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參選編號：1034I002 

 

臺北市103 年度優質學校參選申請書 

參選獎項 

單項優質獎：專業發展 

 

專業紮根 卓越育才 

 

 

 

 

 

 

 

 

 

臺北市立士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黃贇瑾  周靜宜  吳鳳翎   

陳澤宏  孫中瑜  秦玲美   

 
中 華 民 國 1 0 3 年 2 月 2 4 日 



2 
 

目   錄 

壹、 基本現況………………………………………………………………………4 

一、 設校歷史………………………………………………………………………4 

二、 社區環境………………………………………………………………………5 

三、 學校規模………………………………………………………………………5 

貳、 優質目標………………………………………………………………………6 

一、 背景分析………………………………………………………………………6 

二、 具體目標………………………………………………………………………7 

參、 具體作法………………………………………………………………………8 

一、 實施內容………………………………………………………………………8 

(一) 發展規劃 …………………………………………………………………8 

(二) 發展歷程 …………………………………………………………………9 

(三) 發展成果…………………………………………………………………10 

(四) 發展評估…………………………………………………………………12 

二、 創新做法  ……………………………………………………………………13 

(一) 制定「六藝俱全、動靜有序、快樂學習的士商人」全人教育的教育目

標…………………………………………………………………………13 

(二) 推動行動研究風潮………………………………………………………15 

(三) 士商四月天-商業季 ……………………………………………………16 

(四) 整合相關資源，規劃校本特色課程，提升學生專業技能  …………16 

肆、 優質成果………………………………………………………………………18 

一、 目標達成………………………………………………………………………18 

(一) 以活潑多元的專業方法，提升學生學習興趣…………………………18 

(二) 以紮實深厚的專業能力，提升學生學習成效…………………………20 

(三) 以前瞻創新的專業合作，發展校本特色課程…………………………22 

(四) 以穏健友善的專業態度，型塑學習組織氛圍…………………………23 

二、 創新成果………………………………………………………………………26 

伍、 結語……………………………………………………………………………26 

  



3 
 

摘      要 

課程與教學乃是學校教育的核心活動，為達到學校「全人教育」的教育目

標，教師須透過有效的教學策略及系統化的課程設計，讓教學活動切合學生的特

質與需要，引導學生成功的學習。 

然而在面對知識爆炸、媒體資訊充斥、社會多元化的發展及產業結構日新

月異的情況下，教師如何能做到有效的教學策略及系統化的課程設計，唯有擺脫

過去傳統的教學觀念，以學生學習為主體，用多元化、專業化、適性化的教學模

式，並結合教師群體的力量，共同引領學生學習發展。國教署長吳清山對教師專

業發展有以下的定義：「教師專業發展係教師參與有系統設計的專業成長活動，

以增進其專業知能、強化其專業態度和改變其專業行為，進而提升教學效能和擴

大學生學習效果。」因此，教師專業發展在規劃上，必定是在學校行政及教師專

業共同配合下，系統性地建立整體的發展目標與計畫；亦須以教師專業的態度及

專業的能力為基礎，促進教師的合作為手段，整合各種教學的方法，達到提昇教

師個人成長及促進學生學習的目標。 

本此理念，本校以「專業紮根，卓越育才」為主題，完成本方案，說明本

校在教師專業發展方面的努力與成果。以「以活潑多元的專業方法，提升學生學

習興趣」、「以紮實深厚的專業能力，提升學生學習成效」、「以前瞻創新的專

業合作，發展校本特色課程」及「以穏健友善的專業態度，型塑學習組織氛圍」

四項具體目標，架構出本校教師專業發展的目標與實施策略，從辦理各項教師專

業知能研習及活動、鼓勵教師進修成長、提升教師研究能力、鼓勵教師專業表現、

辦理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成立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等等作法，雖是由行政評估、規

劃及推動，但內容是依據教師所需而設計的，教師也是主動參與積極、把握專業

成長機會，教師的熱情已被激發出來，學校漸漸形成學習型組織！ 

專業發展不是捷徑，需要時間累積專業知能及省思改進；學校文化的提升

也不是一蹴可及。因此本校將以永續經營的理念與專業經營的態度，持續推動教

師專業發展。堅持「發展教師專業，成就學生學習」方向，期許教師人人有專業、

有熱忱，承諾能上好每一堂課，教好每一個孩子，讓「士商」成為學生及家長心

中的第一品牌及選擇。 

 

 

 

 

關鍵字詞：優質學校、專業發展、行動研究、專業學習社群、教學卓越獎、教師

專業發展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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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基本現況 

一、 設校歷史 

本校創立於民國 40 年五月，迄今已近 60年，校慶為 11月 25日。現

有日間部 72 班，夜間 24 班，校地面積約 4.7公頃。九十六年八月一日起，

由 黃校長贇瑾掌理校長職務。  

表一：本校歷史年表 

年   代 記          事 

民國 40年 本校創立於民國 40年 5月，將台北市之太平、老松、松山三所初

級商職及西門補校合併為一校，定名為「台北市立初級商業職業

學校」，劃撥原大同國小為校址，並另設老松、松山兩分校。同

年十一月廿五日舉行合併設校典禮是日定為校慶 

民國 43年 民國 43年 10月，奉准成立高級部，校名核定為「台北市立商業

職業學校」。 

民國 44年 民國 44年 4月，老松獨立後更名為萬華商職。 

民國 50年 萬華商職改辦女子初級中學，該校全部學生撥入本校就讀。 

民國 54年 民國 54年，除高、初級部外另增設五年制。 

民國 57年 民國 57年 實施九年義務教育，本校五年制停止招生。 

民國 59年 民國 59年 8月 1日，新校舍完工，遷往台北市士林區中正路 500

巷 85 號現址。 

民國 60年 民國 60年 8月，奉准設立「廣告設計科」。 

民國 70年 民國 70年 8月 21日，奉令更改校名為「台北市立士林高級商業

職業學校」。 

民國 71年 民國 71年 7月 31日，首任校長陳光熙先生奉准退休，8月 1日

李咸林先生奉派接掌校務。 

民國七十二

年 

民國 72年 8月奉准設立「國際貿易科」與「會計事務科」。基隆

河舊河道新生地劃撥本校，地址更改為士林區士商路 150號。 

民國 77年 民國 77年 8月奉准設立「資料處理科」。 

民國 79年 民國 79年 8月 1日，李校長咸林先生奉調成功高中，由張明輝先

生奉派接掌校務。 

民國 84年 民國 84年 8月 3日，由 許勝哲先生 擔任第四任校長 

民國 88年 民國 88年 8月 1日，由 劉正鳴先生 擔任第五任校長 

民國 92年 民國 92年 8月 6日，由 徐善德先生 擔任第六任校長 

民國 93年 民國 93年 3月，奉准設立「應用外語科」。 

民國 94年 民國 94年，奉准設立「體育班」一班。 

民國 96年 民國 96年 8月 1日，由 黃校長贇瑾 擔任第七任校長。 

民國 100 年  民國 100 年 黃校長贇瑾續任第七任校長。 

 

http://home.slhs.tp.edu.tw/slhs101/96/principal.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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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社區環境 

士林區位於台北盆地之東北，東北俱為山嶽、丘陵相接，以名峰七星山為最

高，東南有鄰界之大崙山嶺及大直諸山，西南一帶土地平坦，全區面積 62.3682

平方公里，幅員廣闊，為本市十二行政區面積最大之區。 

士林區可以說是台北地區文化的發源地，文獻記載，自清朝以來，文風即極

盛，私塾、社學及義塾遍設，文風應運而起，日據時代設於芝山岩的「國語（日

語）傳習所」更是台灣新式教育的開端。除了文教方面，士林區也是北部著名的

名勝古蹟區，名勝方面，於清朝時代即以八景而聞名，又鄰近陽明山國家公園、

雙溪公園及士林夜市，使士林成為一個享有盛名的觀光區。 

本校為全國規模最大的商業職業學校，位於臺北市商業活動頻繁的士林區，

鄰近士林捷運站，附近有著名的的社教機構如臺北市立天文科學館及國立科學教

育館。在如此多樣化的資源下，希望能藉由整合資源，為學生營造一個適性發展

的學習環境。 

三、 學校規模 

(一) 校內設備條件：  

1. 教學空間計有：普通教室70間、專科教室22間（包含：電腦教室12間、廣

設科專科教室10間）、自然教室1間、社會教室1間、語言教室1間、護理

教室1間、國防通識教室1間、門市服務教室1間、視聽教室8間、特殊教育

教室8間，足以支援教學活動。 

2. 圖書館館藏計有計共48,081冊，館內空間配置分自習區、電子資源區(分學

生、教師用兩區)、辦公區、閱覽區、特色主題書區暨活動區及書庫等六

區，師生使用便利。 

3. 運動場設有1座PU300公尺運動場，1座壘球場、4座室外籃球場、1座室內

籃球場兼羽球場、1座排球場、2間桌球教室、2座羽球場，充分提供學生

多元運動場地。 

4. 建置教學資源平台，推動教學資源之應用與分享。 

(二) 學生人數及師資規模 

表二：學生人數及師資規模 

班
級
及
人
數 

部別 
日間部(含綜職科) 體育班 夜間部(進修學校) 

高一 高二 高三 高一 高二 高三 高一 高二 高三 高四 

班級數

(班) 

21 21 21 1 1 1 6 6 6 6 

學生數

(人) 

832 824 801 17 19 21 196 216 208 206 

學生數

合計 

2457 47 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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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
資
結
構 

學歷 
博士 碩士 40 學分 大學 

8 113 16 50 

教學 

年資 

30 年以上 20~29 年 10~19 年 5~9 年 未滿 5 年 

2 33 78 39 35 

貳、 優質目標 

一、 背景分析 

(一) SWOT分析 

 
 
 
 
 

內 
 

部 
 

環 
 

境 
     
 
 
 
 
 
 
 
 
 
 
 
 
 
 
 
 
 
 

外 
 

部 
 

環 
 

境 

優點(Strengths) 弱點(Weeknesss) 

S1：設立商管群、設計群

及外語群多元類科，提供

學生多元學習的機會。 

S2：教師專業能力強且成

長意願高，積極參加教師

專業發展評鑑及成立教

師專業學習社群。 

S3：各項教學設備齊全，

專科教室充足，提供良好

的教學資源。 

S4：學生程度屬中上，學

習意願高，升學目標明

確。 

W1：設校60年，校舍建

築及硬體設備老舊，汰

換不易。 

W2：資深教師大量退

休，教師人力資源面臨

傳承與創新的震盪期。 

W3：教師面臨教育趨勢

快速變動時，應變能力

待提升。 

W4：學生學習積極度及

自信心不足。 

機會(Opertunitys) SO策略 WO策略 

O1：社會日趨肯職業學校

的辦學方向，愈來愈多的

學生願意選填技職學校。 

O2：與技專端建立策略聯

盟，尋求外部資源挹注及

合作機制。 

O3：透過高職優質化輔助

方案，爭取改善學校軟硬

體設備的經費與資源。 

1. 成立課程發展小組，以

專業成長及協同模式，

擬定並推動學校特色課

程。 

2. 發展校本跨群科專題製

作課程，深化學生專題

製作能力。 

3. 推動專師專業學習社

群，鼓勵授業研究。 

1. 以學生學習為核心，營

造優質、適性、多元之

學習環境，成就學生學

習達到「全人學習」的

成果。 

2. 善用外部資源(策略聯

盟或產業界)提供之師

資人力、場地及設備，

促進學生學習並銜接

技專校院。 

威脅(Threats) ST策略 WT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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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面對少子化威脅，生

源減少日益嚴重，影響職

業學校招生。 

T2：免試入學制度使學生

素質差異化加大。 

T3：受限於職業學校群科

課程規範，跨群或跨科之

特色課程開設不易。 

1. 系統化發展各項專案計

畫，永續發展校務，型

塑學校特色。 

2. 建立策略聯盟，提供學

生加深加廣的學習機

會。 

3. 提升教師教學專業，增

進學生學習表現。 

1. 試辦學習共同體，以

合作學習模式提升學

生自主學習能力。 

2. 爭取專案經費補助，

改善學校設施。 

3. 建構系統的教師專業

發展活動，提供教師

自主專業成長。 

(二) 教師素質分析 

1. 教師學歷：本校碩士(含 40學分班)以上學歷之教師有 73.3%，且有多教師

正在進修碩士以上學位，教學團隊具備專業素養及學術研究之能力。 

2. 教師年齡：本校教師年齡平均為 39歲，其中以 30 至 45 歲者為主，正處

於教學經驗與人生閱歷豐富及體能狀況最佳的階段。 

3. 教師服務年資：教師平均教學年資 16年，逾 6成教師於本校任教滿 10年以

上，教學經驗豐富、熟稔校園文化；而年輕老師積極投入專業進修及參與研究，

因此，師資陣容堅強。 

二、 具體目標 

依據上述專業發展向度之SWOT分析及教師素質，要達成以學生學習為核

心，營造優質、適性、多元之學習環境，成就學生學習達到「全人學習」成果

的目標。教師是推動成功與否的關鍵，師資素質影響學生學習成效，重視師資

必須強調教師專業發展，激勵學校教師的熱忱與參與，推動學校本位的教師進

修與研習活動、發展學校成為學習型組織，讓教師成為校本課程改革與文化提

升的活水泉源。 

因此本校規劃教師專業發展的四項目標，皆以學生學習為中心，期待經

由教師的專業成長，帶動學生素質的全面提升及校園文化的改變。 

教師專業發展目標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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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以活潑多元的專業方法，提升學生學習興趣。 

(二) 以紮實深厚的專業能力，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三) 以前瞻創新的專業合作，發展校本特色課程。 

(四) 以穏健友善的專業態度，型塑學習組織氛圍。 

參、 具體作法 

一、 實施內容 

(一) 發展規劃 

1. 系統的專業成長計畫 

為落實本校以「友善校園」、「適性發展」、「專業特色」、「全人教育」、「優

質學校」等為本校教育發展目標， 101-105 年中長程教育發展計畫中，明確

將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訂為計畫目標並配合教育部、教局之政策，規劃有系統

之教師專業成長計畫，積極鼓勵教師參與進修、研習及行動研究，提昇專業

輔導知能。推動教學輔導教師制度，精進教育專業。鼓勵教師參與特殊優良

教師及教學卓越獎選拔。爭取資源，開辦各項行政及教學知能之研習，提升

教師與行政同仁專業。 

2. 多元的專業成長方案 

為達到教師專業精進目標，從行政團隊、各科教學研究會到教師個人，皆

積極從事各項專業成長計畫： 

(1) 辦理「教學輔導教師設置試辦方案」，協助新進教師適應學校文化、

精進教學專業、強化教學方法、提昇學校教育品質，及落實教學經驗

傳承的精神。 

(2) 辦理「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促進校內專業對話與溝通，增進教學知

能，形塑校園教學專業文化，提昇教師教學專業及實務分享氛圍。 

(3) 訂定「鼓勵教師進修研習實施計畫」，積極鼓勵教師參加本市教師研

習中心、教育局及各校所辦理之各項研習活動。 

(4) 制訂每學期 2次全校教師研習，以提昇教師教學專業及輔導知能。 

(5) 各科教學研究會每學期至少辦理一次專業知能研習，另視需要不定期

辦理教學研討及教學觀摩。 

(6) 鼓勵並支持教師成立專業學習社群。 

(7) 積極鼓勵教師參與行動研究及專題製作成果發表。 

3. 適切的評鑑回饋機制： 

(1) 透過「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方案，達到教師專業對話、檢討或調整教

學活動與內容，以增進教學創新能力的目的。 

(2) 專業成長計畫訂有回饋檢核機制，蒐集各種回饋意見後，依回饋資料改

進專業成長計畫。  

4. 整合的專業成長資源： 

(1) 持續申請辦理「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及「專業學習社群」等專案，整

合資源，發揮效益，達成教師專業成長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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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統籌運用校內各項經費、人力及物力資源，全力支持專業成長工作。 

(3) 設置「士林高商教學資源管理系統」，提供教材、講義、作業、討論、

與線上測驗等功能，以建構一完整之數位環境，提供師生數位學習管

道。 

(二) 發展歷程 

1. 多樣的進修成長活動 

(1) 辦理多元的教師自我成長活動，例如：新進教師研習、班級經營、輔

導知能與管教等研習活動。 

(2) 各學科辦理專業知能研習，以提昇教師教學專業知能。 

(3) 辦理議題融入教學之相關研習活動，包含生命教育、特殊教育、環境教

育、人權法治教育、性別平等教育、防災教育等。 

(4) 各個學科領域組成專業學習社群，實施多樣化的成長活動。例如：小

組討論、學科專業對話、教學觀摩與意見回饋等。 

(5) 鼓勵教師除了校內研習之外，也能多參與校外專業進修研習。 

(6) 鼓勵教師進行學位進修，並給予公假支持。 

(7) 辦理行動研究之相關研習，鼓勵有興趣的老師成立行動研究團隊並參

與創新與行動研究競賽。 

(8) 鼓勵教師參加各項競賽，展現教師專業能力。 

(9) 組成生命教育專業成長社群。  

2. 完整的教育研發系統 

(1) 建立全校性教育研發推動組織：  

A. 校務會議由校長負責，針對學校願景、師教學及學生學習等事務，

凝聚全校共識。  

B. 成立課程發展委員會，校長主持，教務處主政，負責課程發展規劃、

推動、執行及考核。由各學科、教師會、家長會及行政代表組成，

除研議校本課程發展特色外，亦負責規劃、審議、執行整體課程及

評鑑與審查等事宜。  

C. 成立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推動小組，校長主持，教務處主政，負責教

師專業發展評鑑之規劃、推動、執行及考核。由各學科、教師會、

家長會及行政代表組成。  

(2) 組織各領域學科或專業類科專業學習團隊： 

A. 落實各個領域學科教學研究會之專業成長任務，共同研發教材、補

充講義，透過研究會的研習、聚會與討論，有效解決教學實務問題。 

B. 透過輔導教師的討論教材教法、分享班級經營心得，甚至教學觀摩

帶領教師專業成長。 

C. 組成教師專業學習社群，訂定預期達成目標與方式，針對教學現場

情況、專業教學內容進行相互成長活動。 

D. 由科教學研究會成立行動研究團隊，從事行動研究或創新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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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置完整的行政支援體系： 

A. 申請專案經費，爭取社會資源，落實支援教師專業成長。  

B. 針對各領域或是跨領域發展專業成長計畫的需求，統籌人力、物力，

以及教學設備，支持教師專業研發。 

B.1 各班級教室設有單槍投影機、視訊廣播系統。  

B.2 教師辦公室及研究室備有電腦、印表機、影印機、全校無線網路

環境。  

B.3 建置教材製作室，含多媒體電腦、彩色印表機、繪圖機、掃描器、

數位相機、數位攝影機、視訊轉檔設備等。  

B.4 圖書館藏各類型教學媒體(錄影資料、錄音資料、電子資源、多

媒體組件等)。  

B.5 提供教師教學研究用筆記型電腦及平版電腦，可用於教材製作及

課堂使用。  

C. 與各大技專校院建立策略聯盟，引進大專端之各項人力、物力或設

備資源，滿足教師專業成長的需求。 

D. 支持教師參與校外競賽、行動研究等等活動，累積教師的專業成果。 

E. 辦理研發成果觀摩或分享活動。 

3. 落實的教學檔案與分享 

(1) 舉辦教學檔案製作研習及成果觀摩分享會。  

(2) 設置 moodle教學平台，讓全校老師均可以分享個人的教學資源。 

(3) 設置教學資源管理系統，提供教師交換分享數位教材之平台。 

4. 落實的教學觀察與回饋 

(1) 積極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善意遊說，化解疑慮，以協助教師專業

成長。 

(2) 設計「評鑑手冊」以落實教學觀察，強調從教師自我評鑑開始，教師

之間在入班觀察前，先舉行會談，充分溝通、討論觀察重點；入班觀

察時，配合觀察表格進行填寫重點；並於觀察結束後，舉行觀察後會

談；如會談後發覺有待改進或需成長的部分，則擬訂專業成長計畫，

進行後續成長計畫。 

(3) 至 102學年，取得教專評鑑初階證書人數為 114人，約為全校教師之 6

成，其中 10位為教學輔導教師。 

(4) 教學輔導教師，帶領夥伴教師進行個案分享，並透過個案分享後的討

論，進行同儕專業對話。 

(5) 校長不定期實施教室觀課及走察，並給予回饋。 

(三) 發展成果 

1. 提升教師教學專業的專業發展成果 

(1) 教師積極參與行動研究及專題製作成果發表，連續 4年獲得臺北市教

育創新與行動研究高職組團體獎第 1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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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師參與臺北市特殊優良教師評選，共有 4位獲優良教師、1位獲特殊

優良教師及教育部師鐸獎；1位教師榮獲第 1屆教育大愛菁師獎。 

(3) 商經科團隊及特教組團隊，皆獲臺北市教學卓越獎優選。 

(4) 國文科及英文科參加數位化教師檔案製作競賽，皆獲特優。 

(5) 教師專業能力受外界肯定，共有 6 位教師擔任群科中心學校委員會委

員、9位教師擔任臺北市國文科、英文科及環境教育輔導團團員及 2位

教師擔任國文科及體育科學科中心種子教師。 

(6) 教師參加臺北市高職英語教師優良評題評選，100及 101學年共獲優等

3件、佳作 8件。 

(7) 教師積極參加校內、外各項研習活動，平均每人每年研習時數均超過

50小時。 

2. 提升學生學習表現的專業發展成果 

(1) 由教師設計各項學習活動，提供各種學習機會，幫助學生型塑優良品

格、培養多元能力，滿足學習需求。使士商人的學習，不僅是快樂的，

而且是有效能的。101年參加優質學校評選，獲「學生學習」單項獎。 

(2) 精進而專業的教學，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畢業生參加四技二專統測

成績有 90%以上達國立學校標準，因考慮科系或住居關係而實際就讀

公立大學之人數，自 99至 101學年分別為 352人(42.4%)、383人(45.4%)

及 380人(42.6)，亦達 4成以上。100 年商管群榜首、榜眼，101年商管

群榜眼、衛生護理類榜首、外語群日語類榜首皆為本校畢業生。 

(3) 教師專業技術精良，指導學生通過丙級技能檢定通過率達 90%以上，

畢業生平均每人可獲得 1.5張證照。 

(4) 學生專業技能表現優異，參加全國技能競賽、全國商科競藝競賽、學

生技術獎及高級中等學校學生電腦軟體設計競賽均有優異成績，其中

102年全國商科競藝競賽參加 8個職種競賽，全數獲獎，並獲得 5隻金

手獎。 

(5) 自 95課網後，針對新課程「專題製作」之教授，教師們不斷辦理研習、

研討及分享，並適時引進業界師資及策略聯盟學校師資參與協同教學，

以豐富教學內容，提供修課學生更豐富多元的學習資源，因此學生參

加全國高中職小論文獎及全國高職學生實務專題製作競賽，不論商管

群、外語群及設計群均有亮眼的成績表現。 

3. 高應用的專業發展成果 

(1) 本校辦理「教學輔導教師設置方案」成效良好、倍受肯定，經常受友

校邀約分享實施經驗。 

(2) 教師指導學生專題製作，在不斷累積經驗、專業精進及投入教材教法

之研發後，將自編教材集結成教科書出版，與他校教師分享專業發展

成果。 

(3) 收錄參賽行動研究得獎作品，出版教師行動研究成果彙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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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校本特色的專業發展成果 

(1) 本校學生學習活動-士商四月天商業季活動，為全國獨創結合理論與實

務的課程設計活動，藉由開設實習商店，培養學生專業及實作能力，

使理論與實務配合；以此特色課程申請教育 111認證，榮獲 99年度標

竿學校。 

(2) 制定「六藝俱全、動靜有序、快樂學習的士商人」全人教育的教育目

標，學校漸近式的安排學習活動，擬定「士林高商學生學習護照實施

辦法」，依照學生學習 6個分項目標，分編 6冊學生學習護照，學生可

依實際學習內容及成果，申請各個項目之認證。完成禮、樂、射、御、

書、數全人學習護照，達成六藝的教育目標。以此特色課程參加 101

年優質學校評選，獲「學生學習」單項獎。 

(四) 發展評估 

1. 客觀評估的專業發展過程 

(1) 研訂本校專業發展目標與計畫，並融入校務發展中長計畫中。 

(2) 研訂各學科專業成長計畫，透過各個科別的教學研究會，彙集教師們

的意見以及發展需求，形塑適切的專業發展計畫。 

(3) 收集分析最新專業成長主題，統整且系統規劃含有各領域、跨領域，

以及跨學年的專業成長活動。 

(4) 透過專業成長需求的規劃調查，以及與教師的雙向溝通、互動，擬定

兼顧個人與整體需求的多元成長計畫。 

2. 持續修正的專業發展行動 

(1) 定期統計各學科教師專業成長的研習時數，並且透過相關會議、網站

及 e-mail 的方式，提供相關研習資訊，鼓勵教師積極參與校內外研習。 

(2) 經由回饋單、問卷填寫等方式進行教師進修滿意度調查，做為學校或

各科辦理研習或專業成長活動改進或續辦之依據。  

(3) 建置 E化教材及教師教學檔案平臺，提供教師修正個人專業成長計畫

的依據。 

(4) 藉由每一次教學觀察後的會談，讓教師有系統建立個人專業成長計畫

及修正專業發展方向。 

(5) 在教師專業成長社群中，教師將教育現況的問題帶進社群中研討，也

將專業研討的結果回饋到教學的場域中，透過不斷的討論與修正達到

有效教學以及提升學習品質的目標。 

3. 永續發展的評估方案 

(1) 教師進修研習風氣提升，每人每年平均研習時數逐年增加，至 102年

全年每人平均研習時數為 56小時。 

(2) 教師主動參與教育行動研究徵件，投稿件數逐年增加，至 102 年已達

18件，為全市高職之冠。 

(3) 各領域教學研究會辦理專業知能研習活動從每學期 1次到視需要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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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辦理，而定期辦理之全校性研習，經常發生各單位競逐研習主題

的情況，顯見教師專業成長已深入學校文化，教師們皆於研習、樂於

成長。 

4. 分享推廣的評估方案 

(1) 教師擔任各領域種子教師或參加校外研習活動，必於科會或全校性會

議中分享其成長成果。 

(2) 教師能主動發表作品於教育專業刊物或群科中心電子報，將其專業研

究成果與校外分享。 

(3) 獲獎教師或指導學生獲獎教師經常受邀至他校進行經驗分享或擔任講

座。 

(4) 接待校外參訪團體，包含國內、國外教師或學生團體，介紹本校教師

專業發展成果、學生學習成效，或是進行教學演示之觀摩活動，與友

伴學校教師們互享切磋成長。 

   

教學輔導教師經驗分享 數學科教學觀摩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知能研習—

教學檔案製作 

   

全國商科技藝競賽得獎 行動研究得獎頒獎 課發會研討特色課程 

二、 創新作法 

(一) 制定「六藝俱全、動靜有序、快樂學習的士商人」全人教育的教育目標 

由行政團隊抛出想法，全體教師討論而形成之學生學習檔案，以古代六

藝精神為教育核心，每一個士商人都需要經過六藝教育的洗禮，學校漸近式

的安排學習活動，擬定「士林高商學生學習護照實施辦法」，依照學生學習 6

個分項目標，分編 6冊學生學習護照，每冊 1個項目，內含認證實施要點及

認證記錄表，學生可依實際學習內容及成果，申請各個項目之認證。完成禮、

樂、射、御、書、數全人學習護照，達成六藝的教育目標： 

1. 服務學習護照→型塑學生優良品格→達成「禮」的教育目標 

2. 藝能學習護照→發展學生多元才藝→達成「樂」的教育目標 

3. 運動學習護照→培養學生健康體能→達成「射」的教育目標 

http://gallery.slhs.tp.edu.tw/gallery3/var/albums/slhs204/100%E5%B9%B4%E5%BA%A6%E8%A1%8C%E5%8B%95%E7%A0%94%E7%A9%B6%E7%85%A7%E7%89%87-1569932714/DSC04144.JPG?m=1325054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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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合作學習護照→建立團隊合作精神→達成「御」的教育目標 

5. 國際學習護照→拓展學生國際視野→達成「書」的教育目標 

6. 閱讀學習護照→深化學生閱讀能力→達成「書」的教育目標 

7. 專業學習護照→提昇技職專業能力→達成「數」的教育目標 

透過上述各類學習護照之實踐與完成，每一位士商人都能淬煉成為「六

藝俱全、動靜有序、快樂的學習者」。 

表三：士林高商學習檔案認證摘要表 

總目標：六藝俱全、動靜有序、快樂的學習者 

分項 

目標 
分項學習內容 

對應認證之學

習護照 
認證項目及內容 認證單位 

禮 強化品格教育 服務學習護照 各項校內外服務學習(如千人
登山，由學生活動組已發給 3

小時服務時數)… 

校內外各負責
承辦單位 

樂 發展多元才藝 藝術學習護照 1.藝術專長 

(1)初級-參加熱舞社、舞研社、
排舞(體育課)、舞狂社、熱音
社、吉他社、口琴社、新音社、
美術社、漫畫社等、樂隊、儀
隊、彩旗隊、演辯社、康輔社、
攝影社、手工藝社等藝術性社
團，成績及格者。 

(2)中級及高級-代表學校參加
對外比賽或展演(請參考認
證實施要點) 

學生活動組 

2.藝術鑑賞 

參加藝術(舞蹈、音樂、美
術、表演藝術等)鑑賞活動即可
認證 

主辦師長或處
室(自行參加
者可請生活動
組認證) 

射 培養健康體能 運動學習護照 游泳、籃球、排球、桌球、羽
球等 5 項 

1.體育課堂
中，由體育老
師實施檢測
及認證。 

2.社團課堂
中，由各項目
社團指導老
師檢測及認
證。 

御 建立團隊合作

與服務精神 

合作學習護照 1.全校性組織幹部(三大聯會及
三大服務隊)，任滿１年 

負責師長 

2.社團參與滿１年 社團指導老師 

3.班級幹部任滿 1 學期 導師 

4.參加各項活動或比賽表現良
好者 

主辦單位或負
責師長 

書 擴展國際視野 語文與閱讀學

習護照 

語文部分： 

1.參加英外語比賽或活動 

2.參加海外體驗學習、教育旅
行、接待外國學生等。 

教務處、圖書
館(教育旅行) 

http://www2.slhs.tp.edu.tw/~club23
http://www2.slhs.tp.edu.tw/~club42
http://www2.slhs.tp.edu.tw/~club22
http://www2.slhs.tp.edu.tw/~club22
http://www2.slhs.tp.edu.tw/~club42
http://www2.slhs.tp.edu.tw/~club41
http://www2.slhs.tp.edu.tw/~club20
http://www2.slhs.tp.edu.tw/~club24
http://www2.slhs.tp.edu.tw/~club34
http://www2.slhs.tp.edu.tw/~club46
http://www2.slhs.tp.edu.tw/~club47
http://www2.slhs.tp.edu.tw/~club47
http://www2.slhs.tp.edu.tw/~club6
http://www2.slhs.tp.edu.tw/~club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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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部分： 

1.三魚網~好書推薦、書香志工 

2.校內閱讀相關活動(讀書會、
校長有約、閱讀闖關等) 

圖書館 

註: 班級文
庫、晨讀分享
優良作品由導
師認證 

數 型塑技職專業

能力 

技能學習護照 1.實習-分初.中高三級，請參考
認證過標準 

初級-導師 

中高級-實習
處，特教班特
教組 

2.檢定 

初級-丙級證照一張、英檢初
級或多益 350 分以上 

中級-丙級證照二張、英檢中
級或多益 550 分以上 

高級-乙級證照一張或丙級證照

三張、英檢中高級或多益

750 以上 

實習處 

3.比賽-初.中高三級，請參考認
證過標準 

實習處 

(二) 推動行動研究風潮 

本校全力推動校園行動研究風氣，按計畫有系統實施經驗分享，鼓勵

教師針對班級經營或專業領域做行動研究方案寫作，以提高教師問題解決策略，

及投入更多熱情；推動多年來已建立規模且成效優異。 

表四：推動教學創新與行動研究作品參賽期程表 

期程 實施項目 實施內容 

3 月 
研習 

實研組辦理研習，邀請前獎得獎教

師，進行經驗分享及寫作指導。 

4 月 徵件及上網報名 辦理校內徵件及上網報名。 

6 月 
繳交作品 

參賽教師上網繳交作品。 

8 月 
公布成績及作品修改 

教育局公布成績並提供評審意見讓作

者修改作品。 

9 月 
發表會及頒獎 

教育局舉行頒獎典禮並進行得獎作發

表。 

10 月~12 月 
經驗分享 

得獎教師於該科教學研究會或社群分

享寫作心得。 

表五：99 年至 102 年參賽件數與得獎件數 

 99 年 100 年 101 年 102 年 

參賽件數 11 15 17 18 

得獎件數 10 14 17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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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士商四月天-商業季 

「士商四月天-商業季」是本校商業實習課程的一部份更是士林高商的

傳統，各班自行籌資設立一家「商號」進行商業實習，進行過程皆比照實務

界商號成立應有之程序，讓每位學生都經歷當「店老闆」的洗禮。活動籌備

期間長達一年，歷經市場調查、設立登記、經營、記帳、報稅、查核至申請

歇業等一貫作業，除了導師陪著全班同學一起奮鬥經營商店，各商科相關課

程教師必須在設計教材教法及學習活動中協助學生將學科知識相互架構起

來，達成整合應用的全面性學習目標。 

「士商四月天-商業季」學習活動猶如樹的主幹，提供一個知識整合與

應用的機會，針對學生課程學習內容加以有效的組織與連續，打破現有學科

內容的界限，幫助學生將學科知識、技能與生活經驗作完全的融合，讓學生

能習得較為深入與完整的知識，將學生於各課程學科所學連貫建構成一個有

系統的知識，並加以應用。商業季與課程結合情形詳如表六： 

表六：士林高商「士商四月天商業季」與課程結合情形一覽表 

融入課程商業季計劃 高一課程 高二課 

設計登記 商業概論 Ⅰ、商業概論 Ⅱ  

營業計劃 商業概論 Ⅰ、商業概論 Ⅱ 行銷學概論Ⅰ 

店面佈置、海報設計 美術  

財務報表、稅務申報 會計學 Ⅰ、會計記帳實務Ⅰ 

會計學 Ⅱ、會計記帳實務Ⅱ 

會計學 Ⅲ 

會計實務 Ⅰ 

為使學生更確切清楚實務應用，校內更辦理各項座，包括【營業計畫】、

【設立登記】、【海報設計】、【店面佈置】、【財務報表】、【稅務申報】、

【食品衛生】、【環境衛生】、【安全消防】等，提供業界實務表單、表件，

填寫合夥契約書、辦理設立登記、營利事業登記申請、發給統一發票、店章、

電腦記帳、填寫 401申報書等，由專業教師擔任講座講師，使學生真正實際

執行各種企業設立登記、經營、報稅、查核至歇業等一貫作業，與職場業界

流程相呼應，達成學校教育與職場接軌的任務。 

(四) 整合相關資源，規劃校本特色課程，提升學生專業技能 

技職教育以「務實致用」為目標，教師除了須與時俱進、提升本身的

專業知能外，課程的設計必須能靈活配合產業發展而調整，況且學校資源是有

限的，學校圍牆外的資源多元且空間無限，課程的實施不必侷限於校園之內，

產學合作、服務學習、與技專校院策略聯盟等，都可以是特色課程的規劃。「專

題製作」與「電子商務實務」，是本校極具特點的本校特色課程： 

1. 專題製作： 

從課程實施前即辦理研習，邀請策略聯盟學校有經驗的教師協助本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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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開發課程實施策略；課程實施後，跨科辦理研習、研討及分享，以提升

教師授課的專業知能，並適時引進業界師資及策略聯盟學校的師資參與，以

豐富教學內容，提供學生更豐富多元的學習資源；期待培養學生創作及統整

能力，發揮學生主動統整學術課程與職業課程等不同學科間的學習經驗，經

由同儕共同討論、研究而產出作品。 

各科所規劃出之課程內容不盡相同；商管群各科及應外科以分組小論

文寫作方式實施，學生每 4人 1組，自行設定主題進行研究，歷經問卷調查、

業界訪談，期末產出小論文作品；廣設科的「專題製作」也是分組進行，小

組先確定設計主題，再針對主題設計出一系列相關產品。 

資料處理科則採跨班分組上課，高二的 4個班學生，依個人學習意願

與興趣，選修符合自我發展之專題課程；102學年度開設三大主題課程各 4

個班，分別為「專題式網頁」1班，「程式設計」1班，「APP 程式開發」2

班。4位老師開設符合負責自己專長的主題課程，4個班專題製作課程排在

同一時段，以便學生進行選課分組。 

各科教學研究會及「專題製作」學習社群將持續開發各科「專題製作」

研究主題課程及開課方式，自 103學年後陸續實施。 

由於教師全力投入指導專題製作，帶動學生研究及動手做的風氣，學

生參加全國高中職小論文獎及全國高職學生實務專題製作競賽，每年均有

亮眼的成績表現。而教師因指導專題製作具有成效，受到各校邀請擔任講

座，分享其教學經驗與指導心得。 

2. 「電子商務實務」： 

電子商務是全球各地廣泛應用的一種新型的綜合服務活動商業運營模

式，在網際網路的環境下，進行網上購物、線上電子支付以及各種商務交易

活動。因此教師必須整合各領域知識，建立學生基本電子商務基本概念及認

知及數位化展示、網路開店、行動商務整合應用等技能應用能力。本校從 99

學年開始實施此課程，目前尚在摸索與開發階段，從課程的安排、教材的選

編及網站的架設，教師均須投入相當的時間與精神，而學生對課程內容感到

新鮮有趣，雖然課程難度較高，但因有專題製作課分組的經驗，已經能建構

出與同學合作學習的模式， 期末均能有網路商店的成果產出。 

目前各班於期末自行辦理成果發表，期待將來能做到跨科、跨班合作

開課，能與「士商四月天-商業季」實體商店結合，讓學生的學習更全面、更

統整! 

 

 

 

士商四月天商業季活動 閱讀悅樂-學生讀書會活動 群創光電蒞校分享行動案例 

http://gallery.slhs.tp.edu.tw/gallery3/var/albums/slhs211/101-2%E7%BE%A4%E5%89%B5%E5%85%89%E9%9B%BB%E6%9D%8E%E7%B6%93%E7%90%86%E8%92%9E%E6%A0%A1%E6%BC%94%E8%AC%9B/P1020975.JPG?m=1361752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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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參加專題製作競賽 學生專題製作成果發表 學生專題製作成果發表 

肆、 優質成果 

一、 目標達成 

(一) 以活潑多元的專業方法，提升學生學習興趣： 

1. 每學年開學前辦理新進教師研習，由教學輔導教師或資深教師分享教學設

計及班級經營的心得，讓新進教師熟悉學校文化、融入教學團隊及了解學

生程度提高班級經營績效。 

表七：99 學年至 102 學年新進教師研習辦理日程表 

學年度 研習日期 研習主題 分享教師 參加人數 

99 99.8.26  教室管理、師生溝通、教師自我

覺察與省思 

秦玲美、李

瓊雲 

29 

100 100.8.26 科任教師的班級經營、復學生輔

導、師生溝通、生命教育教學設

計 

秦玲美、惠

風、李瓊

雲、郭裕芳 

39 

101 101.8.24 本校學生特質與活動、科任教師

的班級經營、學生學習方法指導

與技巧(含生涯輔導)、人際關係

的經營(自己與同事、師生間) 

惠風、秦玲

美、呂桂

華、莊念青 

35 

102 102.8.26 本校個案學生特質與輔導、科任

教師的個案問題處理、班級個案

的人際關係經營與輔導 

惠風、秦玲

美、莊念青 

18 

2. 由教學輔導教師帶領夥伴教師成立讀書會，在積極、互動、分享帶班經驗

氛圍下，增進夥伴教師與輔導教師有系統班級經營的績效，亦提升教師對

學生個案的處理知能與技巧。 

3. 自 102年起規劃辦理「學習共同體及授業研究計畫」，期待透過以學習共

同體為導向的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運作，加強教師合作與專業對話，並使教

師將以往關注教師教學成效、教材教法，轉化為以學生學習為主體的教學

方式，進而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和學習成效，展現多元學習的面貌；並鼓

勵公開授業，形塑共學分享成長氛圍，進一步達到全面提升教育品質的目

標。 

4. 圖書館有充實館藏，透過「悅讀閱樂士商人」等相關閱讀推廣計畫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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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領學生涉獵課堂外之讀物，培養書香氣息與人文關懷。教師善用圖書館

資源，協助學生主動學習；建立學生繼續學習的興趣，以培養終身學習的

態度。 

5. 建立網路平台增進行政及教學效能 

(1) 辦理電子書包行動學習、電子書製作研習活動，朝數位資源分享發展。

運用資訊教育軟體與教材資源中心網站，逐年建置數位教材資源及各

科之題庫。 

(2) 設置學科教學計畫表典藏及查詢系統，讓全校師生均可以查閱了解各

學科的教學計畫與相關資訊。 

(3) 設置考古題題庫系統，讓全校師生均可以查閱了解歷年的段考、期末

考的考題方向與練習。 

(4) 設置丙檢學科線上測驗系統，讓全校學生均可以利用課餘時間自行練

習，以提升自我增加通過檢定的機率。 

(5) 設置 moodle教學平台，讓全校老師均可以分享個人的教學資源。 

(6) 設置教學資源管理系統，提供教師交換分享數位教材之平台。 

(7) 學生成績上傳系統：教師可利用 Excel 建立學生成績資料，並上傳到

成績系統。 

6. 學生可隨時線上查詢自己歷年成績及學分，了解自己學分修習狀況，無須

到教務處查詢。 

7. 各科教學研究擇定課程單元設計生命教育、性別平等、家庭教育、環境教

育等議題融入教案，並確實於課程中實施，以充實學生學習內涵；教師可

自行申請校外教學活動，安排與專業課程相關之參觀活動，並完成學習單

作業。 

8. 成立「推動生命教育工作小組」，訂定「推動生命教育實施計畫」，推動

各項生命教育活動；成立教師成長團體，每隔週二下午辦理生命教育工作

坊。 

   

會計科國際會計準則研習 教師讀書會彼此分享討論 電子書包教學實驗 

   

行動研究撰寫經驗分享 有效教學研習分組分享 多元評量學研習 

 

http://content.saihs.edu.tw/
http://gallery.slhs.tp.edu.tw/gallery3/var/albums/slhs204/actionresearch/DSC03889.JPG?m=1305202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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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以紮實深厚的專業能力，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1. 為協助本校教師了解自身的教學現況，提供教師必要的支援，促進教師專

業成長，增進教學效能，成為掌握有效教學能力的專業教師，自 101 年度

起積極規劃教師專業發展研習及評鑑，至 102 學年，取得教專評鑑初階證

書人數為 114 人，約為全校教師之 6 成，實施成效如下： 

(1) 透過受評教師與評鑑小組的專業對話，有效激勵教師開展優質教學。  

(2) 建置學校本位評鑑機制，帶動教師積極參與教學改進方案，能有效提

升學校教育效能。  

(3) 運用評鑑結果，瞭解與調整教師進修資源之供給系統。 

2. 為提升教師進修研習風氣，每學期利用 2次期中考下午辦理全校教師研習，

研習以性平教育、生命教育、特殊教育及環境教育等議題為主；各科每學

期至少辦理一次專業知能研習，另視需要不定期辦理教學研討及教學觀摩。

教師另利課餘時間參加校外研習，故教師每人平均研習時數均超過 50小

時。 

表八：99至101學年本校辦理教師研習及類別統計表： 

研習類別 
學年度 

合計時數 
99 100 101 

課程設計與教材教法 17 34 13 64 

各類科專業知能 6 38 43 87 

學生輔導與班級經營 5 11 11 27 

重大議題融入教學 14 16 28 58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 7 6 26 39 

行動研究 3 3 3 9 

資訊融入教學 10 8 3 21 

學習共同體   6 6 

12年國教  2 2 4 

合計時數 45 118 135  

表九：99 至 102 年教師平均研習時數表 

年度 總時數 平均時數 

99 年 10435 51 

100 年 10208 51 

101 年 8738 48 

102 年 11094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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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為精進教師評量與命題技巧，提升學生學習成效並掌握大考命題趨勢，本

校有以下作法： 

(1) 各科於教學研究會中討論並分析四技二專統測試題，檢討改進教學策

略及把握教學重點，資處科教師把分析歷年統測計算機概論試題之結

果寫成行動研究，參加臺北市行動研究評選，獲得佳作。 

(2) 辦理臺北市高職英語優良試題評選，鼓勵本校及其他高職學校教師踴

躍參加，藉競賽提升教師命題技巧，也收觀摩之效。 

(3) 每次段考各科除排定命題教師外，也排定審題教師，考題須經兩位教

師確認無誤後，再交教務處印製，以避免考題錯誤或偏離範圍；在實

施此措施後，大大降低題目出錯或產生爭議的情況。 

4. 專業類科教師為提升本身的專業職業技術，以輔導學生取得職業技能證照，

參加技術士技能檢定閱卷及監評的培訓，取得監評資格，在輔導學生時更

能得應手，本校取得閱卷及監評資格教師計有會計科 5位、資處科 3 位及

廣設科 4位。 

表十：98 學年至 101 學年學生取得技術士證照人數與比率表 

學
年
度 

乙級 丙級 

證照人次 

(A) 

畢業學生

人數(B) 

比率

(A/B)% 

證照人次 

(A) 

畢業學生

人數(B) 

比率

(A/B)% 

98 155 1116 13.9% 1278 1116 114.5% 

99 98 1064 9.2% 1397 1064 131.3% 

100 151 1104 13.7% 1498 1104 135.7% 

101 30 907 3.3% 1078 907 118.9% 

5. 精進而專業的教學，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畢業生參加四技二專統測成績

有 90%以上達國立學校標準，因考慮科系或住居關係而實際就讀公立大學

之人數，亦達 4成以上。100年商管群榜首、榜眼，101年商管群榜眼、

衛生護理類榜首、外語群日語類榜首皆為本校畢業生。 

表十一：近三年畢業生升畢業學進路表 

學

年

度 
畢業學生數 

畢 業 進 路 

公立大學 私立大學 國外大學 就業 其他 

人數百分比 人數百分比 人數百分比 人數百分比 人數百分比 

99 
831 

352/ 

42.4% 

456/ 

54.9% 

1/ 

0.1% 

14/ 

1.7% 

8/ 

0.9% 

100 
843 

383/ 

45.4% 

446/ 

52.9% 
0 

2/ 

0.2% 

12/ 

1.4% 

101 
893 

380/ 

42.6% 

468/ 

52.4% 
0 

10/ 

1.1% 

35/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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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以前瞻創新的專業合作，發展校本特色課程： 

1. 成立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因應12年國教之實施，教師不僅要具備學科教學專門知識，在面對程度

不同的學生，教師亦需具備有效教學、差異化教學及多元評量的能力，教師

要具備的能力愈來愈多，絻不是單打獨鬥就能具備，由各科教學研究會主導

組成專業學習社群，帶動教師正向合作氣氛，形塑學習型組織，除了提升教

學品質，也精進校本課程之內容及成效。 

目前成立一般學科國文、英文、數學3科，專業類科商經、會計、國貿、

資處、廣設等5科及商管群「電子商務教材教法研究」社群、「學習共同體」

社群及「專題製作教材教法研究」社群，共計11個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專業學習社群以研發「有效教學」、「差異化教學」及「多元評量」的

教材教法為規劃方向，以達到12年國教「適性揚才」及「多元引導」的目標。

運作方向如下： 

(1) 協同合作、聚焦於學習：協同備課、共同分析上課教材內容，討論各單

元上課的流程，以及引領討論的方法。透過共同命題，發展出多元評量

的規準，評量學生的學習成果。 

(2) 同儕省思對話、共同分享實務，產出教學模組。 

(3) 在課堂上實踐檢驗，並持續改進。 

(4) 標竿楷模學習或企業參訪：參訪辦學績優學校或他校同領域的專業學習

社群，達到見賢思齊的效果。專業類科教師則藉由企業參訪，瞭解學校

教學與業界技術需求的異同與落差。  

(5) 教學媒材研發：針對學生特質及類科屬性，研發教材、教學媒體，開發

本校特色課程，以符應不同程度的學生。 

2. 群策群力研發「專題製作」課程 

自 95課綱實施之後，「專題製作」成了所有職業學校的共同必修科目，

而「專題製作」即無教材、也無課程綱要，從決定課程內容到開發教材，都是

學校教師一手包辦；為了培養學生創作及統整能力，發揮學生主動統整學術課

程與職業課程等不同學科間的學習經驗，本校 6個類科教學研究會經過一連串

的討論與研究，確定屬於各科不同屬性的「專題製作」實施方向，並傾全科教

師之力開發教材，訂定專題製作實施計畫及評分方式，才讓「專題製作」課程

順利實施，經過幾年的努力，「專題製作」已成為本校的特色課程，不論是參

加全國小論文競賽、專題式網頁競賽、或是全國高職學生專題製作競賽，都有

亮眼的成績。但老師不以此自滿，仍持續精進、朝開發整合課程內容及跨科、

跨班方式進行，期待能真正提升學生「務實致用」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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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二：歷年學生專題製作作品參賽得獎紀錄表 

學年度 全國專題製作 
教育部 

全國小論文 

彰師大 

全國小論文 
專題式網頁 

98 優勝 特優 1 件、優等 12
件 

第 2 名  

99 佳作 2 件、優
勝 2 件 

特優 6 件、優等 15
件 

 台灣網界博覽會
國際金牌獎 

100 第 3 名、佳
作、優勝 

特優 3 件、優等 5
件 

第 1 名 網界博覽會銀
獎、銅獎、佳作；
臺北市專題式網
頁第 1 名、佳作 

101 佳作 2 件、優
勝 5 件 

特優 4 件、優等 10
件 

第 1 名、第 3 名 臺北市專題式網
頁第 2 名、佳作 4

件；台灣網界博
覽會銅牌、佳作 2
件 

102 尚未辦理 優等 3 件 第 1 名、第 3 名 尚未辦理 

 

 
  

專題製作作品集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手冊 學習共同體日本參訪 

(四) 以穏健友善的專業態度，型塑學習組織氛圍： 

1. 本校全力推動校園行動研究風氣，按計畫有系統實施經驗分享，鼓勵教師針

對班級經營或專業領域做行動研究方案寫作，以提高教師問題解決策略，及

投入更多熱情；推動多年來已建立規模且成效優異，參加臺北市教育創新與

行動研究競賽，自 11屆至 14屆皆榮獲高職組團體組第 1名。 

表十三：教育專業創新與行動研究第 12 屆至 14 屆得獎名單 

教師姓名 參賽項目 獎項 

胡慧兒 第 12 屆教育專業創新與行動研究論文發表類 特優 

黃天麟 第 12 屆教育專業創新與行動研究論文發表類 特優 

張玉英 第 12 屆教育專業創新與行動研究論文發表類 優選 

黃絢親 第 12 屆教育專業創新與行動研究論文發表類 佳作 

翁素珍 第 12 屆教育專業創新與行動研究論文發表類 佳作 

李瓊雲 第 12 屆教育專業創新與行動研究教育專業經驗分享類 特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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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柏升 第 12 屆教育專業創新與行動研究教育專業經驗分享類 優選 

陳瑋玲 第 12 屆教育專業創新與行動研究教育專業經驗分享類 優選 

謝湘麗 第 12 屆教育專業創新與行動研究教育專業經驗分享類 優選 

詹玉秋 第 12 屆教育專業創新與行動研究教育專業經驗分享類 優選 

楊秀華 第 12 屆教育專業創新與行動研究教育專業經驗分享類 優選 

張美鈴 第 12 屆教育專業創新與行動研究教育專業經驗分享類 佳作 

張祐慈 第 12 屆教育專業創新與行動研究創新教學活動設計類 佳作 

黃絢親 第 13 屆教育專業創新與行動研究論文發表類 特優 

翁素珍 第 13 屆教育專業創新與行動研究教育專業經驗分享類 特優 

胡慧兒 第 13 屆教育專業創新與行動研究教育專業經驗分享類 特優 

林妙真 第 13 屆教育專業創新與行動研究教育專業經驗分享類 特優 

胡慧兒 第 13 屆教育專業創新與行動研究論文發表類 優選 

翁英傑 第 13 屆教育專業創新與行動研究論文發表類 優選 

翁素珍 第 13 屆教育專業創新與行動研究論文發表類 優選 

郭裕芳 第 13 屆教育專業創新與行動研究教育專業經驗分享類 優選 

李瓊雲 第 13 屆教育專業創新與行動研究教育專業經驗分享類 優選 

陳柏升 第 13 屆教育專業創新與行動研究論文發表類 佳作 

張玉英 第 13 屆教育專業創新與行動研究論文發表類 佳作 

呂靜修 第 13 屆教育專業創新與行動研究論文發表類 佳作 

鍾允中 第 13 屆教育專業創新與行動研究論文發表類 佳作 

鍾允中 第 13 屆教育專業創新與行動研究教育專業經驗分享類 佳作 

秦玲美 第 13 屆教育專業創新與行動研究教育專業經驗分享類 佳作 

鍾允中 第 13 屆教育專業創新與行動研究創新教學活動設計類 佳作 

謝湘麗 第 13 屆教育專業創新與行動研究創新教學活動設計類 佳作 

賴淑秀 第 14 屆教育專業創新與行動研究論文發表類 特優 

李美儀 第 14 屆教育專業創新與行動研究論文發表類 特優 

郭裕芳 第 14 屆教育專業創新與行動研究創新教學活動設計類 特優 

張玉英 第 14 屆教育專業創新與行動研究論文發表類 優選 

陳柏升 第 14 屆教育專業創新與行動研究論文發表類 優選 

李瓊雲 第 14 屆教育專業創新與行動研究論文發表類 優選 

莊念青 第 14 屆教育專業創新與行動研究論文發表類 優選 

劉明亮 第 14 屆教育專業創新與行動研究教育專業經驗分享類 優選 

謝靜儀 第 14 屆教育專業創新與行動研究教育專業經驗分享類 優選 

張麗珍 第 14 屆教育專業創新與行動研究教育專業經驗分享類 優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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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念青 第 14 屆教育專業創新與行動研究教育專業經驗分享類 優選 

劉佳欣 第 14 屆教育專業創新與行動研究論文發表類 佳作 

黃絢親 第 14 屆教育專業創新與行動研究論文發表類 佳作 

王秋錳 第 14 屆教育專業創新與行動研究論文發表類 佳作 

陳薏安 第 14 屆教育專業創新與行動研究教育專業經驗分享類 佳作 

秦美玲 第 14 屆教育專業創新與行動研究教育專業經驗分享類 佳作 

周玉連 第 14 屆教育專業創新與行動研究創新教學活動設計類 佳作 

2. 為推動友善校園輔導工作，每年均辦理認輔制度，並辦理認輔知能、輔導

知能、家庭教育及生命教育等研習，協助教師在輔導學生時能更得心應手，

並建構學校成為建構溫馨、平等、安全之學習環境。 

表十四：99 年至 102 年研習辦理場次及時數表 

年度 
家庭教育研習 

(場次/小時) 

生命教育研習 

(場次/小時) 

輔導知能研習 

(場次/小時) 

認輔知能研習

(場次/小時) 

99 18/64 12/37 10/33 5/7 

100 42/115 6/18 7/39 4/6 

101 10/29 1/3 22/52 3/3 

102 10/28 1/1 17/51 5/9 

3. 由輔導室成立的教師成長團體-生命教育工作坊已持續推動多年，定期每

隔週二下午辦理研習，研習主題包含生命教育、班級經營、親子關係輔導

及個案研究，參加教師除了個人的成長，也彼此攜手、共同研究精進。每

個班級的疑難雜症，都在這個團體中討論、分享與解決。為了解決學生不

喜歡寫週記、週記常常遲交的問題，教師們發展出替代方案，以「成長札

記」取代生活週記，「成長札記」內容包含智慧小語、重要記事、我學到

什麼重要概念、我的學習心得和感想、善行實踐、我想要謝的人、善行及

進步、我有話要說及心靈塗鴉。學生每週書寫一篇，讓學生記錄自己的學

習與成長，也表達心裡的感恩與感想，教師從批閱中給予鼓勵與增強，協

助學生持續進步！郭裕芳老師更以此「成長札記」參加第 14屆臺北市教

育創新與行動研究徵件，獲得「教材教具實務展示類」特優獎！ 

  

學生的成長札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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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創新成果 

(一) 99學年度結合本校發展一校一特色-「士商四月天-商業季」、培養一生

一專長及確保一個都不少的作法與成果，榮獲「教育 111標竿學校」認

證。 

(二) 100學年以「六藝俱全、動靜有序、快樂的學習者」參加優質學校評選，

榮獲「學生學習」單項獎。 

(三) 101學年以「活絡多樣資源、士商飛躍創新」參加優質學校評選，榮獲

「資源統整」單項獎。 

(四) 推動人文閱讀成果豐碩，榮獲臺北市 100學年度、102 學年高職人文閱

讀活動績優表揚「卓閱學校獎」，同時師生榮獲多項閱讀獎項。 

(五) 本校推動行動研究成果豐碩，歷年來均有良好成績，集結歷年行動研究

得獎作品，出版行動研究彙編，已有 5冊出版。 

(六) 商經科團隊及特教組團隊，榮獲臺北市教學卓越獎優選。 

(七) 學校辦學認真，商業類職業學校特色鮮明，為基北區國中畢業生選擇技

職學校之首選，每學年度新生申請入學及免試入學送件率皆創新高。101

學年免試入學報名 3442人，錄取 537 人，錄取率 15.6%，申請入學報名

1199人，錄取 391人，錄取率 32.6%；102學年免試入學報名 4537人，

錄取 738人，錄取率 16.3%。 

 

 

  

教育 111標竿學校 優質學校學生學習單項獎 優質學校資源統整單項獎 

 

  

士林高商學生學習檔案 行動研究彙編 特教團隊參加教學卓越評選 

 

伍、 結語 

人類文明是透過經驗的累積與智慧的創新，風樓的軌跡與傳承，更是如此。 

緬懷前人的經驗智慧與豐碩辦學成長，我們絲毫不敢稍有懈怠，依然戰戰兢兢，

我們深信認真的以專業紮根，用專業的態度與方法，透過專業的合作，輔以專業

的評核回饋，才能提昇學校整體的專業能力；由行政團隊與教學團隊合作，共同

營造溫馨互助的專業發展環境，促進教師專業成長，並逐步推展學習型組織的理

http://e111.tp.edu.tw/index/Passport.aspx?id=YER201007151051503MKMBR20100829222924CX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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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營造士商成為指標性的技職學習環境。 

我們知道，只有我們更努力，才能讓一代又一代的士商人，承先啟後，承

接歷史的使命，擦亮士商的金字招牌。我們都在這裡，努力守護著每一株的充滿

希望與生機的士商幼苗，我們相信他們將是風樓傳奇的最佳傳承者。一棒接一棒，

棒棒相傳，再創風樓不朽新傳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