與親切的態度，也讓我們發現這個純樸鄉鎮的熱情與生命

力。而學校特別安排的宜蘭大學圖書館及科系參訪，也是驚喜。

明年，我們還會再舉辦募書送愛心的活動。歡迎嚮往偏鄉服務的同學，一起共襄盛舉！

募書送愛心 偏鄉服務活動   唐惟真

本校除了有大量的電子圖書館資源

外，更有全校師生可使用的「數位教材暨電

子出版中心」。每個士商師生都能在此建立

自己的電子書，因此許多老師的教學檔案、

數位教材，學校的行政績效、校友的畢業紀

念冊，及學生自製的優良作品、備審資料，在此都能找到。更有電

子書練習測試區，讓同學進行電子商務、專題報告的製作。為提升

同學備審資料的精彩度，並再送給高三同學一樣帶著走的能力，5

月20-22日，利用高三考完統測、正努力準備推甄備審資料的大好時

機，圖書館鍾允中主任特地開設了「推甄電子書製作課程」，讓所

有高三生逐班研習，不但將備審資料電子化，並結合影音效果，做

出讓評審驚豔、讓三年不留白的美好回憶，更希望培養同學未來能

將自己的每一份努力都e化，變成累積實力、行銷自己的成果。

會中，看著畢業學長姐製作的優秀備審資料，每個同學的眼

睛都睜得好大，羨慕不已。希望這份圖書館的禮物，同學都能用心

收下，實作看看。讓自己面對全面e化的時代，都能認真累積自己

的實力，成為豐富又精彩的人。

彭仰琪老師推甄電子書製作介紹

「校長有約~我愛閱讀」個人競賽部分，採取一年舉辦一次。每次選出一整學年，全校日

夜間部前十二名最熱愛閱讀的同學，可以獲得頒獎鼓勵，並和校長進行午餐的約會。

今年第一名的得獎者可獨得由家長會所提供的ipad一臺，其他獲獎者也都能獲得禮券及各

項獎勵。計分的方式，則包含本校圖書館（含電子圖書館）的書籍借閱量、三魚網好書推薦

量、文淵閣閱讀心得寫作、校內外讀書會參與次數及心得回饋及各項閱讀活動參與。

今年的競賽非常激烈！竟然出現士林高商史上首次二位完成百本閱讀、心得書寫的同

學！師長們不禁好奇：這樣的閱讀倒底是囫圇吞棗，還是真的有所收穫？將百本閱讀書籍隨

機抽問下，同學竟然也多能介紹該書的主要內容與閱讀感受。看來，讀書的習慣正一天天的在士商學子中培養、茁壯。

5月18日，所有得獎同學隨著校長、家長會正副會長、主任及師長，齊聚遠見天下文化所提供的「93巷人文空

間」，進行最榮耀的頒獎時刻。本次的第一名為212的黃妤珊同學，第二名為去年的冠軍219簡仙雅同學。閱讀的

習慣，不但讓她們完成百本閱讀，也分別在全國高中職讀書心得比賽及閱讀代言人的工作上，表現亮眼。

會中，師長、同學、家長代表們一邊享受美食，一邊也分享自己的閱讀經驗及好書推薦。看著同學們發表時

的自信眼神，我們相信，閱讀正一步步打開孩子們認識世界的窗！而這股愛書、閱讀能量的累積，也必能使他們

往後的人生，比別人有更多元的思維與可能。    

「校長有約~我愛閱讀」，新學年的個人競賽，首獎一樣是ipad一臺，歡迎你來挑戰！

個人競賽   彭仰琪老師「校長有約~我愛閱讀」

為了推廣校園閱讀風氣，本校每學期都會舉辦「校長有約~我愛閱讀」班級競賽。本學

期奪冠的班級為日間部一年14班。感謝日間部114的導師蘇于瑄及國文吳崇德老師的鼓勵與指

導。要贏得「校長有約~我愛閱讀」活動班級競賽的第一名需要靠全班同心協力，主動閱讀，

書寫文淵閣，並努力將推薦文上傳到三魚網上，養成看書的好習慣更是不可或缺的。

這學期下午茶聚會是在地中海餐廳舉辦。獲獎班級不

但可以榮獲獎狀、精美好禮、1000元禮券，更能享用由107

同學精心準備的下午茶點，也可以和校長、家長會正副會

長、主任、老師共同分享自己的閱讀心得！現場特別進行本校電子圖書館的使用教學，學完立即成功借閱本校電

子書的同學，更可以獨得好禮一份。

此外，這次活動特別之處在於：114班是首度主動要求表演才藝的班級。不管是唱歌、跳舞、阿卡貝拉，14

班的同學毫不怯場，展現多才多藝、熱情活力的創意。

「校長有約~我愛閱讀」，新學期的班級競賽，各路閱讀高手一起來參加！

班級競賽   呂佩倫「校長有約~我愛閱讀」

當全世界都在用閱讀提升國家競爭力的同時，如

何培養良好的閱讀習慣、全面提升國民的閱讀力已成

為近年世界共同課題。5月13日，本校請來博客來暨讀

冊生活網路書店創辦人--張天立先生蒞校演講「生意仔

歹生--如何自我培養成為未來領袖」。

張創辦人會中不但分享自己求學歷程、驚人筆記術，也帶來多本推薦必讀的好書。張創辦人提到，

要培養自己成為未來領袖，必須發展與眾不同的思考力、觀察力、表達力、外語力、科技力、多元的學

習力與創造力。而培養這一切的起點就必須從看書多面向開始。與會的師生問答熱烈，大家都對這位成

就非凡的企業家充滿好奇與見賢思齊之心。圖書館也將引進會中推薦的好書，歡迎大家前來借閱喔！

讀書講座 博客來網路書店創辦人演講   彭仰琪老師

103學年度，學校為提升學生藝術鑑賞與實作能

力，特別配合「教育部設計師駐校合作計劃」，成功引

進駐校藝術家，在校內設立「半隻羊立體書實驗室」，提供校內師生經常性

的藝術創作欣賞、諮詢及不定期的藝術講座，並讓學生觀摩及操作業界實作

模式。5月21及26日，圖書館舉辦了立體卡片手製體驗活動「給十年後的我--時空紙盒立體卡」，由駐校設計

師親自帶領師生進行創作。在師生專注的眼神中，藝術美化了人生，也美化了士商。

立體卡片手製體驗活動 彭仰琪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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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主題講座 

參加對象 日期 時間 主題 講師 地點

高一各班 09月18日（五） 13:10~14:00 假藉宗教名義及熟人性騷擾/性侵害防治 高一各班導師 各班教室

高一各班代表 10月02日（五） 14:25~16:10 愛情鹹酸甜 郭雅真老師 演講廳

教師/家長/學生 10月20日（六） 10:30~14:30 性別平等教育宣導闖關活動 現代婦女基金會 風樓廣場

高三部分班級 11月06日（五） 13:10~14:00 董事長的踏實人生 三花棉業董事長施純鎰 演講廳

高二部分班級 11月13日（五） 13:10~14:00 網路心風貌 張老師基金會 演講廳

臺北市立士林高商104學年度第1學期
輔導室規劃辦理講座活動預告

林烝增講師了解參與者背景

及自我介紹

輔導主任頒發感謝狀

以茲感謝

在活動中扮演子女角色

的夥伴成員

輔導室與教官室聯合辦理

教師輔導研習

全校教師專心聆聽毒品危機

及教師輔導管教策略

二、活動名稱：家庭諮商個案服務暨諮商討論會 

●日期:104.05.01
●講師:張佳雯(諮商心理師)
●參加人數:5人 

一、活動名稱：建立良好的溝通管道--從關懷、觀察到改變 

分享任務成功之方法 

--了解對方需求

輔導教育 趙慧敏 主任

●日期:104.03.13
●講師:林烝增(諮商心理師、社工師)
●參加人數:54人 

四、活動名稱：「烘焙讀書會--《晚熟世代》」

●日期:104.05.13
●講師:張瑛玿老師/李瓊雲主任
●參加人數:26人

1.邀請諮商心理師到校，與特殊需求   

  家長進行家庭諮商

2.諮商心理師與導師及輔導教師進行 

  個案討論會，共同擬定學生之輔導

  策略及協助家長的方針

三、活動名稱：藥物濫用與家暴防治宣導研習

●日期:104.05.06
●講師:吉靜如(少年調查官)
●參加人數:全校教師 

◎家長回饋
1. 非常寫實，提供很好的方法與小孩溝通，非常有建設性。

2. 講師很棒，很容易吸收，獲益良多。

3. 回去以後要改變對孩子說話的口氣及態度，關係會越來越好！

4. 可以學習怎麼融入孩子，又能有正向溝通增加親子關係。

5. 可以學習努力去正向溝通增加親子關係！

6. 從研習中學習讚美對方、尊重及平等。

7. 這次讀書會有烘焙作陪襯非常有趣。

8. 學習到很多寶貴的技巧和孩子溝通。

9. 講師生動的講解，學習到如何與孩子建立良好溝通方法。

 10.學習到傾聽後，同理對方的情緒，再依對方的重點提問，循序漸進 

     的引導，獲益良多。

 11.最棒的是，做為母親的我，個人成長非常重要，身教大於言教，課

      程非常淺顯易懂、好學，感謝學校及老師

 12.非常溫馨，希望能常常有此種課程。

 13.第一次參與學校的讀書會，感覺還不錯，也認識到家長，彼此分享

    心得，收穫還不錯，謝謝老師，辛苦了。

讀書會--講師導讀「晚熟世代」 講師使用短片幫助家長了解

青少年心理特徵

家長們在製作過程亦互相分享

教養經驗/互相認識

烘焙課程--家長分組合作

自己動手做

家庭暨生命教育講座

參加對象 日期 時間 主題 講師 地點

本校認輔教師 09月22日（二） 12:10~13:10 憂鬱/自殺防治宣導 輔導室 第二會議室

本校教師 10月06日（二） 13:10~16:10 教師生命教育工作坊1~禪繞靜心 廖鎵玉老師 第一會議室

本校教師 10月13日（二） 13:10~16:10 教師生命教育工作 坊2~禪繞靜心          廖鎵玉老師 第一會議室

本校教師 10月20日（二） 13:10~16:10 教師生命教育工作坊3~禪繞靜心 廖鎵玉老師 第一會議室

本校教師 10月27日（二） 13:10~16:10 教師生命教育工作坊4~禪繞靜心 廖鎵玉老師 第一 議室

教師及家長 10月30日（五） 13:10~16:10 與青少年子女輕鬆談性說愛 郭雅真老師 演講廳

教師 / 家長 / 學生 11月21日（六） 10:30~14:30 性別平等教育宣導闖關活動 現代婦女基金會 風樓廣場

本校教師 11月24日（二） 13:10~16:10 校園性別事件案例討論與處理 現代婦女基金會 演講廳

教師及家長  12月08日（二）（暫定） 13:10~16:10 卡片傳情 半隻羊立體書工作室 第一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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