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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行政會報議程 

 106.8.8(二 )下午 3:00 

一、 

 

國立臺南高商行政會報校長裁示及指示事項辦理情形管控表 

編 
號 

0628行政會報 
未結案事項 

主辦 
單位 

主辦 
人員 

辦理情形概述 

是否 
結案 未能結案

原因 

是否 
列管 

是 否 是 否 

1 

代收代辦費用會議請總 

務處擇期召開，各處室 

欲收取學生各項費用， 

請將資料繳交總務處彙 

整。 

總務處 李維倫主任 已召開 是    否 

2 

請實習處製作技藝競賽 

各項工作之管控表，以 

利掌握進度。 

實習處 劉政嘉主任 實習處-已製作競賽各項工作內容

並定期召開工作小組會議 

 否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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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南高商行政會報校長裁示及指示事項辦理情形管控表 

會議日期：106年 7月 21日 

編 

號 

校長裁示 

及指示事項 

主辦 

單位 

主辦 

人員 
辦理情形概述 

是否 

結案 
未能結案

原因 

是否 

列管 

是 否 是 否 

1 

體育館工程督導，請維 

持一個月督導一次為目 

標。 

總務處 李維倫主任 持續辦理中 7月已辦理完成，預定 8

月下旬再辦理 

 否  是  

2 
請總務處管控體育館 

的興建進度，以免落後。 

總務處 李維倫主任 於每週專管會議管控進度，並請專

專單位開聯合審查會議以利工進 

 否  是  

3 

輔導處新增輔導組長， 

輔導處職員暫調至實習 

處支援辦理 106學年度 

商業類技藝競賽。 

輔導處 

實習處 

林妤芳主任 

劉政嘉主任 

實習處-配合辦理 

輔導處-遵照辦理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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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管控討論： 

※體育館例行工作一切按規定進行。 

 

三、主席致詞： 

1.今天是我們第一次行政會報，非常感謝各位主任、組長、老師們願意協助行

政工作。 

2.感謝總務處、學務處及各處室協助辦理 8/2~3 新卸任校長活動，使此次活動

圓滿順利，讓與會嘉賓感受到臺南高商是一所和諧與有效率之學校。 

3.剛接手本校校務，逐一了解校內各項業務為目前首要之務，若近期公文有所

延宕，請各位不吝電話聯繫並請體諒。 

4.本校日間部與進修部學生人數相加超過 2000人，規模很大，行政團隊為相互

依賴的團隊，請各處室務必互相支援。請主管們以鼓勵、關心之角度，協助

新接任、或輪調之組長、職員、工友等，以利其快速融入行政團隊、分享處

室、學校之目標，共享成果與榮耀。若在工作上須協調者，請不吝提出，應

把完成任務為主要目的，透過正式或非正式之會議溝通，以達到目標。 

 

 

四、各處室報告： 

（一）教務處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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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校承辦 106 年度全國高級中等學校節能減碳創意教案徵選活動結果已出

爐，入圍作品及名次如下： 

 

已通知獲獎選手修改教案作品，將於收到修改後之教案作品後發函至選手所

屬學校。頒獎典禮於收到國教署通知後辦理。 

2、106 學年第 1 學期行事曆(稿)，如附件。若有要補充、修正的請於 8/11 前

mail給教學組。另外提醒，各處室辦理活動時要注意不可以影響輔導課之進

行，以免衍生輔導費退費問題。 

3、106 年度台南市語文競賽預計 8/15 至 8/21 報名，各項目競賽日期如下，感

謝指導老師們的辛勞付出。 

賽別 參賽項目 指導老師 競賽日期 

全市文場決賽 

國語字音字形 文淑菁 106年 9月 17日(週日) 

作文 張簡春燕 106年 9月 17日(週日) 

寫字 張家榮 106年 9月 17日(週日) 

閩南語字音字形 校外指導老師 106年 9月 17日(週日) 

南區武場決賽 
國語演講 李斐雯 106年 9月 24日(週日) 

國語朗讀 陳穎蓁 106年 9月 24日(週日) 

原住民族語決賽 卑南族語、布農族 校外族語老師 106年 9月 16日(週六) 

4、106學年度新生班級人數概況： 

名次 主題名稱 作者姓名 作者服務學校 

第 1名 世界議題：我們的地球 梁佳玲 桃園市立平鎮高中 

第 2名 節能減碳-從吃吃喝喝做起 張芳慈、蔡宜紋 國立臺南高商 

第 3名 不「塑」之課 
王美惠、洪秀敏、許

美華 
國立屏東高工 

佳作 共生，許海洋一個乾淨的未來 
莫嘉賓、徐偉能、劉

冠吟 
國立臺南高商 

佳作 健康綠能校園  創意綠色行銷 陳建州 國立宜蘭高商 

佳作 
專題製作之智能綠能家庭控制

之資料訊號收集控制器 
郭宗祐 私立高苑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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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 
免試 

臺南 

免試 

高雄 

運動 

績優 

適性 

安置 
特招 技優 

班級

人數 

商一甲 32 0 1 2 0 1 36 

商一乙 31 1 1 1 0 2 36 

商一丙 28 3 1 2 0 2 36 

貿一甲 0 0 0 0 36 0 36 

貿一乙 33 1 0 1 0 2 37 

貿一丙 33 1 0 0 0 2 36 

貿一丁 30 3 0 1 0 2 36 

會一甲 28 2 1 1 0 2 34 

資一甲 0 0 0 0 36 2 38 

資一乙 34 1 1 0 0 2 38 

應一甲 8 0 0 0 28 1 37 

應一乙 6 1 0 0 27 2 36 

廣一甲 10 1 0 0 27 1 39 

廣一乙 11 0 0 0 28 0 39 

觀一甲 9 0 1 0 27 1 38 

觀一乙 7 1 0 0 27 2 37 

綜一甲 0 0 0 13 0 0 13 

總計 301 15 6 21 236 24 603 

5、四技二專甄選入學放榜，本校錄取報到有 277人，其中有 173人(62%)錄取

國立科大。登記分發放榜日期為 8月 7日。 

6、鼓勵各處室善用本校校門口或忠義路口公告 LED師生獲獎訊息，敬請於「教

務處網站/表件下載/其他」處下載「LED文宣內容簽核單.」，經校長核准後，

將依指定公告地點公告文宣內容。 

7、106 學年度優質化計畫複審結果仍未通知，敬請各子計畫承辦人暫緩原訂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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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執行之活動。 

8、106 學年度一年級新生選課，因應新課綱前導學校，要實施線上彈性課程選

修。預定於新生始業輔導期間辦理說明。 

9、外語群科中心 8 月 31 日前將 105 年度群科中心學校期中審查報告修訂版寄

送工作圈。 

10、106 學年度第一學期夜間重補修預計於 9/11 開始線上選課，確認繳費後

10/2開始上課，屆時麻煩相關處室幫忙，感謝。 

11、106 學年度本校國際交換學生就學共計有三名，分別為 Beatriz 

Petena(女，巴西籍)，Mark Yong Qiang Rivera Wheaton(男，美國籍)，

Greta Minelgaite(女，立陶宛籍)，預定將於 9/6(三)下午週會時間歡迎儀

式(因本學期提早開學無法於開學典禮舉辦)，並辦理交換學生就學安置會

議。 

12、預定 8/21或 8/22上午 8:10辦理新進教師(含代理教師)座談會，請各處室

主任出席參加。 

 

（二）學務處報告： 

1、持續依行事曆計劃執行各組業務。 

2、暑期各營隊、校隊、社團之訓練時程表，將列於暑期行事曆。 

3、新生始業輔導規劃於 8/17、18日辦理。如同仁有接到新生家長詢問時， 

   可提供相關資訊。 

4、再次感謝各處室對學務處辦理活動的協助與幫忙。 

5、感謝斐雯組長兩年來在學生事務工作辛勤的播種，允文允武、無夜無日、做

過的人多說好。在此替南商學子感謝您。 

6、新年度感謝美玲組長任重道遠接下訓育組重任。另感謝人華組長再次回到行

政團隊為南商展開新的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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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行事曆 

1. 。7/26-29李斐雯組長、邱貴芬組長參加 106年國際教育初階研習-專業知能

暨實務工作坊實施計畫，地點:長榮中學綜合大樓一樓簡報室。 

2. 7/27.28官蔚菁護理師、林香妃護理師代表參加肺結核防治研習。地點:南投。 

3. 7/27生輔組長陳宗勝參加「校園安全防護知能研習」。地點:高雄蓮潭國際會

館。 

4. 7/28集合各班班長，執行相關防颱措施宣導，並由教官協助輔導。 

5. 7/29因應颱風來臨，取消童軍社團慶活動、吉他社表演活動。 

6. 7/31海棠颱風颱風假。 

7. 8/2協助辦理新舊任校長交接典禮(台南高商)。 

8. 8/3參加新舊任校長交接典禮(台南海事)。 

9. 8/10 護理師蔡貴秋參加 8/10 第一場次「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6 年度

學校學生健康資訊系統研習」。 

10. 8/11 吳美玲組長代表參加高級中等學校綜合活動學科中心「106 年度推動

學務人員專業成長研習」。 

11. 8/12訓育組辦理熱舞社舞展。 

12. 8/12體育組辦理校友杯排球賽。 

13. 8/17.18新生始業輔導。 

14. 8/21邀請國教署性平專家委員秀水高工黃麗娟主任蒞校演講。 

15. 8/22 陳宗勝組長入選 106 年度全民國防教育課程教學卓越人員評選第 2 階

段。時間：106年 8月 22日(星期二)上午 9時 50分至下午 6時 30分。地點：

國立虎尾高級中學─教學大樓 2樓。 

16. 8/29-9/4校貿三乙陳柏佑獲選進入花式溜冰國家隊，往南京參加「2017世

界花式溜冰錦標賽」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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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官室報告：略 

（四）總務處報告： 

1. 綜合體育館工程截至 106年 8月 2日止，工程進度為 48.24%，進度微幅超前

0.95%。於 106年 7月 25日外聘委員已進行工程督導。 

2. 行政院來函要求，因應和平電廠輸電鐵塔因尼莎颱風侵襲倒塌，請學校除有

緊急及必要者外，自即日起至 8月 15日，下午 1時至 3時將冷氣及中央空調

調整為送風模式(關閉冷氣)，其他時間室內溫度控制不低於 28℃。請各處室

主管通知同仁切實遵行。 

3. 校內預定及進行中之工程： 

(1) 進行中：綜合大樓防水工程、綜合大樓廁所工程、太陽光電工程。 

(2) 設計中：中正堂整修工程、資訊館整修工程。 

(3) 發包中：自強樓無障礙坡道工程、水交社整地工程。 

4. 中正堂預定於 9月中旬至 11月中旬需進行整修工程，如各處室有活動需使用

該場地，請預想有無其他替代方案。 

5.近期校內工程較多，造成各處室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五）實習處報告： 

1.本校奉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指示辦理 106學年商業類技藝競賽，時間

訂於 106年 11月 21日（二）至 23日（四）辦理，委員會及各職種規則

修會議皆於日前召開完畢，相關會議記錄已公告 106 學年度商業類科技

藝競賽平台，本年度商業類技藝競賽報名人數如下表 

NO 
職種代

號 

職種名

稱 
正選手 

抽籤選

手 
總計 備註 

1 A 
商業廣

告 
74 74 148  

2 B 
網頁設

計 
70  70  

3 C 
程式設

計 
61  61  

4 D 
文書處

理 
120  120  

5 E 電腦繪 87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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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F 
會計資

訊 
80  80  

7 G 
餐飲服

務 
91 91 182  

8 H 
中餐烹

調 
83  83  

9 I 
烘    

焙 
89  89  

10 J 
商業簡

報 
110  110  

11 K 
職場英

文 
72  72  

 合計 937 165 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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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6學年度本校執行工作小組人員及工作如下表 

組別 人員 執 行 工 作 職 掌 

總幹事 黃校長 督導執行全部競賽事宜。 

執行秘書 
實習處 

劉政嘉主任 

(1) 協助督導工作籌備會、檢討會之召開。 

(2) 協助督導工作計劃及任務分配。 

(3) 協助督導掌握校內各組工作進度。 

(4) 經費預算之編列及執行。 

秘書組 

實習處 

劉政嘉主任 

張芳慈組長 

 
 

(1) 擬訂工作計劃、召開技藝競賽工作會議及執行小

組任務分配。 

(2) 協調掌握校內執行小組之工作進度。 

(3) 規劃工作籌備會、檢討會之召開。 

(4) 校際間之連絡及有關會議資料函送。 

(5) 於商科技藝競賽專屬網站上公告競賽資訊、競賽

成績及作品。 

(6) 簽報評審委員名單並報署核定並函聘之。 

(7) 受理報名工作(報名回條、收據、座次表等資料整

理)。 

(8) 辦理抽籤選手抽籤事宜及競賽選手座位號次抽籤

事宜。 

(9) 辦理抽籤選手報名工作。 

(10) 受理報到手續，並受理更換選手之申請。 

(11) 簽報總召集教授及各職種召集教授名單，報部核

定並函聘之。 

(12) 簽報評分教師名單，報部核定並函聘之。 

(13) 召開總領隊會議。 

(14) 各項會議資料之審查、函送。 

(15) 各職種競賽規則、競賽須知、實施要點之修訂、

彙整、函送。 

(16) 函寄競賽成績。 

(17) 編製工作實錄。 

(18) 成績複查、申訴相關處理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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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人員 執 行 工 作 職 掌 

競賽組 

實習處 

劉政嘉主任 

翁肇偉組長 

(1)執行各職種競賽事宜，負責各職種之連繫及協調

相關事宜。 

(2) 規劃編製競賽手冊。 

(3) 各項競賽資料查核、裝訂及彙整。 

(4) 研訂各相關競賽活動改進方案。 

(5) 研究評估競賽職種之增刪合併事宜。 

(6) 研擬新增職種競賽規則。 

(7) 各職種競賽場地設備、人力之規劃安排。 

(8) 各職種競賽用品調查、彙整及採購。 

(9) 競賽場地總檢查。 

(10) 協助各職種辦理教育訓練 

(11) 協助召開總領隊會議。 

(12) 協助召開檢討會議。 

(13) 其他有關競賽事宜。 

 

闈外 

試務 

主責 

 
邱貴芬 

組長 

黃婉菁 

組長 

(1)收集保管各職種召集教授及命題教授命題

試卷。 

(2)召開學科監試工作人員會議。 

(3)召開各職種術科監試工作人員會議。 

(4)召開試務工作會議 

(5)印製監試通知書 

 

闈外 

試務 

協辦 

 
余佩玲 

組長 

(1) 負責編製競賽手冊 

(2) 負責規劃各職種試務資料用品裝袋工作 

(3) 協助秘書組報名資料分類及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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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人員 執 行 工 作 職 掌 

成績 

處理 

主責 

楊基宏

主任 

黃蜀晶

組長 

(1) 各項獎狀、參賽證明之套印。 

(2) 各項獎狀之套印。 

(3) 頒獎典禮得獎名單 PPT 製作。 

闈內 

試務 

主責 

 
梁竹記 

主任 

李斐雯 

組長 

(1)聯絡職種召集教授及命題教授命題相關事

宜(試卷簽收、存放、領取、清點)。 

(2) 協調製卷方式及工作時程。 

(3)闈場相關試務工作 

(4)成績公布及安排優良作品展示及場地佈

置。 

(5)其他有關試務工作事宜。 

其他 

資訊 

評分 

主責 

 
楊基宏 

主任 

 
李正智

主任 

 (1)協助辦理抽籤選手抽籤電腦作業及競賽

選手座位號次抽籤電腦作業。 

 (2)各相關業務電腦化之程式設計與電腦處

理。 

 (3)協同競賽組安裝、測試會場所用之電腦軟

體。 

 (4)協助檢查電腦相關職種之電腦設備並彌

封。 

 (6)配合各職種評分設計各職種評分電子檔  

 (7)競賽成績之輸入、計算、排序、統計、分

析、列印。 

 (8)其他有關資訊評分事宜 

*資訊評分組下人員一律由進修部教師及代理

教師擔任，南英商工評分組人員由觀光事業科

教師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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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人員 執 行 工 作 職 掌 

職種 

負責人 

(1) 職種所需場地、設備、人力之規劃安排。 

(2) 參與各職種規則修訂及職種之連繫及協

調相關事宜。 

(3) 陪同前往闈場領取試卷。 

(4) 各職類競賽場地之檢查。 

(5) 協助職種領隊會議及評分會議之召開。 

(6) 參加檢討會議。 

(7) 其他有關各職種競賽相關事宜。 

商業廣告:廣設科莫嘉賓 

網頁設計:廣設科徐偉能 

程式設計:國貿科黃秀印(鄭添進老師協助) 

文書處理:資處科蘇淑芬 

電腦繪圖:廣設科孫聖和 

會計資訊:會計科王雪薰 

商業簡報:商經科陳家紋 

職場英文:應外科陳文隆 

中餐烹飪:觀光科盧玉珍+南英商工協辦 

餐飲服務:觀光科劉清華+南英商工協辦 

烘    焙:觀光科李怡陵+南英商工協辦 

典儀組 

學務處 

李坤州主任 

 
訓育 

吳美玲組長 

(1) 頒獎典禮之程序規劃及座位安排。 

(2) 頒獎典禮表演節目之規劃、安排。 

(3) 頒獎典禮司儀選派、訓練。 

(4) 協同場務組佈置頒獎典禮會場。 

(5) 頒獎典禮彩排。 

(6) 典禮服務學生之遴選、訓練、調派事宜。 

(7) 擬訂競賽選手巡禮之參觀計畫，並隨行引導。 

(8) 洽請並協助醫院醫生護士駐校提供緊急醫護服

務。 

(9) 各場地及校園清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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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人員 執 行 工 作 職 掌 

交通服務

組 

輔導處 

林妤芳主任 

 
教官室 

何鳳娟主教 

(1) 調查並彙整代訂用餐人數、印製競賽日午餐換領

卷。 

(2) 安排交通車往返有關旅館接送(含競賽第 1、3 天

車站往返接送)。 

(3) 各校休息區之服務學生安排。 

(4) 遴選、培訓服務學生，支援各組調派學生勤務工

作。 

(5) 導引車輛進出、停放工作。 

(6) 協助各參賽學校將參賽設備就定位及撤回。 

(7) 設置服務台並協助各場地之服務工作(接待、引

導、糾察、分發便當)。 

(8) 競賽期間校園安全維護及秩序維護。 

(9) 電腦代收服務事宜。 

(10) 各校停車服務事宜。 

(11) 其他有關服務事宜。 

文宣組 
廣設科 

李冠毅老師 

(1) 競賽海報、競賽標誌、競賽手冊及競賽實錄封面。 

(2) 精神堡壘及各項場地標示牌、路標、海報、看板

設計、製作。 

(3) 各項獎狀、獎盃、獎牌之設計。 

(4) 各項識別證、工作證之設計。 

(5) 頒獎典禮 PPT 板面設計。 

(6) 支援各組美工設計工作。 

(7) 支援典禮場地之文宣佈置。 

(8) 發行競賽期間之快報等刊物、活動花絮採訪。 

(9) 競賽期間之攝、錄影事宜。 

(10) 其他有關文宣事宜。 

公關 

接待組 

秘書室 

蘇淑娥秘書 

 
人事室 

呂愛玲主任 

(1) 擬訂邀請函。 

(2) 擬訂長官來賓名單及邀請、聯繫、接待。 

(3) 下屆承辦學校連繫與接待 

(4) 各職類召集教授接待。 

(5) 新聞蒐集及發佈。 

(6) 工作人員差假登錄事宜。 

(7) 辦理活動有功人員敍獎相關事宜。 

(8) 其他有關公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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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人員 執 行 工 作 職 掌 

總務組 

總務主任 

李維倫 

 
庶務組長 

鄭華安 

(1) 行文電力公司、自來水公司，競賽期間勿停電、

停水。 

(2) 有關資料之繕印或送印。 

(3) 負責公文收發、保管、協助各式聘書、表格之用

印。 

(4) 有關資料之寄送或領取。 

(5) 獎品、獎牌、獎章、獎杯之採購事宜。 

(6) 代訂競賽當日中午餐盒。 

(7) 所需設備、用品之購置。 

(8) 校園環境及各項場地之美化。 

(9) 停車場規劃及設置。 

(10) 會議場所之茶水供應。 

(11) 協助各競賽場地之場地佈置、設備安置、桌椅擺

置及賽後復原工作。 

(12) 洽訂巡禮活動之交通車。 

(13) 各項場地標示牌、路標、海報佈置及各校校旗之

插掛。 

(14) 頒獎典禮安排廠商攝、錄影事宜。 

(15) 其他有關總務事宜及臨時交辦事項。 

(16) 規劃各職種競賽場地、各項會議、評分、頒獎等

場地，及各校休息區之規劃及佈置。 

(17) 競賽用桌椅之預估、申請、商借。 

(18) 競賽及試務場地佈置、設備安置、桌椅擺放及賽

後復原工作。 

(19) 各會場所用設備之測試及故障排除、維修。 

(20) 協助各場地電源配線設計。 

(21) 申購配線及督導安裝。 

(22) 各項場地標示牌、路標、海報、各校校旗之插掛

規劃及統計。 

(23) 其他有關場務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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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人員 執 行 工 作 職 掌 

會計出納組 

主計主任 

倪娳君 

 
出納組長 

黃淑琴 

(1) 編審經費預算表。 

(2) 印妥所需各類收據。 

(3) 各項經費支付、報領。 

(4) 預算之使用及管控。 

(5) 大會帳務之審核。 

(6) 各類帳表之編審。 

(7) 各項收據及支付憑證之收集處理與審核。 

(8) 各項經費核銷事宜。 

(9) 各項經費之發放。 

(10) 各項工作津貼發放事宜。 

(11) 其他有關會計、出納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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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國立臺南高商 106學年度商業類科技藝競賽重要行事曆(暫訂)106/8/08 

週 

次 

星            期 預    定    執    行    事    項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南商學生是負責、誠樸、最優質的禮貌青年！ 

一 20 21 22 23 24 25 26 

8/22期初校務會議(10:00) 

8/22公告106學年度商科技藝競賽人員初排 

8/23開學、正式上課 

8/23召開技藝競賽第1次工作協調會(下午) 

二 27 28 29 30 31 9/1 2 
8-26-9/1試題、命題資料蒐集 

8/30期初導師會議暨特定人員審查會議 

三 3 4 5 6 7 8 9 

9/1-9/11第二階段受理網路報名及紙本核章（以郵戳為

憑），登錄正選手、候補選手及上傳抽籤學生名冊。 

9/4-9/8召開第二次命題暨評分會議（預訂於大學開學前

一週）及模擬試題命題資料及評審委員名單。 

四 10 11 12 13 14 15 16 9/13召開技藝競賽第2次工作協調會(下午) 

五 17 18 19 20 21 22 23 9/18-9/22參賽學校車輛、服務事項調查。 

六 24 25 26 27 28 29 30 

9/27召開技藝競賽第3次工作協調會(下午) 

9/27函請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臺北市政府教育

局、新北市政府教育局、高雄市政府教育局派員主持公

開抽籤選手及座位事宜，並函請監督學校代表派員監督

公開抽籤事宜。 

9/28抽籤選手抽籤結果上網公告及函送參賽學校抽籤選

手名冊、抽籤選手報名表、競賽活動時間表。 

七 
10/

1 
2 3 4 5 6 7 

10/2函送各參賽學校於規定時間內繳交各職種競賽所需

軟體：網頁設計、程式設計、電腦繪圖、商業簡報。 

10/5受理參賽學校抽籤選手三選一回報（網路報名）及

寄送校旗一面。 

八 8 9 10 11 12 13 14 

10/11通告監試人員聘書與工作期程(競賽組) 

10/11召開技藝競賽第4次工作協調會(下午) 

10/11-10/18受理各校繳交職種所需軟體。 

九 15 16 17 18 19 20 21 

10/18召開技藝競賽第5次工作協調會及技藝競賽模擬

演練(下午) 

10/19公告模擬試題 

十 22 23 24 25 26 27 28 10/25召開技藝競賽第6次工作協調會(下午) 

十

一 
29 30 31 

11/

1 
2 3 4 

11/1召開技藝競賽第7次工作協調會及技藝競賽模擬演

練(下午) 

11/1最後更換選手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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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 

次 

星            期 預    定    執    行    事    項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南商學生是負責、誠樸、最優質的禮貌青年！ 

十

二 
5 6 7 8 9 10 11 

11/6召開各職種參賽選手崗位抽籤 

11/7競賽選手暨抽籤選手崗位抽籤結果上網公告。 

11/8召開技藝競賽第8次工作協調會及技藝競賽模擬演

練(下午) 

十

三 
12 13 14 15 16 17 18 

11/13-11/16受理參賽學校寄送電腦代收服務。 

11/15召開技藝競賽第9次工作協調會(下午) 

11/16下午教室桌椅及學生個人物品搬遷及場商 

11/16-11/19競賽桌椅及場地配線工程 

11/17召開技藝競賽競賽第10次協調會(全校) 

技

藝

競

賽

停

課 

19 20 21 22 23 24 25 

11/19第23屆商教會英文能力測驗(上午) 

11/20各職種實地模擬演練 

11/21-11/23  106年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商業類科學生技

藝競賽 

11/24-11/26 學校機具設備復原 
 

 

4.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106學年度商業類科學生技藝競賽競賽活動日程及時間表

(暫訂) 

日期 項  目 
時  間 

地點     與     備註說明 
報到時間 競賽時間 

106 

年 

11 

月 

21 

日 

  

星 

期 

二 

各 校 報 到 08:00~12:30 
報到：臺南高商 綜合大樓 1 樓中庭 

休息：臺南高商 禮堂 
電 腦 置 放 08:00~11:00 臺南高商 各術科競賽試場 
學科試場區域開放 10:30~11:30 臺南高商 各學科試場區域 

午 休 用 餐 11:30~12:30 臺南高商禮堂前廳領取便當 
領 隊 會 議 12:30~13:00 臺南高商  視聽教室(綜合大樓 4 樓) 

學 科 競 賽 12:40~12:50 
說明：12:50-13:00 

競賽：13:00~14:00 
臺南高商  綜合大樓及明德樓 3 樓至 5 樓 

職場英文學科競賽 12:40~12:50 
說明：12:50-13:00 

競賽：13:00~14:00 
臺南高商  圖書館 5 樓 

職場英文術科(作文)競

賽 
14:40-14:50 

說明：14:50-15:00 

競賽：15:00~15:40 

臺南高商  圖書館 5 樓 

 

各 場 地 開 放 

(電腦軟、硬體安裝 ) 
14:00~17:30 

臺南高商 各術科競賽試場 

 

各學科試場開放為休

息 區 
14:30 各校休息區配置請參閱競賽手冊 

【烘焙】 

出 場 序 號 抽 籤 與 

場 地 開 放 

14:30 
臺南高商  圖書館 1F 

(抽籤後搭乘專車前往南英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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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項  目 
時  間 

地點     與     備註說明 
報到時間 競賽時間 

【中餐烹飪】 

出 場 序 號 抽 籤 與 

場 地 開 放 

14:50 
臺南高商  圖書館 1F 

(抽籤後搭乘專車前往南英商工) 

【餐飲服務】 

出 場 序 號 抽 籤 與 

場 地 開 放 

15:10 
臺南高商  圖書館 1F 

(抽籤後搭乘專車前往南英商工) 

公告學科試題答案 14：30~17：30 
臺南高商  綜合大樓 1樓中庭及 106技藝競賽

專網 

試題疑義收件 14：30~17：30 臺南高商  第ㄧ會議室 

公告【職場英文】 

進入第二階段名單 
22：00 前 

臺南高商  綜合大樓 1 樓中庭及技藝競賽網

站 

106 

年 

11 

月 

22 

日 

  

星 

期 

三 

【職場英文】 

第二階段選手抽籤報到、 

出場序號抽籤及競賽說

明 

抽籤報到 07:30~07:40  

抽籤     07:40~08:00  

競賽說明 08:00~08:10  

臺南高商  綜合大樓三樓(商三甲教室)  

 

(一)商業廣告術科競賽 07:30~08:00 
說明：08:00-08:10 

競賽：8:10~12:10 
臺南高商  樂群樓與自強樓 3F  

 

(二)網頁設計術科競賽 07:30~08:00 
說明：08:00-08:10 

競賽：8:10~12:10 
臺南高商  樂群樓 2F 與 3F  

 

(三)程式設計術科競賽 07:30~08:00 
說明：08:00-08:10 

競賽：8:10~11:10 
臺南高商  自強樓 4F  

(四)文書處理術科競賽 07:30~08:00 
說明：08:00-08:10 

競賽：8:10~09:10 
臺南高商  樂群樓、自強樓 1F  

 

(五)電腦繪圖術科競賽 07:30~08:00 
說明：08:00-08:10 

競賽：8:10~12:10 
臺南高商  中正樓 3F 

 

(六)會計資訊術科競賽 07:30~08:00 
說明：08:00-08:10 

競賽：8:10~10:10 
臺南高商  樂群樓、自強樓 2F  
 

(七)商業簡報術科競賽 07:30~08:00 
說明：08:00-08:10 

競賽：8:10~12:10 
臺南高商  樂群樓 4F  

(八)職場英

文術科競賽

(簡報) 

術科報到 

NO.1～25 
08:10~08:20 

08:30~18:00 
報到：臺南高商  綜合大樓三樓(商三甲教室) 

競賽：臺南高商  圖書館 5 樓 

  術科報到 

NO.26～54 
12:10~12:20 

(九)餐飲服

務術科競

賽 

術科 

第 1 梯次

NO.1～80 
07:30~08:00 

08:10~15:00 
報到：南英商工  餐管大樓 

競賽：南英商工  餐管大樓 

 術科 

第 2 梯次

NO.81~182 
09:00~09:30 

(十)中餐烹

飪術科競

賽 

術科 

第一梯次

NO.1~22 
07:00~07:20 08:00~10:00 報到：南英商工  資訊大樓 

競賽：南英商工  綜合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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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項  目 
時  間 

地點     與     備註說明 
報到時間 競賽時間 

術科 

第二梯次

NO.23～44 
09:00~09:20 10:30~12:30 

 

術科 

第三梯次

NO.45～66  11:00~11:30 
於報到處 

用餐 

13:00~15:00 

術科 

第四梯次

NO.67～83  
15:30~17:30 

(十一)烘焙

術科競賽 

術科 

第一梯次

NO.1～33 
07:00~07:20 07:45~10:45 

報到：南英商工  資訊大樓 

競賽：南英商工  綜合大樓 

 

術科 

第二梯次

NO.34～66 
10:00~10:20 11:15~14:15 

術科 

第三梯次

NO.67～89 

11:30~12:00 
於報到處 

用餐 
14:45~17:45 

午 休 用 餐 11:30~12:30 臺南高商、南英商工發送便當   

巡 禮 活 動 12:40~12:50 12:50~17:00 
臺南高商南門停車場集合 

(競賽時間超過 12:30 之考生不宜參加巡禮活

動) 

106 

年 

11 

月 

23 

日 

  

星 

期 

四 

各參賽選手(老師) 

進場 
08:00~08:30 臺南高商 禮堂 

頒獎典禮 08:30~12:00 臺南高商 禮堂 

優勝作品展示 11:00~13:00 臺南高商 圖書館 1F 及南商藝廊 

各校拆除電腦設備 10:30 以後 臺南高商 各術科競賽試場 
發還校旗 

電腦設備代送 

領取成績冊,參賽證明,

後補選手證明 

11:30~13:00 臺南高商  綜合大樓 1 樓中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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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06 學年度商業類科技藝競賽需辦理招標項目 

(1)競賽桌椅採購。 

(2)接送車輛租用。 

(3)評審委員住宿地點招標。(約 120 人) 

(4)競賽 3天便當。(約 6000 個) 

(5)文宣表件輸出。 

(6)競賽用品及材料採購。 

(7)頒獎典儀會場佈置。 

(8)得獎獎盃 

6.本校承接 106 年度在校生專案檢定測驗工作均已完成，目前著手製證及經費結

報相關工作。 

7.106年度即測即評及發證第三梯已於 106 年 7月 15日開考，計辦理 6 項職 7 類 

(1)網頁設計：7 月 15日至 7 月 17日。(辦理完畢) 

(2)中餐烹調－葷食：7月 18 日至 7 月 21日。(辦理完畢) 

(3)餐旅服務：7 月 21日至 7 月 25日。(辦理完畢) 

(4)會計事務-資訊項，辦理時間自 7 月 25日至 7 月 28日。(辦理完畢) 

(5)電腦軟體應用：8 月 12日至 8月 13日。(待辦理) 

(6)印前製程-圖文組版：8月 20日至 8 月 27日。(待辦理) 

8.本年度暑假期間持續開設電腦軟體應用乙丙級及會計資訊乙級檢定，以協

助有意取得上述證照學生應檢。 

9.本校 106學年為臺南一區均質化總召集學校，將持續推動台南一區相關業

務，相關複審版計畫書已送員林農工審核，擬於九月初召開臺南一區均

質化相關會議。 

10.本校於 106年 8月 26日(星期六)下午辦理全民英檢中級檢定，教室將使

用明德樓(三樓至五樓)及綜合大樓的教室(三樓至四樓)，計 25間試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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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6年本校辦理教師赴公民營企業研習計畫如下 

年度 期別 梯次 研習名稱 研習期間 承辦機構 研習地點 人數 

106 暑假 243 
地方產業電

子商務實務  

2017/08/14~201

7/08/18 

鴻泰資訊

科技有限

公司 

台南應用

科技大學

育成中心 

38 

106 暑假 244 

Android 智

慧型手機結

合環境偵測  

2017/08/15~201

7/08/18 

財團法人

中華民國

電腦技能

基金會 

嘉南藥理

科技大學

育成中心 

25 

 

12.各科主任報告 

   (1)商經科、國貿科、會計科 

      a.預計於 8/14至 8/18舉辦教師赴公民營研習，研習主題：地方產業

電子商務實務，報名人數計有 38人，研習地點：台南應用科技大

學。 

b.預計於 8/23下午 1:10舉辦 106學年度校友返校升學座談，將邀請

今年度畢業生返校分享學習與準備經驗，對象高三學生，辦理地

點：各班教室。 

(2)資處科 

a.電軟乙檢暑期班共 3班，將於 8/14~8/18上課，由資處科黃蜀晶師、

王柔涵師、蘇淑芬師上課。 

b.8/23辦理資處科高三升學講座。 

(3)廣設科 

a.6/30帶領廣三學生支援正興街貨櫃文創市集彩繪。 

b.參加年度中華攝影教育協會設以大賽「小題大作」與全國大專高中

職攝影比賽，包辦金銀牌多項獎項，其中廣二甲楊佳馨榮獲兩項攝

影大賽金牌，感謝孫聖和老師指導。 

c.由莫嘉賓、徐偉能老師指導的 2017新竹縣義民文化祭【創意彩繪神

豬比賽】，由初賽、複賽、進入決賽，全國 20隻本科獨佔 8隻，8/10

主辦單位載豬車載走…期待好成績。  

javascript:__doPostBack('ctl00$ContentPlaceHolder1$gvCourse$ctl02$lnkSubject','')
javascript:__doPostBack('ctl00$ContentPlaceHolder1$gvCourse$ctl02$lnkSubject','')
javascript:__doPostBack('ctl00$ContentPlaceHolder1$gvCourse$ctl02$lkLearningStudents','')
javascript:__doPostBack('ctl00$ContentPlaceHolder1$gvCourse$ctl03$lnkSubject','')
javascript:__doPostBack('ctl00$ContentPlaceHolder1$gvCourse$ctl03$lnkSubject','')
javascript:__doPostBack('ctl00$ContentPlaceHolder1$gvCourse$ctl03$lnk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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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觀光科 

a.105 學年度觀一赴劍橋南商教師會館職場體驗，已於 106 年 6 月全

數辦理完畢，感謝參與活動之師生，以及各處室的協助。 

b.105學年度觀光科辦理職場體驗與實習計畫，部份觀二學生至「大

億麗緻酒店」職場實習，已於 106年 6月全數辦理完畢，感謝參與

計畫之師生，以及各處室的協助。 

c.106年 7月 18-21日辦理即測即評中餐烹調檢定術科測驗，感謝盧

玉珍老師協助辦理，該活動已圓滿辦理完成。 

d.106 年 7 月 18-20 日辦理在校生餐飲服務檢定術科測驗，106 年 7

月 21-24日即測即評餐飲服務檢定術科測驗，感謝張芳慈組長協助

辦理，該活動已圓滿辦理完成。 

 

 

（六）圖書館報告： 

1. 配合新生始業輔導，8/17、8/18舉行高一新生圖書館利用教育，16個班級

分三梯次進館參觀，介紹各樓層及校史室的資源。綜職科學生則在開學後再

請導師安排時間進館參觀。感謝學務處在時間安排上的協助。 

2. 本學期將邀請 20位學生擔任圖書志工，預計 8/23~8/28報名，經過篩選、

訓練，將於 9/11投入服務學習的行列。 

3. 讀者借閱排行榜比賽從 8/23開始，請鼓勵學生進館借閱圖書。 

4. 高一、高二班級書櫃圖書每班 50本，將分別於 8/31和 9/1發放到各班，請

鼓勵學生就近閱讀這些好書。 

 

（七）輔導處報告： 

1. 8/18(五)下午 2點在簡報室召開 106-1學生輔導工作委員會、3點召開 106-1

推動家庭教育工作小組會議，敬請各處室主任準時與會。 

2. 為如期召開 106-1學生輔導工作委員會及家庭教育小組會議，敬請各處室於

8/8寄交會議資料，以利彙整印製，謝謝配合。 

3. 學生輔導線上資料填報，高二高三已於 8/4開始填寫，預計暑輔結束前完成

兩次查核及各班通知。高一新生擬於新生始業輔導配合教務系統填畢，感謝

教務處及學務處協助，輔導資料線上化有效提升導師查閱班級學生情形、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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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校務行政統計。 

4. 另綜合職能科請特教組協助提醒各班導師代為於進行線上更新，謝謝協助。 

5. 高一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本校已有 3名確定就讀本校之轉銜生，擬待高一

轉銜名單全數釐清後，協同相關單位啟動校內關懷機制(工作小組如附件一)。 

6. 另本校自我傷害三級預防推動小組暨危機處理小組(附件二)，請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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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南高商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工作小組名單 
經 106.05.03 行政會報討論訂定 

組別 行政職務 姓名 執掌內容說明 

召集人 校 長 黃耀寬 
1. 主導整合校內外網絡資源，強化各處室合作

機制、建構校內轉銜輔導服務機制 

輔導組 

輔導主任 林妤芳 1. 接收轉銜學生資料，啟動關懷機制 

2. 召開並參與轉銜個案會議 

3. 列冊追蹤 

4. 辦理畢業、離校生校內初評會議 

5. 承校長指示召開校級評估會議 

6. 線上平台填報及追蹤 

輔導組長 孫溥泓 

輔導教師 陳奕良 

輔導教師 林淑華 

學籍 

資料組 

教務主任 楊基宏 
1. 收集並提供新生學籍/匯入資料 

2. 高三應屆畢業生、轉出/轉入學生學籍異動資

料提供 

3. 出席日校校級評估會議 
註冊組長 余佩玲 

生活 

輔導組 

學務主任 李坤州 
1. 針對轉銜學生，啟動關懷機制 

2. 出席日校校級評估會議 
主任教官 何鳳娟 

生輔組長 陳宗勝 

流動 

代表組 

班級輔導教官  1. 針對轉銜接收學生，啟動關懷機制 

2. 出席所屬學生評估會議 

3. 蒐集及報告學生相關資料 

4. 處理相關通報事宜，並擔任會議紀錄 

班級輔導教師  

班級導師  

進修 

部組 

進修部主任 李正智 綜理督導進修部相關工作事宜 

進修部 

輔導教師 
葉晏禎 辦理進修部同日校輔導組工作 

進修部學務組 陳盈州 
1. 辦理進修部同日校生活輔導組工作 

2. 出席進修部校級評估會議 

進修部 

生輔組長 
龔銘泓 

1. 辦理進修部同日校生活輔導組工作 

2. 出席進修部校級評估會議 

進修部註冊組 甘惠華 
1. 辦理進修部同日校學籍資料組工作 

2. 出席進修部校級評估會議 

班級導師  1. 出席進修部校級評估會議 

上述未盡詳述事宜，依教育部訂頒『學生輔導法』、『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辦法』規定

辦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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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南高商 

自我傷害三級預防推動小組暨危機處理小組名單 
經 104.08 校務會議修訂 

組別 任務職稱 行政職務 姓名 執掌內容說明 

 召集人 校 長 黃耀寬 

1. 主導整合校內外網絡資源，強

化各處室合作機制、建構整體

協助機制 

2. 視實際需要隨時召開危機小

組會議 

3. 召開工作檢討會，進行檢討做

為未來修正 

輔 

導 

組 

總幹事 

組長 
輔導主任 林妤芳 

1. 辦理生命教育、促進心理健康

等宣導活動 

2. 強化全體教師輔導知能 

3. 對家長進行相關宣導 

4. 同儕溝通技巧與情緒管理訓練 

5. 實施高危學生篩檢工作 

6. 結合校內外專業人員實施危機

個案輔導、班級輔導 

7. 協助處理事件班級現場並陪伴

家屬 

8. 進行事件相關人員減壓團體 

組員 輔導組長 孫溥泓 

組員 輔導教師 陳奕良 

組員 輔導教師 林淑華 

課 

務 

組 

發言人 

組長 
教務主任 楊基宏 

1. 規劃執行生命教育融入課程 

2. 鼓勵並協助教師參與自殺自

傷相關研習事宜 

3. 負責因危機事件處理人員之

調代課事宜 
組員 教學組長 邱貴芬 

安 

全 

組 

組長 學務主任 李坤州 
1. 辦理生命教育、促進心理健康

等宣導活動 

2. 辦理正向思考與潛能開發等

訓練 

3. 結合社團及社會資源辦理自
組員 主任教官 何鳳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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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員 生輔組長 陳宗勝 

我傷害防治工作 

4. 實施導師及教官等相關訓導

人員對自我傷害辨識及危機

處理知能。 

5. 負責事件現場之處置與安全

工作 組員 訓育組長 吳美玲 

總 

務 

組 

組長 總務主任 李維倫 

1. 校警之危機處理能力之加強。 

2. 校園高樓之中庭與樓梯間之意

外預防安全網、生命教育文宣

與求助專線之廣告。 

3. 負責隔離現場 

4. 提供事件處理所需之各項支援

（如器材、用品等） 

5. 若個案死亡，協助相關後事處

理 

組員 庶務組長 鄭華安 

法 

律 

組 

組長 人事主任 呂愛玲 1. 提供職員正向積極的工作態度

訓練，建立友善的校園氛圍。 

2. 必要時提供專業諮詢或指導 
組員 人事佐理員 林佳玟 
組員 人事助理員 周朗平 

資料

組 

組長 實習主任 劉政嘉 

負責蒐集與彙整事件相關資料，

處理相關通報事宜，並擔任會議

紀錄 

組員 文書組長 周柔彣 

組員 班級輔導教官  

組員 班級輔導教師  

組員 班級導師  

醫務

組 

組長 衛保組長 陳人華 

進行當事人緊急醫務之處理 組員 護理師 蔡貴秋 

組員 護理教師 黃心韻 

社區

資源
組長 圖書館主任 梁竹記 

1. 必要時與社區相關資源連結，

可提供直接或間接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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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 

組員 主計主任 倪娳君 
2. 提供專業資源與資源連結 

3. 事件發生後寫給師生、家長的

信函 

進修

部組 

組長 進修部主任 李正智 綜理督導進修部相關工作事宜 

組員 
進修部 

輔導教師 
葉晏禎 辦理進修部輔導組工作 

組員 
進修部 

教務組 
陳雯萍 辦理進修部課務組工作 

組員 
進修部 

學務組 
陳盈州 辦理進修部安全組工作 

組員 
進修部 

生輔組長 
龔銘泓 辦理進修部資料組工作 

組員 
進修部 

註冊組 
甘惠華 辦理進修部社區資源組工作 

組員 
進修部 

護理師 
林香妃 辦理進修部醫務組工作 

 

上述未盡詳述事宜，依教育部訂頒『校園學生自我傷害三級預防工作計畫』規

定辦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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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進修部報告： 

1. 七月份完成事項： 

(1)7/3(一)進修部 106學年第 1學期轉學生報名開始至 8/8，8/10（四）辦

理轉學考試，8/11（五）上午 10:00公告放榜；7/3~8/8 受理復學申請。 

(2)進修部暑假 7/10（一）18:20 第一次返校，8/18（五）18:20 第二次返

校、新生報到及始業輔導。 

(3)7/13(四)進修部暑假學生第一次補考，免試入學新生報到；四技二專甄

選入學放榜。 

(4)7/14(五)四技二專登記分發練習版開放，7/27~8/1四技二專登記分發網

路選填登記志願。 

(5)7/18(二)進修部第二次補考，評閱完隨後公告重讀名單。   

2. 八月份預定工作事項： 

(1)進修部 106 學年第 1 學期轉學生報名 7/3(一)開始至 8/8，8/10（四）

辦理轉學考試，8/11（五）上午 10:00公告放榜，8/15（二）上午 09:00

轉學生報到；7/3~8/8受理復學申請。 

(2)8/17（四）11:00 第二次免試入學錄取生報到，8/18（五）18:20 第二

次返校，新生報到及始業輔導。 

(3)8/23(三) 16:30 進修部召開 106 學年第 1 學期期初學生事務會議/簡報

室。是日晚上註冊、開學典禮（19：00）/視聽教室、發教科書、正式

上課。 

(4)開學第 1 週定為「友善校園週」，規劃以「防制校園霸凌」、「防制黑幫

介入」、「防制學生藥物濫用」等 3項為重點，預定於「全民國防教育」

課程、第 2週 8/30（三）幹部訓練、第 3週 9/6（三）新生週會等納入

加強宣導，並於第 4 週新生及轉學生健康檢查 9/14（四）、尿液篩選中

防制。 

 

 

（九）人事室報告： 

1. 106學年度上學期編制實際員額：校長 1人、教師 133人、代理教師 1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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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官 7人、職員 22人、進校約僱人員 2人、技工友 10人、留職停薪缺 2 人，

共 185 人。非編制人員：教務處特教組代理教師(專款補助)1 人、輔導員 1

人、群科中心專案助理 2 人、總務處專案助理 1 人、合作社約僱 2 人、空院

約僱 2人，共 9人。 

2. 106 學年度代理教師共進用 10 名，日校：體育科 2 名、資處科 2 名、英文科

1名、商業經營科 1名，共 6名，進修部：數學科 1名、英文科 1名、觀光科

1名、廣告設計科 1名，共 4名。 

3. 本校行政人員線上簽到退，重點規定摘錄如下，其餘相關作業規定請詳閱本

校行政人員雲端差勤實施要點(如附件)。 

(1)為使本校行政人員不因交通尖峰時段，趕著上班發生交通意外，於平日上午

上班時間(8:00)向後彈性調整 15分鐘，至遲於 8:15到班；並另給予每人每

月 4次忘記簽到退之登記。 

(2)行政人員應依規定時間出勤，並於每日上午上班及下午下班，親自至線上差

勤系統簽到退。並且不得有代為簽到、退或其他非親自於校內簽到退之情

事，違反者及託代雙方均予以議處。 

(3)加班補休請盡量利用寒暑假期間申請，平日上班請維持三分之二人力，寒暑

假上班請維持二分之一人力，加班請事先提出申請，事後提出不予核准，加

班時數每月不超過 20小時，假日每日不超過 4小時，如有超過時數之需要，

請單位主管備註原因。 

(4)如因停電、網路斷訊或差勤系統故障致無法辦理線上簽到退時，到退勤改以

書面簽名方式辦理。 

 

4. 有關差假相關說明，請配合辦理： 

（1）公文或發給個人之開會通知單，請就出差、公假支交通費或公假不同情況

簽會人事會計，經校長核准後，再提出假單申請，如時間緊急請於雲端差

勤系請假單上註明附件後補。 

（2）領有承辦單位之工作費、出席費、研究費、鐘點費…等相關費用者，前往

開會或研習一律以公假前往，如有重覆支領費用者自行負責。 

（3）為維護同仁權益，假單申請請務必在事前提出，並先知會單位主管，因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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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假單需會教務人事主計等相關單位，故請儘量於3天前提出，雲端差勤系

統請假日3天後無法申請。 

（4）為使同仁對於研習應以公差或公假前往，檢附本校教職員參加各項會議研

習公差公假之差旅費及課務標準供參(如附件)。 

 

5.有關學年制人員之國民旅遊卡新制實施日期，依行政院 105 年 12 月 30 日院

授發力字第 1051101026 號函規定，學年制人員自 106 學年度（106 年 8 月 1

日）起實施 1年。 

==================================================================== 

＊為鼓勵公務人員利用休假從事正當休閒旅遊及藝文活動，振興觀光旅遊產

業，各機關對於所屬公務人員請國內休假者，應按下列方式核發休假補助費；

所需費用，於各機關預算之人事費等相關經費項下勻支： 

（一）應休畢日數（十四日以內）之休假部分： 

1.公務人員每人全年合計補助總額最高以新臺幣一萬六千元為限。但未具休

假十四日資格者，其全年最高補助總額按所具休假日數，以每日新臺幣一千

一百四十三元計算。 

2.前目補助總額分為自行運用額度及觀光旅遊額度，其補助方式如下： 

(1)自行運用額度：公務人員應於休假期間，持國民旅遊卡至交通部觀光局（以

下簡稱觀光局）審核通過之各行業別國民旅遊卡特約商店（業別及細項分

類如附表）刷卡消費，始得按刷卡消費金額予以核實補助。 

(2)觀光旅遊額度：公務人員應於休假期間，持國民旅遊卡至觀光局審核通過

之旅行業、旅宿業、觀光遊樂業或交通運輸業國民旅遊卡特約商店刷卡消費，

始得按刷卡消費金額予以核實補助。 

3.公務人員當年所具休假資格在七日以下者，其補助總額均屬自行運用額度。 

4.公務人員當年所具休假資格逾七日者，補助總額中新臺幣八千元之額度屬

觀光旅遊額度；觀光旅遊額度以外之補助額度屬自行運用額度。 

5.公務人員因身心障礙、懷孕或重大傷病，於當年確實無法參加觀光旅遊，

經服務機關認定者，當年補助總額均屬自行運用額度。 

6.休假期間及其相連假日之連續期間，於旅行業、旅宿業或觀光遊樂業刷卡

消費者，其與該休假期間相連之假日於各行業別國民旅遊卡特約商店刷卡之

消費，得按其行業別核實併入觀光旅遊額度或自行運用額度之補助範圍。 

7.符合第二目請領休假補助者，其休假期間前後一日於交通運輸業或加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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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旅遊卡特約商店刷卡消費之交通費用，得按其行業別核實併入觀光旅遊

額度或自行運用額度之補助範圍。 

（二）應休畢日數以外之休假部分：按日支給休假補助費新臺幣六百元；未達

一日者，按日折半支給，於年終一併結算。 

=================================================================== 

6.本校教職員工全校性法定研習： 

(1)辦理時間：106年 8月 21日(一)上午 9:00~下午 17:00 

             106年 8月 22日(二)下午 13:20~下午 16:20 

(2)研習地點：4樓視聽教室 

(3)研習內容： 

   106年 8月 21日(一)上午 9:00~下午 17:00 

   08:40~09:00第一場研習簽到 

   09:00~10:00加強教育人員反毒知能研習(教官室辦理) 

   10:00~10:20休息及第二場研習簽到 

   10:20~12:00性平相關通報及法律相關研習(學務處辦理) 

   12:00~13:00休息 

   13:00~13:20第三場研習簽到 

   13:20~14:20走向陽光關懷愛滋(學務處辦理) 

   14:20~14:30休息及第四場研習簽到 

   14:30~16:20環境教育研習(學務處辦理) 

 

   106年 8月 22日(二)下午 13:20~下午 16:20 

   10:00~12:00校務會議(總務處辦理) 

   12:00~13:00休息 

   13:00~13:20研習簽到 

   13:30~15:30教職員職場壓力之調適與因應(輔導處辦理) 

  請全校教職員工依規定全程參加研習，依實際簽到參與時數核發研習時

數，無法參加者請完成請假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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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國立臺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行政人員雲端差勤實施要點 

105年 7月 13日行政會報通過 

壹、 依據：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5年 3月 3日臺教國署人字第 1050024737號

函辦理。 

 

貳、 對象： 

    兼任行政職務教師(教官)、公務人員、約僱人員、技工友、專案助理人員、

空院約僱人員及其他臨時人員。 

 

參、 差勤管理後台管理： 

    本校兼任行政職務教師(教官)、公務人員、約僱人員、專案助理人員、空

院約僱人員及其他臨時人員差勤之後台管理，由本校人事室依權責辦理；

技工、工友之後台管理，由本校總務處依權責辦理。 

 

肆、 行政人員上、下班時間： 

  一、教師(官)兼行政人員、公務人員、約僱人員、技工友、專案助理 人員、

空院約僱人員及其他臨時人員：上午8:00~12:00；下午13:20~17:20。 

二、圖書館：一樓上午 7:30~12:30；下午 14:00~17:00，二、三樓上午

8:00~13:00；下午 14:00~17:00。 

三、健康中心：日校約僱護士上午 7:30~11:30；下午 12:00~16:00，日校正

式護理師上午 8:00~13:00；下午 14:00~17:00，進校正式護理師下午

14:20~22:20(中間無休息時間)。 

四、進修學校行政人員：下午 14:20~22:20(中間無休息時間)。 

    寒暑假期間：上午8:00~12:00；下午13:20~17:20。 

 

伍、 彈性上下班時間及忘簽次數 

  一、為使本校行政人員不因交通尖峰時段，趕著上班發生交通意外，於平日

上午上班時間(8:00)向後彈性調整15分鐘，至遲於8:15到班；並另給予

每人每月4次忘記簽到退之登記。 

  二、彈性上下班時間：上午8時至8時15分上班，下午17時20分至17時35分下

班。 

  三、未能於上午8時15分前上班簽到者，或上午請假下午上班者皆無彈性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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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適用。 

   

陸、 行政人員應依以下規定時間出勤，並親自簽到、簽退。 

一、 每日上午上班及下午下班，應親自至線上差勤系統簽到退。 

    (一)上午上班簽到時間：7時00分至8時15分 

    (二)下午下班簽退時間：17時20分至17時35分 

  二、請假半日者：上午請假半日者，下午13時20分前上班簽到，17時20分後

下班簽退。下午請假半日者，依上午彈性上班之簽到時間，於上班滿4小

時後下班簽退。 

  三、按小時請假者：請假時間與上班時間合計需滿8小時，並應依實際到離辦

公處所次數及時間簽到退。 

 

柒、 勤惰管理： 

一、 請事、病、休、公假及因公外出人員，於上班時間內離校時，應辦妥職

務交代，以落實職務代理制度，並依規定簽退後始得離校；銷假上班時

亦應簽到以示到公。如因正當理由（如：火車、公車誤點…等等）致未

能正常簽到時，得檢附誤點文件證明，以書面陳述理由經單位主管陳校

長核准後，以正常出勤登記。 

二、 各項差假應事先至線上差勤系統辦理請假手續填妥差假單，經核准後始

得離開。但有急病或緊急事故，得由其同事或親友代辦並至遲於 3天內

補辦請假手續。未辦理差假手續而擅離職守或假期已滿仍未銷假，或請

假有虛偽情事者，均以曠職論。曠職者應扣除其曠職日數之薪給。 

三、 各行政人員差假之核准，陳校長核定後，送人事室登錄。 

四、 各單位因業務之需要於上班時間外出者，必須辦妥公出登記(不超過 4

小時)，登記欄位包含日期、職稱、姓名、起迄時間、前往地點、外出

事由，經權責單位主管核章後，始得離校。 

五、 屬員如連續缺勤且未辦理請假者，各單位主管應即查明原因簽處。 

六、 如因停電、網路斷訊或差勤系統故障致無法辦理線上簽到退時，到退勤

改以書面簽名方式辦理。 

 

捌、 加班管理： 

  一、加班補休請盡量利用寒暑假期間申請。 

  二、平日上班請維持三分之二人力，寒暑假上班請維持二分之一人力。 

  三、加班請事先提出申請，事後提出不予核准，加班時數每月不超過 20小時，

假日每日不超過 4小時，如有超過時數之需要，請單位主管備註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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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 為維護辦公紀律及提升行政效能，規範行政人員出勤及辦公秩序如下，違

反規定者，予以議處： 

一、 行政人員於學校規定出勤時間(含彈性時間)開始後到達者為遲到，下班

時間(含彈性時間)前離開者為早退；遲到、早退如未辦理請假手續者，

即視為曠職。 

二、 不得有代為簽到、退或其他非親自於校內簽到退之情事，違反者及託代

雙方均予以議處。各單位主管並依「行政院暨所屬各機關公務人員平時

考核要點」規定，確實執行考核職責。 

三、 嚴禁上班及午休時間飲酒。 

四、 嚴禁上班時間內擅離職守、從事與公務無關之行為及其他有礙辦公秩序

之情事。 

 

拾 、查勤措施： 

  一、凡奉派參加各項集會或活動，擅自不參加或中途無故退離者，以曠職論。 

  二、差勤管理單位每月至少不定期抽查員工出勤情形一次以上，並將結果列

入紀錄，未辦請假、公出無故不在勤或請假有虛偽情事者，均以曠職處

理。 

 

拾壹、本實施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於105年8月1日起實施，修正

時亦同。 

 

 

（十）主計室報告： 

1.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6 年 8 月 1 日臺教國署主字第 1060084491 號

函略以，教育部主管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校務基金民國 105年度附屬單位決

算業經審計部審核竣事。 

 

五、 主席結論： 

1. 開學在即，很多相關業務須做準備，請業務單位提早規劃。 

2. 請各科科主任於新生始業輔導時，加強宣導「選課」說明。 

3. 交換學生歡迎儀式訂於 8/29(週二)升旗典禮舉行。 

4. 新進教師研習(含代理教師)座談會，除各處室主任出席參加外，另請教師

會理事長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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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學校工程進行時，相對危險性提高，請各位提醒學生特別注意自身安全。 

6. 106學年度商業類技藝競賽執行工作小組任務細項，於第一次工作會議再

做詳細討論。 

7. 106學年度商業類技藝競賽須辦理招標項目，請列入行事曆。 

8. 請儘速確認均質化承辦教師，以利推動均質化業務。 

9. 鼓勵學校師生多多利用圖書館數位資源。 

10. 若校內有身體病弱之學生，請務必知會體育組；有情障之學生，請通

知導師。 

 

 

六、提案討論： 

【實習處】 

案由一：國立臺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106年度英語文能力證照獎勵辦法，提請

討論。（實習處應外科） 

說  明： 

  一、為執行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6年度辦理「提升高級中等學校學

生英語文教學成效實施計畫」-提升高級中等學校學生職場外語文能力

體驗課程學習活動計畫。 

  二、各項獎金發放需透過校內會議決議後始得申請。 

  三、本獎勵辦理僅適用本計畫。 

    四、餘內容請參考獎勵辦法。 

決  議：第“七”點，改成第“六”點，無異議照案通過。 

 

【人事室】 

案由一：有關修訂定本校行政人員雲端差勤實施要點肆之四及陸之一(一)，詳

如說明，請討論。 



 39 

說  明： 

(一) 本要點肆之四「進修學校行政人員」，修改為「進修部行政人員」。 

(二) 本要點陸之一(一) 「上午上班簽到時間：7 時 00 分至 8 時 15 分」，修改

為「上午上班簽到時間：6時 30分至 8時 15分」。 

決  議：無異議照案通過。 

 

 

國立臺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106 年度英語文能力證照獎勵辦法 
一、依據：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6年度「提升高級中等學校學生英語文教學成

效實施計畫」。 

二、目的： 

1. 鼓勵並補助學生報考全民英檢初級、中級、中高級檢定或是其他相關認

定的英語能力檢測（如：多益測驗），透過獎學金以強化學生考取證照

的動機。 

2. 配合本校「英語玩配音」、「英檢證照班」等計畫，加強學生英文聽、

說、讀、寫的能力，並提升檢定報考率與通過率。 

3. 配合學生升學考試，積極創造甄試加分機會，以順利考取理想之技職院

校。 

4. 透過補助英語文能力相關檢定部分報名費用，減輕經濟弱勢勤勉向學之

學生家庭經濟負擔。 

5. 因應知識經濟時代，加強學生英語能力，與國際接軌，提升競爭力。 

三、申請時間：  

1. 106學年度高一、高二及高三學生：106年 11月 20-24日填妥申請表並

檢附英檢證照、成績單影印本、學習心得，經英文任課老師簽名後，

繳交至應用外語科主任處，逾期、證明不符合、心得未繳皆不予受理。 

四、參加對象：本校全體學生。 

五、獎勵條件：  

1. 於 105年 11月 19日-106年 11月 19日期間，通過全民英檢高級複試，

並取得高級證書者，或相同等級之英語文檢定成績並取得證書者（如：

傳統多益測驗 880分以上），獎助金額 2,000元。 

2. 於 105年 11月 19日-106年 11月 19日期間，通過全民英檢中高級複試，

並取得中高級證書者，或相同等級之英語文檢定成績並取得證書者

（如：傳統多益測驗 750分以上），獎助金額 1,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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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於 105年 11月 19日-106年 11月 19日期間，通過全民英檢中級複試，

並取得中級證書者，或相同等級之英語文檢定成績並取得證書者（如：

傳統多益測驗 550分以上），獎助金額 1,000元。 

4. 於 105年 11月 19日-106年 11月 19日期間，非應外科學生通過全民英

檢初級複試，並取得初級證書者，或相同等級之英語文檢定成績並取得

證書者（如：傳統多益測驗 350分以上），獎助金額 200元。 

5. 因應經費執行，本獎勵僅限於 106年 11月 19日前取得成績證明者申請。 

6. 若同一申請人具備多種證照申請資格，則限以符合最高金額之條件提出

申請。 

7. 本計畫獎勵金額依申請人數及「提升高級中等學校學生英語文教學成效

實施計畫」106B-1經費編列，得調整各條件發放金額。 

七、本計畫經本校應外暨英文科教學研究會討論，經行政會報通過後實施，修

正亦同。 

 

 

七、臨時動議：無 

八、散會： 下午 16 時 45分 

記錄：                      總務主任： 

敬會： 

教務主任：                  學務主任： 

實習主任：                  主任教官： 

圖書館主任：                輔導主任： 

進修部主任：                人事主任： 

主計主任：                  秘書： 

校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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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南高商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重要行事曆(稿)106/8/08 

週 

次 

星            期 預    定    執    行    事    項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南商學生是負責、誠樸、最優質的禮貌青年！ 

預

備

週 

13 14 15 16 17 18 19 
學：8/17-18新生始業輔導、8/18性別平等教育影片欣賞、8/18新生健檢 

輔：8/18(暫)輔委會、家庭教育推動小組會議、 

進：8/18舊生返校、新生訓練 

一 20 21 22 23 24 25 26 

8/22期初校務會議(10:00) 

教：8/23開學、正式上課、8/23開學、正式上課、8/21-8/25各科期初教學研究會、8/24高一暑假作業考及高二複習考、 

8/23資源班新生始業輔導、8/24~9/1資源班新生晤談、8/23開放學生晚自修開始(討論室及第一會議室)  

學：友善校園週、交通安全宣導週、環境教育週、整潔比賽試評週、8/21體育教學設備檢整、 

      8/21全校教職員工研習、8/23環境大掃除(7:30-9:00)、導師時間(9:00-10:00) 、開學典禮(10:00)、第五節正式上課、 

      8/23班會、週會(學校學生環境教育影片「看見臺灣」欣賞--中正堂)、體育委員會會議、教室佈置競賽開始 

實：8/26全民英檢中級聽力及閱讀測驗、8/20-8/27 即測即評及發證印前製程丙級學術科測驗 

圖：8/23~28圖書館志工招募開始、讀者借閱排行榜開始 

輔：8/22全校教職員工研習13:30-15:30、8/21-9/15太陽教師招募、8/24線上輔導資料第三次查核並通知各班(全校)、8/25學生

線上輔導資料填寫第四次開放(全校)、8/25-8/31輔導義工團招募報名 

進：8/23期初學生事務會議暨各科教學研究會（16：30）、進修部開學典禮暨CPR+AED訓練（19：00）、8/23-9/8性教育標語競賽、

8/23-9/22性教育海報比賽、8/23-9/30性教育心橋寫作比賽 

空： 8/20空院註冊日，8/22加退選 

二 27 28 29 30 31 9/1 2 

教：8/28第八節輔導課開始 

學：性別平等教育週、高三校外教學(畢旅)招標事宜、8/30班會、週會(幹部訓練)、期初導師會議暨特定人員審查會議、 

一氧化碳講習(第六、七節--第一會議室) 、 教室佈置競賽開始、整潔秩序比賽開始、8/28運動校隊組訓 

實：8/28貿二、會二合作社校內實習開始、9/1全國技術士校內報名(印前製程乙級及會計事務乙丙級)‘ 

圖：8/30圖書股長幹部訓練、8/31分發一年級班級圖書、9/1分發二年級班級圖書、8/31~9/4志工面試 

輔：8/21-9/15太陽教師招募、8/30輔導股長訓練(第6節團諮室)、8/30雙週報一、8/30線上輔導資料第四次開放並通知班級導師

(全校)、8/31學生線上輔導資料填寫第五次開放(全校)、8/31學生線上輔導資料填寫(全校) 

進：8/30幹部訓練 

三 3 4 5 6 7 8 9 

學：交通安全宣導週、水域活動安全宣導週、肺結核防治教育週、 9/6班級迎新、班會、週會(社團招生暨成果展--中正堂)、9/7~9/8

社團選填開始、9/7健康促進委員會會議、9/8教儲委員會會議、9/8性別平等委員會會議 

圖：9/4圖書館志工面試、9/6圖書館志工大會、9/7~8圖書館志工上線實習  

輔：9/6-9/15輔導義工團面試 

進：9/7新生服裝套量、9/04-9/15舊生身高體重及視力測量 

四 10 11 12 13 14 15 16 

教：9/11~9/15重補修線上報名選課、9/16(六)臺南市106年語文競賽—原住民族語決賽-、 

9/17(日)臺南市106年語文競賽-全市文場決賽、9/11-12高三複習考 

學：環境教育週、防震教育週、9/12國家防災日避難演練第一次預演(早自修)、、9/13賃居生暨工讀生座談會(1230-1300)、 

9/13班會、週會(全校教職員工生環境教育講座--中正堂)  

實：9/12-9/18即測即評及發證第4梯次報名(電腦軟體應用乙丙級)、9/13下午財政部南區國稅局名人講座 

圖：9/11圖書館志工正式上線服勤、9/15~9/29「隨域而唵」吳嘉隆老師水彩速寫個展。 

輔：8/21-9/15太陽教師招募、9/13雙週報二、9/13高一憂鬱健檢(班會)、9/6-9/15輔導義工團面試 

進：9/13防震防災演習、9/14進修部新生體檢 

空：9/10第一次面授 

五 17 18 19 20 21 22 23 

教：9/18~9/22資源班考試服務申請、9/20綜職科、資源班新生IEP會議、親師座談會暨轉銜會議、 

9/22~9/27重補修繳費期限(未繳費則無法上重補修)、數學作業抽查 

學：防震教育週、9/20國家防災日避難演練第二次預演(早自修)、9/20班會、週會(高一、高三愛滋影片欣賞-教室)、高二學生實

彈射擊行前說明會(14:30-15:30愛滋影片欣賞+15:30-16:00實彈射擊行前說明會-中正堂)、9/21國家防災日避難演練(09:21)  

輔：9/18-9//30小豆苗調查、9/18心理師諮詢服務開始 

進：9/20教師節敬師活動、9/18-9/22性教育有獎徵答活動 

六 24 25 26 27 28 29 30 

9/30補上10/9(週一)之課程，該日第8節輔導課停課。 

教：9/24(日)臺南市語文競賽-南區武場決賽、9/25-9/ 27第1次段考、9/23-9/24教師假日駐點諮詢服務1 、9/30公布重補修名

單與上課教室 

學：服務學習週、9/27班會(不記名校園生活問卷普測)、9/27社團指導老師會議(13:30)、社團活動(一)、9/28社團改選、 

9/28班際拔河比賽開始 

實：  9/28-9/30商教會英文能力測驗報名 

進：9/25~27 (一~三) 第一次段考 

空： 9/24第二次面授 

七 
10/

1 
2 3 4 5 6 7 

10/4中秋節放假 

教：10/2起重補修開始上課(連續上6週)、英文作業抽查 

學：租稅教育週、1   

空： 10/1第三次面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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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 

次 

星            期 預    定    執    行    事    項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南商學生是負責、誠樸、最優質的禮貌青年！ 

八 8 9 10 11 12 13 14 

10/9(一)彈性放假，課程於9/30補課、10/10國慶日放假 

教：10/11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推動小組會議 

學：犯罪被害人保護週、10/11社團幹部會議(12:30)、班會、高二導師彈射擊行前說明會(1410)、社團活動(二) 、10/12實彈射擊 

實：10/14全民英檢初級聽力及閱讀測驗 

圖：10/12~10/25楊火炎師生書法聯展、10/14讀書會專刊123期出刊 

輔：10/11學生多元媒材研發社群課程1  

進：10/11高三升學說明會、高二班際排球比賽、高一情緒篩檢 

九 15 16 17 18 19 20 21 

教：10/16~10/20綜職科校外教學、10/16-20各科教學研究會暨教科書會議、 10/19(四)-10/20(五)高三第1次模擬考、 

10/21大學入學考試中心106學年度高中英語聽力測驗第一次考試 

學：健康促進週、法治教育週、10/19班會、週會(健康促進講座--中正堂） 

實： 10/16~10/20電腦技能基金會中英文數入及IT3等檢定報名 

輔：10/16-10/27高二興趣量表施測、10/18雙週報四、10/18學生多元媒材研發社群課程2(三節)、 

10/21(週六上午)家長日：親職教育講座、親師座談 

進：10/18高三班際排球比賽、高二興趣測驗、體檢異常說明及有獎徵答 

空：10/15第四次面授 

十 22 23 24 25 26 27 28 

教：10/25課程發展委員會、10/25(週三)校內語文競賽-文場(字音字形、作文、寫字)、 

學：家庭教育週、人權教育暨體育運動週、教室佈置競賽評分週、10/25班會、社團活動(三)、10/27下午施打流感疫苗(健康中心) 

實：10/28即測即評及發證電腦軟體應用乙丙級測驗開始 

進：10/25高一班際排球比賽 

空:10/22 第五次面授 

十

一 
29 30 31 

11/

1 
2 3 4 

教：學：愛滋病防治宣導週、 11/1班會、高一校歌比賽、環保暨保健(含性教育)繪畫比賽 

圖：10/31圖書館簡訊134期出刊、中午12時全國高級中學閱讀心得寫作比賽截稿、 

11/2~11/15風華藝趣－2017年許忠雄＆蕭琇琴油畫聯展 

輔：11/1雙週報五 

進：11/1戒菸講座 

空：10/29期中考(技專合併考) 

十

二 
5 6 7 8 9 10 11 

教：11/8學生教科書驗書、11/11-11/12教師假日駐點課業諮詢2、11/15特教研習（影片欣賞） 

學：品德教育週、11/8班會、社團活動(四) 、11/8捐血活動(南門停車場)、11/8運動會籌備 

實：11/5全國技術士第三梯次學科測試 

輔： 11/8學生多元媒材研發社群課程3 

進：11/8期中學生事務會議（16：30）、生命教育講座  

十

三 
12 13 14 15 16 17 18 

教：11/14-11/16第2次段考、11/17-11/23停課(因本校為106年度全國商業類科技藝競賽場地) 

學：多元學習週、11/15班會、週會(特教宣導：影片欣賞--教室) 

圖：11/15讀書會專刊124期出刊、11/15中午12時全國高級中學小論文寫作比賽截稿 

進：11/14 (二)~11/16 (四) 第 2次段考 

空:11/12 第六次面授(進行 106-2選課) 

技

藝

競

賽

停

課 

19 20 21 22 23 24 25 

教：11/17-11/23停課(因本校為106年度全國商業類科技藝競賽場地) 

學：永續教育週、配合全國商業類科技藝競賽活動 

實： 11/19第23屆商教會英文能力測驗、11/21-11/23  106年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商業類科學生技藝競賽 

空： 11/19第七次面授 

十

四 
26 27 28 29 30 

12/

1 
2 

教：11/27資源班高三身障生升大專院校徵試報名開始 

學：法治教育週、11/29班會、週會(東陽文教基金會交通安全才藝競賽-禮堂) 

圖：11/30圖書館簡訊135期出刊 

輔：11/29學生多元媒材研發社群課程4、11/29雙週報六 

十

五 
3 4 5 6 7 8 9 

教：國文作業抽查、12/4~12/8綜職科校外實作參訪 

學：心衛教育週、12/5高三校外教學(畢旅)行前說明會(中正堂)、12/6~12/8高三校外教學(畢旅) 

圖：12/7~12/20花情迎賓－梁香、彭瓊瑩、蘇寶珠、高慧珍聯展 

輔：12/8第101期輔導簡訊出刊 

空： 12/3第八次面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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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            期 預    定    執    行    事    項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南商學生是負責、誠樸、最優質的禮貌青年！ 

十

六 
10 11 12 13 14 15 16 

教：12/16大學入學考試中心106學年度高中英語聽力測驗第二次考試 

學：海洋教育週、12/13班會、週會(運動會預演)、12/14第八節停課(運動會場地佈置)、12/15慶祝創校96週年系列活動暨運動會、

12/16園遊會 

實：12/16電腦技能基金會中英文數入及IT3等檢定 

圖： 12/15讀書會專刊124期出刊 

輔：12/13雙週報七 

進：12/13校友返校座談 

空：12/10第九次面授 

十

七 
17 18 19 20 21 22 23 

教：12/19-(二)-12/20(三)高三第2次模擬考、高三寒假輔導課公告及調查 

學：愛滋病防治宣導週、12/18園遊會補假一天、12/20班會、社團活動(五)、12/22聖誕節活動(與社區幼兒園結合辦理) 

進：12/20性平教育演講 

十

八 
24 25 26 27 28 29 30 

學：親職教育週、12/27期末導師會議暨特定人員審查會議 (第六、七節--第一會議室)、 

實：12/27第6-7節高二英語說故事比賽 

圖：12/26借閱排行榜比賽截止、12/27回收一年級班級圖書、12/28回收二年級班級圖書、12/29圖書館簡訊136期出刊 

輔：12/27學生多元媒材研發社群課程5(三節)、12/27雙週報八 

進：12/27歲末歌唱比賽 

空：12/24第十次面授 辦理離校手續 

十

九 
31 1/1 2 3 4 5 6 

1/1元旦 

學：愛校服務週、1/3班會、社團活動(六) 、1/5心橋抽查 

圖：1/3~1/12黃小燕「蝶舞」創作展 

輔：1/3學生多元媒材研發社群課程6 

進：1/3期末學生事務會議（16：30） 

二

十 
7 8 9 10 11 12 13 

教：1/10綜職科、資源班期末IEP檢討會暨第二次期初IEP會議、1/14-15教師假日駐點課業諮詢3 

學：正向管教週、誠信教育週、1/10班會、社團活動(七)  

圖：1/8圖書館志工服務截止 

輔：1/12心理師諮詢服務結束 

空：1/7期末考(技專合併考) 

二

十

一 

14 15 16 17 18 19 20 
教：1/15本學期第八節輔導課最後一日、1/16-1/18期末考、1/19期末校務會議、1/19資源班學生IEP繳交 

學：藥物濫用抑制週、1/17班會、週會、1/19休業式 

進：1/15 (一)~1/18 (四) 期末考 

二

十

二 

21 22 23 24 25 26 27 
教：1/22(一)-1/24(三)先上2/12(一)-2/14(三)課程、 1/25-1/31高三暨廣一二寒假輔導課 

1/25-2/20寒假、1/26~1/27大學學科能力測驗考試 

進：1/22 -24 (一～三) 先上下學期 2/12-14（一～三）課程 

 28 29 30 31 2/1 2 3 教：1/29補考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2/15-2/20年假 

 

 18 19 20 21 22 23 24 2/21開學 

 25 26 27 28 3/1 3/2 3/3 2/26(一)-2/27(二)高三第3次模擬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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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南高商教職員參加各項會議研習公差公假之差旅費及課務標準 

       105年10月26日行政會報提案討論通過 

本標準及各處室權責審核：人事室審核假別，主計室審核差旅，教務處審核課務，派人業務單位提出相關說明。 

本標準由教務處、主計室及人事室共同提案，並自 105年 10月 26日起實施。 

 

 性質 參加人員及地區 假別 差旅費 課務 

一 
教育部或國教署辦理會議 

執行公務 

(一) 
指派人員參加(非屬台南下列地

區) 
公差 支差旅費 課務排代 

(二) 

指派人員參加(台南市中西區、東

區、北區、安平區、安南區、南

區、永康區及仁德區者) 

公假 不支差旅費 課務排代 

二 
主任組長行政相關會議(核發

研習時數) 

(一) 
指派人員參加(非屬台南下列地

區) 
公假 支交通費 課務排代 

(二) 

指派人員參加(台南市中西區、東

區、北區、安平區、安南區、南

區、永康區及仁德區者) 

公假 不支差旅費 課務排代 

三 

教育部或國教署主辦各項訓

練、講習、研習會、座談會、

研討會、檢討會、觀摩會、說

明會(核發研習時數)、升學招

生相關會議 

(一) 
指派人員參加(非屬台南下列地

區) 
公假 支交通費 課務排代 

(二) 

指派人員參加(台南市中西區、東

區、北區、安平區、安南區、南

區、永康區及仁德區者) 

公假 不支差旅費 課務排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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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指派人員參加(有人數限制者)，

歡迎踴躍自由報名參加 
公假 不支差旅費 課務自理 

四 

其他機關學校辦理各項訓

練、講習、研習會、座談會、

研討會、檢討會、觀摩會、說

明會(核發研習時數) 

 
指派人員參加 

歡迎踴躍自由報名參加 
公假 不支差旅費 課務自理 

五 赴公民營機構研習  每人每年核給1次往返交通費 公假 支交通費 課務自理 

六 
帶領學生參加教育部或國教

署主辦活動或比賽 

(一) 
指派人員參加(非屬台南下列地

區) 
公差 支差旅費 課務排代 

(二) 

指派人員參加(台南市中西區、東

區、北區、安平區、安南區、南

區、永康區及仁德區者) 

公假 不支差旅費 課務排代 

七 帶領學生參加高三畢業旅行  指派人員參加 公差 支差旅費 課務排代 

八 帶領學生參加高二打靶活動  指派人員參加 公假 不支差旅費 課務排代 

九 
帶領學生參加本校或其他機

關學校主辦活動或比賽 

(一) 
指派人員參加(非屬台南下列地

區) 
公假 支交通費 課務自理 

(二) 

指派人員參加(台南市中西區、東

區、北區、安平區、安南區、南

區、永康區及仁德區者) 

公假 不支差旅費 課務自理 

十 

領有承辦單位之工作費、出席

費、研究費、鐘點費、諮詢費…

等相關費用者，前往開會或研

 指派人員參加 公假 不支差旅費 課務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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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 

十

一 
支援台南市聯絡處相關業務 

(一) 
指派人員參加(非屬台南下列地

區) 
公假 支交通費 課務自理 

(二) 

指派人員參加(台南市中西區、東

區、北區、安平區、安南區、南

區、永康區及仁德區者) 

公假 不支差旅費 課務自理 

十

二 
參加專案計畫各項會議活動  指派人員參加 公差 

支差旅費 

(由該計畫項下支) 
課務自理 

十

三 
專題製作競賽或觀摩會 

(一) 
指派人員參加(非屬台南下列地

區) 
公假 

支交通費 

(每年9次為上限 

由實習處控管) 

課務自理 

(二) 

指派人員參加(台南市中西區、東

區、北區、安平區、安南區、南

區、永康區及仁德區者) 

公假 不支差旅費 課務自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