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臺南高商 107 學年度高職優質化計畫管控與協調會議 

會 議 記 錄 

一、時間：107年 12月 21日(星期三)10：00 

二、地點：綜合大樓 2樓討論室 2 

三、主席：黃校長耀寬                             紀錄：蘇淑娥 

四、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五、業務報告： 

    1.各項子計畫經費核銷，請各子計畫執行人員配合主計室關帳時間盡快執行。 

六、計畫執行報告 

107年 11月 

子計畫名稱 工作項目 負責處室 計畫執行情形 

A1 多元課

程適性展能 

A1-1深耕學校新課

綱規劃  
教務處 

11/14議題小組會議：新課綱規劃。 

11/14召開課發會。 

完成新課綱課程計畫書初稿。 

完成資本門「多元選修及學習歷程跨平

台網路安全系統」及「智慧型核心網路

交換器」設備招標。 

A1-2前導學校新課

綱試行  
教務處 

前導學校新課綱多元選修全學期試行。 

A1-3發展課程評鑑

機制    
教務處 

規劃中。 

 

A2 創新教

學翻轉學思 

A2-1教學翻轉ING 教務處 
 

A2-2數位互動跨域

教學 
教務處 

完成資本門「無線基地台」、「供電交換

器」設備招標。 

A2-3推動創意體驗

學習模式-彩繪

攝影創作教學  

廣設科 

1.一年級基本設計、基礎繪畫及基礎圖

學課程實施學生分組實作，利用回收材

材展開彩繪重新組裝具有府城特色之各

項大型裝置藝術作品，配合府城林百貨

遊行之造型設計，主題為「一起來抬南，

與人童行」。 

http://m.ltn.com.tw/news/Tainan/br

eakingnews/2628124?utm_medium=M&ut

m_campaign=SHARE&utm_source=LINE&f

bclid=IwAR0LFgVM3oGUKpo6MfPnnTAUPA

4JxIiqUdh0MU2y1U2ovHZsLcyc2MVnjrU 

2.擬定辦理特色彩繪村參訪踏查活動，



子計畫名稱 工作項目 負責處室 計畫執行情形 

撰寫簽呈及請購活動相關租車、保險、

膳雜費用。 

A2-4遊戲式學習融

入合作教學模

式 

國貿科 

10/23~12/25，陳家紋老師於貿一丙，課

程「記帳實務」中運用會計咖啡館教學

法，引導學生合作學習模式。 

A3 卓越教

師專業領航 

A3-1教師教學專業

成長，理論與

實務併進計畫     

教務處 

 

A3-2 教 師 專 業 發

展，學習社群

領航               

教務處 

 

A3-3校內外公開觀

課，教師教學

專業成長與回

饋   

教務處 

 

B1 就近選

擇適性學習 

B1-1辦理就近入學

與特色招生宣

導 

教務處 

 

B1-2辦理國中學生

職涯試探營隊 
實習處 

11 月份辦理國中學生職涯試探營隊 

開設課程 

商管群-環遊世界賺大錢-黃秀印老師。 

餐旅群-“調”情高手-劉清華老師。 

商管群-賣場最前線-陳坤德老師。 

外語群-英語好好玩-鄭舒尹主任。 

設計群-日光照相術-謝賢穎老師。 

餐旅群-烘焙廚房-林和姻老師。 

B3 優化學

生展翅揚才 

B3-1學生學習多元

發展精進課程 
教務處 

 

B3-2拓展學生參與

各類競賽 
實習處 

1.10月 4日參加『2018 正修盃全國咖啡

Barista 競賽』，觀二甲賴歆嵐優勝、鄭

喆昱佳作。 

2.10 月 26 日參加南臺科技大學舉辦之

「全國高職英文單字比賽」英語組，應

三乙林子暘第一名、徐子淇第九名、魏

健庭佳作。 

3.2017 全國第一屆 COPIC 原創手繪漫畫

大賽，廣一乙莫芸全國第三名、蔡晏芸

佳作。 

4.11 月 14 日參加外語群科英文簡報決

賽，應三甲孫筱媛、林妤靜進入決賽。 



子計畫名稱 工作項目 負責處室 計畫執行情形 

5.107 學年度全國高中職創意微電影競

賽，廣三甲吳淇綾、郭琬婷、劉美娟、

蘇學穎、楊鈺翎、郭紜安等同學作品第

一名及佳作。 

6.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健康體位大

進擊四格漫畫全國徵選比賽」廣三乙 林

昕祺、廣一乙莫芸全國第一名及第三

名、另有多位佳作同學。 

7.107 學年度台南市美術比賽成績廣設

科得獎總數全台南市第一，總得獎數共

34件作品。 

B3-3提升學生技藝

能力  
實習處 

1.10月 25日參加來恩盃程式設計比賽，

資三乙劉明亮獲得佳作。 

2.10 月 27 日資三甲黃冠傑(文書處理選

手)、曾志霖、蔡承恩、許家文等四位學

生參加「107年資訊月資訊應用競賽－數

位內容編輯-WORD」競賽。 

B3-4學生多元媒材

研發社群  
輔導處 

 

11.21開設桌研社群 6 

 

B4 藝術人

文氣質昇華 

B4-1讀寫躍進資訊

提升 
圖書館 

1.11/14（二）舉辦藝文講座，由林湘庭

講師分享「天空上的日子」，共 1000 名

師生參加。 

2.11/30（五）舉辦青春大講堂講座，由

林世仁老師分享「如何看繪本？簡單線

條學問大」，共 200名師生聆聽。 

3.11/15（四）出刊圖書館簡訊 139期，

讀書會專刊 129期、130期。 

B4-2 樂音攜手傳響

校園 

學務處訓育

組 

1.辦理管樂及國樂音樂活動課程，利用

平假日進行課程教學，累積演奏能力。 

2.國樂社參加 107 年台南市音樂比賽國

樂合奏榮獲特優、室內絲竹樂榮獲優等 

B4-3體驗在地藝文

深耕  
圖書館 

11/7~11/20 南商藝廊展出「南商藝饗油

畫聯展」。 

 

 

 

 



 

 

107年 12月 

子計畫名稱 工作項目 負責處室 計畫執行情形 

A1 多元課

程適性展能 

A1-1深耕學校新課

綱規劃  
教務處 

1.12/26辦理新課綱規劃專題講座。 

修正新課綱課程計畫書初稿。 

2.資本門「多元選修及學習歷程跨平台網

路安全系統」及「智慧型核心網路交換

器」設備安裝。 

A1-2前導學校新課

綱試行  
教務處 

前導學校新課綱多元選修全學期試行。 

A1-3發展課程評鑑

機制    
教務處 

規劃中。 

A2 創新教

學翻轉學思 

A2-1教學翻轉ING 教務處 
 

A2-2數位互動跨域

教學 
教務處 

資本門「無線基地台」、「供電交換器」

設備安裝。 

A2-3推動創意體驗

學習模式-彩繪

攝影創作教學  

廣設科 

1.12/1 社區參與府城在地林百貨大遊

行，過程圓滿順利，本校造型彩繪作品，

深受好評。 

2.12/14辦理高雄國際彩繪村探訪，並進

行廣二甲、乙彩繪攝影創作教學及實際

探訪高雄苓雅社區彩繪藝術改造計劃執

行成功案例，透過里長介紹及教學活

動，學生實務知能獲益良多，探訪後的

問卷調查之滿意度亦高度肯定。 

A2-4遊戲式學習融

入合作教學模

式 

國貿科 

1.10/23~12/25，陳家紋老師於貿一丙，

課程「記帳實務」中運用會計咖啡館教

學法，引導學生合作學習模式。 

2.107/12/4，黃秀印老師於貿一乙，課

程「國貿實務」中運用遊戲化教學法，

引導學生合作學習模式。 

3.107/12/4－12/21，黃秀印老師、馮秀

鳳老師於貿一甲、貿一乙、貿一丙，課

程「會計學」中運用遊戲化教學法，引

導學生合作學習模式。 

A3 卓越教

師專業領航 

A3-1教師教學專業

成長，理論與

實務併進計畫     

教務處 

 



子計畫名稱 工作項目 負責處室 計畫執行情形 

A3-2 教 師 專 業 發

展，學習社群

領航               

教務處 

 

A3-3校內外公開觀

課，教師教學

專業成長與回

饋   

教務處 

 

B1 就近選

擇適性學習 

B1-1辦理就近入學

與特色招生宣

導 

教務處 

 

B1-2辦理國中學生

職涯試探營隊 
實習處 

12月辦理國中學生職涯試探營隊 

開設課程 

商管群-環遊世界賺大錢-黃秀印老師。 

餐旅群-“調”情高手-劉清華老師。 

商管群-賣場最前線-陳坤德老師。 

外語群-英語好好玩-鄭舒尹主任。 

設計群-日光照相術-謝賢穎老師。 

餐旅群-烘焙廚房-林和姻老師。 

B3 優化學

生展翅揚才 

B3-1學生學習多元

發展精進課程 
教務處 

 

B3-2拓展學生參與

各類競賽 
實習處 

1.「地表最強卡滋蝦餅隊」參加經濟部中

小企業處主辦之《我的創新 DNA》 實務

應用創意競賽─科技應用組，貿二甲李浩

瑋、周玉理、林意婕、盧玟伽等四位同

學榮獲佳作。 

2.2018 高苑盃全國創意行銷競賽，貿二

丙楊鎧鴻、李亭諠、邱弈涵、莊婕宜、

蔡幸芸、方佳怡、陳婉瑜、黃品蓉、蔡

雅淳、鄭孟媛等十位同學以「寢檢持

家」、「沖出咖啡心滋味」兩組分別第二

名、第三名。 

3.107 年度金融知識奧林匹克競賽，貿三

乙陳俞辰個人組優勝。 

4.107 年度金融知識奧林匹克競賽，應一

乙王秀蓓團體組第四名。 

5.2018 遠大盃高中職創意創新行銷競賽

貿二丙王筱筑、林佳蓁、侯均榕、陳奕

璇、喻婕菱等 5 位同學第三名。 

6.第二屆東華盃 Let's Read 心得比賽應三

甲沈卲娗寫作組第一名、應二甲張維玲



子計畫名稱 工作項目 負責處室 計畫執行情形 

寫作組第二名。 

B3-3提升學生技藝

能力  
實習處 

商業類科技藝競賽，成果輝煌 

1.資三乙劉明亮程式設計金手獎第 3名。 

2.會三甲鄧丞鈞會計資訊金手獎第 8名。 

3.觀三甲吳宸緯餐飲服務金手獎第 8名。 

4.觀三乙黃敬堯餐飲服務金手獎 11名。 

5.應三甲劉珮琦職場英文全國優勝。 

6.廣三甲李方珽商業廣告全國優勝。 

7.資三甲楊麗蓉網頁設計全國優勝。 

8.資三甲黃冠傑文書處理全國優勝。 

9.商三丙李君芮商業簡報全國優勝。 

B3-4學生多元媒材

研發社群  
輔導處 

1.12.12進行實地參訪暨體驗課程，與家

齊高中聯合前往 

2.12.19開設桌研社群課程 8 

B4 藝術人

文氣質昇華 

B4-1讀寫躍進資訊

提升 
圖書館 

12/21~12/28 南商藝廊舉辦「2018 耶誕

書展特賣會」。 

B4-2 樂音攜手傳響

校園 

學務處訓育

組 

 

B4-3體驗在地藝文

深耕  
圖書館 

12/6~12/20 南商藝廊舉辦「以畫相許－

蔣羅庭、蔡淑真聯合畫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