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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期末校務會議紀錄 

壹、  時間：中華民國 108 年 6 月 28 日(星期五)上午 10:00 

貳、 地點：本校明德樓 4 樓視聽教室 

參、 主席：黃校長耀寬                           紀錄：周柔彣 

肆、 出席：如簽到單 

伍、 頒獎：頒發認輔老師感謝狀 

陸、 主席致詞： 

一、 新進同仁介紹：主計室蔡琴英主任、總務處庶務組曾冠燕組長、教務處

陳佩彣書記、學務處校安人力吳昀臻小姐。 

二、 今年校務評鑑榮獲優等獎，感謝全校全體師生之努力。 

三、 今年高三畢業生升學成績非常傑出，外語群、餐旅群榮獲榜首，另外商

管群全國第三名與餐旅群全國第二名亦落南商，非常感謝全體任課老

師、導師與科主任的努力。 

四、 本校通過 110年新興工程案—興建實習大樓。總務處將成立工作小組邀

請本校相關老師、學生代表等擔任委員，屆此請各位協助幫忙。 

柒、 報告上次會議裁示事項執行情形： 

決議事項 負責處室 提出日期 執行情形 

通過本校 107 學年第 2 學期行事曆。 教務處 108.1.18 修正後通過並 

公告周知 

通過訂定「國立臺南高級商業職業學

校建置學生學習歷程檔案作業要點補

充規定」。 

教務處 108.1.18 修正後通過並依

照規定實施 

通過修訂本校性平相關法規四件。 學務處 

 

108.1.18 修改後照案通

過，若運作過程中

有窒礙難行之處

再提出討論修正。 

通過訂定「國立臺南高級商業職業學

校學生社團活動補充規定」 

學務處 

 

108.1.18 照案通過並執

行，有疑義時再提

出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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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國立臺南高商學生申訴評議委員

會組織及運作要點 

輔導處 108.1.18 修正後通過並依

照要點實施 

通過訂定「國立臺南高級商業職業學

校校務發展委員會設置要點」 

秘書室 108.1.18 通過並依照要點

實施 

通過訂定「國立台南高級商業職業學

校校務發展計畫」(107學年度-111學

年度) 

秘書室 108.1.18 通過並依照計畫

實施 

通過修訂「國立臺南高級商業職業學

校課程發展委員會組織要點」 

教務處 108.1.18 通過並依照要點

實施 

捌、 各處室報告： 

一、 教務處 

（一）本學年感謝各位教師在調代課方面的支援，以及支持教學組各項業務推

動，深感於心！提醒老師們如要請假（公差、婚喪、病假三日以上…），

請提早告知教學組，並於三日前完成請假程序，謝謝您！ 

（二）108學年度有意參加教師專業發展各階段(初階、進階、教學輔導教師)

回饋人才培訓同仁請至教學組找貴芬登記，若有相關實體研習課程才可

通知老師。 

（三）應於 107學年度完成公開觀課同仁，請於 6/28前將完成觀課之相關紙本

表件(包含自評表、教學觀察表、教學檔案評量表、綜合報告表等)送至

教學組，相關表件可至本校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網站下載。 

（四）108學年度若有固定公假進修或公務需求不排課者，請於 7/19（週五）

前，提出相關證明以為依據。 

（五）本學期暑期輔導課 7/15(週一)至 8/9(週五)，為期四週，上課時請多費

心指導學生，感謝各位教師授課的辛勞。暑輔課表已於 6/20(週四)發放

且上傳至本校線上查詢系統，若要調動請於 6/24(週一)下午 17:20前至

教學組完成畫記，教學組預計於 6/26(週三)將暑期課表發放給任課教師

及各班級，再次感謝教師同仁們的辛勤付出。 

（六）108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8節輔導課費用將併入學期初代收代辦費項下繳

交，不另製繳費單。(寒暑輔則如往例，製發繳費單)。升高二、高三學

生將於暑輔期間調查，高一新生於新生始業輔導期間調查。感謝各班導

師先生協助調查事宜。 

（七）高二複習考與高一暑假作業考訂於 9/2(週一)舉行，彙整各科考試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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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預計於 7月(暑輔期間)公告考程表及考試範圍。 

（八）108學年度高三模擬考、複習考考試日期如下： 

  請鼓勵高三學生提早準備以爭取如願成績！ 

次別 考試日程 

9月複習考 108年 9月 10日(週二)至 9月 11日(週三) 

第一次 108年 10月 21日(週一)至 10月 22日(週二) 

第二次 108年 12月 19日(週四)至 12月 20日(週五) 

第三次 109年 2月 17日(週一)至 2月 18日(週二) 

第四次 109年 3月 17日(週二)至 3月 18日(週三) 

第五次 109年 4月 9日(週四)至 4月 10日(週五) 

 
(九)108學年度多元選修、彈性課程、數學適性分組教學及各科預定共同備課

時間如下： 

  

星期 

節次 
一 二 三 四 五 

1  

應一甲日文 

(嘉藥外師) 

廣二甲生活英文 

(外師協同) 

 

應二甲英語

聽講練習 

(外師協同) 

 

應三甲英語聽講進階 

貿二甲生活英文 

(外師協同) 

2 

會二甲生活英文 

(外師協同) 

商二甲、商二乙 

貿二丁 

多元選修 

應一甲日文 

(嘉藥外師) 

廣二乙生活英文 

(外師協同) 

 

 

應二甲英語

聽講練習 

(外師協同) 

商二甲生活英文 

(外師協同) 

應三甲英語聽講進階 

貿二乙生活英文 

(外師協同) 

3 

觀二甲生活英文 

(外師協同) 

商二丙、貿二乙、貿

二丙 

多元選修 

 

應一乙日文 

(嘉藥外師) 

資二甲 

生活英文 

(外師協同) 

應二乙、觀二乙多元

選修 

特教科共同備課時間 

應二乙英語

聽講練習 

(外師協同) 

商二乙生活英文 

(外師協同)  

觀光科共同備課時

間 

應三乙英語聽講進階 

 

貿二丙生活英文 

(外師協同) 

社會科共同備課時間 

 

4 

觀二乙生活英文 

(外師協同) 

 

廣二甲、廣二乙、資

二乙、會二甲 

多元選修 

應一乙日文 

(嘉藥外師) 

資二乙生活英文 

(外師協同) 

應二甲、觀二甲多元

選修 

特教科共同備課時間 

應二乙英語

聽講練習 

(外師協同) 

高一彈性學

習時間 

商二丙生活英文 

(外師協同) 

觀光科共同備課時

間 

 

應三乙英語聽講進階 

貿二丁生活英文 

(外師協同) 

社會科共同備課時間 

藝能科共同備課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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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 

節次 
一 二 三 四 五 

5 

廣一數學適性分組 

商會貿資科共同備課

時間 

應外及英文科共同備

課時間 

 

班會 

應一數學適性分組 

 

國文科共同備課時

間 

 

 

數學科、自然科共同備

課時間 

廣設科共同備課時間 

廣三甲、廣三乙、資三

乙、會三甲 

多元選修 

 

應三甲、觀三甲多元選

修 

6 

廣一數學適性分組 

商會貿資科共同備

課時間 

 

廣一數學適性分組 

應外及英文科共同備

課時間 

 

 社團活動 

應一數學適性分組 

 

國文科共同備課時

間 

 

 

數學科、自然科共同

備課時間 

 

廣設科共同備課時間 

應三乙、觀三乙 

商三甲、商三丙、貿

三丁多元選修 

7  
應一數學適性分組 

 
 

商三乙、貿三乙、貿

三丙 

多元選修 

（十）本學期之學期及期末考成績繳交截止日期為 7/1(一)，請各位老師於時間

內上網登錄「期末考成績」及「學期成績」，並將紙本(B4 大小)擲交至

註冊組，感謝各位老師的協助幫忙。 

（十一）補考名單預計 7/4(四)公告於學校首頁及教務處外之公佈欄，請學生自

行上網查閱，不另行寄發書面補考通知，補考日期為 7/8(一)舉行。全

校性補考以必修且列入期末考考試的科目為主；選修科目及未列入期末

考考試的科目原則上請老師於繳交學期成績之前自行補考。 

（十二）108 學年度四技二專甄選入學正備取結果於 7/3(三)公布，錄取學生於

7/3(三)~7/6(四)選填志願，7/10(三)統一放榜；日間部聯合登記分發於

7/10(三)當天 9:00~17:00 開放集體報名(到校繳費)，7/25(四)~7/30(二)

網路選填志願，8/6(二)錄取公告。 

（十三）108 學年度將辦理特色招生續招，資料處理科預計招收 11 名。7/1(一)

至 7/10(三)受理報名，7/11(四)上午考試，7/11(四)下午放榜，7/12(五)

統一報到。 

（十四）108 學年度本校新生將於 7/12(五)統一報到，各入學管道招收新生數

如下：技優甄審入學 20 名、特色招生 184 名(含 183 名一般生、1 名特

殊生，尚未含續招名額)、運動績優 4 名、適性輔導安置(資源班)13 名、

綜合職能科 13 名、免試入學預計 357 名(含特殊生外加名額 7 名)。 

（十五）請有向設備組借用設備之同仁，於 7/5(週五)前將所借用之設備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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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若因教學需求要繼續借用，也請至設備組辦理續借。 

（十六）轉知 TANet 臺南區網維護事項：因臺南區網預計於今年 8 月 12 日至

18日間，擇一日進行連線單位(含本校)線路移轉工程。移轉期間，本校

網路將至少中斷 30分鐘以上。 

（十七）若各教師辦公室之電腦設備故障，請至學校首頁點選【校務系統/維

修通報系統】，以各辦公室共用之帳號(詳列如下表)登入，選取右上方

之【我要報修】後，詳細登錄故障資訊-含姓名、e-mail、地點、項目、

故障描述 (附照片尤佳)...等，資訊廠商將會依登錄資料於三日內前往

查修。 

（十八）各辦公室共用帳號： 

辦公室 帳號 密碼 

導一 teacher1 

a1234567 

導二 teacher2 

導三 teacher3 

導 A teachera 

專任 teacher 

（十九）上述故障電腦之維修，以學校財產為限，若須付費維修，須在學校維

護額度許可下，循正式行政程序經首長核可後，方可進行維修。 

（二十）本校「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總體課程計畫書（108 學年度入學學生適

用）」已完成教育部核備(108 年 6 月 18 日)。全國高級中等學校課程計

畫平台可供查詢，並另公告於本校首頁連結。 

（二十一）群科優化實作經費補助通過核定 600 萬；預計建置多功能教室與簡

報教室各 1 間(原討論室 1、2)。 

（二十二）108 學年度入學新生依規定將逐年收集學習歷程相關資料，未來各

項資料收集請各位老師協助幫忙： 

 諮詢輔導紀錄：生涯規劃、課程諮詢教師。 

 課程學習成果：專題實作、有採計學分課程任課教師。 

 多元表現：各教學研究會(科務會議)討論決議加強取得證照、檢定之課

程教師、彈性學習任課教師、社團指導老師、導師。 

 自傳(學習歷程自述、讀書計畫)：輔導處、高三國文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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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務處 

（一）學務處非常感謝教官室、導師等所有同仁這一年來的對學生事務的付出

與辛勞，深深感謝！ 

（二）因應多元選修課程需要，本校線上點名系統升級，新線上點名系統使用，

從 7/15輔導課開始。 

（三）本校暑期學生服務學習活動數場：貿一丙「英語鬧生活-南興國小夏令

營」，日期：7/10~7/12，商二乙「HYGGE!立人國小夏季營隊」，日期：

7/10~7/12、應二甲「Go Further文化國小夏季營隊」，日期：8/12~8/14，

地點為各國小。另 7/13、14班聯會參與世界展望會飢餓三十活動(高雄

巨蛋)。 

（四）活動暑假社團成果發表會，場場精彩：7/21、22街演社 22校聯合舞展(台

南市文化中心)、7/27吉他社暑期成果發表(臺南文化創意產業園區-漂丿

白鷺 Live House)、8/3國樂社四校聯合音樂會(成功大學成功廳)、8/3

熱舞社第十五屆獨立舞展(本校中正堂)、8/17 話劇社南商南女聯合公演

(本校中正堂)、8/22熱音社暑期成果發表(本校中正堂)，歡迎同仁到場

觀賞！ 

（五）本校 108學年度新生始業輔導活動預計 108年 8月 22、23日(星期四、

五)舉行，請新生導師、各處室同仁予以協助。 

（六）108學年的教育儲蓄戶申請已公告，若班上有經濟困難的同學，請同仁協

助學生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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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新學期交通糾察隊、整潔及秩序評分員等會陸續調查，請老師鼓勵學生

參加，為公共服務，更是一種服務學習的展現。 

（八）本學年暑期輔導放學及校園開放時間如下： 

1.高一升高二：1505時放學 

2.高二升高三；1600時放學 

3.暑假校園開放時間至 1800時止 

（九）本學期獎懲建議表請各位老師於學期結束前，送至生輔組，以利後續作

業。德行評量系統開放至 6/28(五)，請導師在期限前，線上填寫完畢。 

（十）若同學有特殊狀況且符合急難慰問金申請資格者，請提醒其備妥相關資

料至生輔組申請，以協助學生可安心就學。 

（十一）請協助提醒同學妥善保管個人錢財及貴重物品，離開教室時務必將所

有門窗上鎖；如有見到疑似非本校人員，請立刻向前詢問並通知教官。

感謝全校師生一同把關校園安全。 

（十二）六月起至暑輔結束，由一、二年級分攤高三掃區，各班打掃區域為「原

掃區+新掃區」，惠請各班導師指導班級整潔活動。 

（十三）各班學生若有病假情況，請導師聯絡確認時詢問就診狀況，若有確診

「流感、腸病毒、登革熱」請一定要告知健康中心，進行班級衛教及消

毒，並請生病學生自備口罩配戴。 

（十四）若學生有發燒情況，建議在(返)家休息以避免狀況惡化。因流感引起

之發燒，建議燒退後 24小時之後再返校上課。 

（十五）本市環保局近期加強資源回收物稽查，請導師指導班上回收人力分

配，亦請各處室同仁注意分類，落實「平日分類，定期回收」。 

（十六）請各位老師師鼓勵同學平時保持運動的習慣，有助於專注時間的延

長、提升學習的效果，減少憂鬱的發生。 

（十七）暑假將至，學生參與水上活動的機會增加，相對也增加溺水的風險，

因此請各位導師於放假前協助宣導水上活動安全教育，請學生從事水域

活動時，一定要選擇安全並有救生員的地點，切勿靠近危險區域，並提

醒同學勿逞強或冒險救人，以免發生意外。 

三、總務處 

(一)已完成工作：中正樓頂樓防水、圖書館社區共讀站、操場旁大廁所、全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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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室與部分辦公室更換 LED燈具、教師辦公室 OA整建、六藝多功能教學

活化工程、語言學習多功能教室活化工程、各項勞務與財務採購(不計其

數......) 

(二)規劃與進行中：健康路個人職務宿舍(原校長宿舍)、改善教學學習環境工

程一、二期、管樂社社團空間、自主學習空間、資訊館門窗與防水工程、

2F會議室重整改善、南側校地道路與大溝修整、光電風雨球場、全校電力

監控、新建實習大樓。 

(三)綜合體育館興建工程現況：需與台電、台水、電信、汙水等接管，但目前

因限於水交社 40M計畫道路開闢工期，恐怕將延至年底才能啟用。空調部

分近期會先以調用發電機完成測試驗收，公共藝術目前則將報告書送交文

化局審查。 

(四)學生課桌椅損壞情形多，特別是塑膠桌面龜裂，在正常使用下，應不至於

如此，但學生常愛坐或站上去桌面，因而損壞，每張桌面更換，需要 530

元左右，整班或整年級換裝費用相當驚人，敬請各位夥伴於課堂上多多宣

導愛惜公物。 

(五)請各位老師自行至會客室取平信(鑰匙在文書組)，文書組於每學期末清空

一次。 

(六)如需付款包裹、郵件寄至學校者，請同仁事先告知、委託，避免遇到詐騙

集團。 

 

四、實習處 

（一）107 學年度暑假教師赴公民營機構本校申請通過 1 件，擬於 108 年 07 月

01 日(星期一)至 07 月 10 日(星期三)辦理休閒渡假飯店經營技巧與解說

導覽實務，地點：墾丁統一渡假村。 

（二）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108學年度商業類學生技藝競賽訂於 108年 12月 3日

(星期二)至 12月 5日(星期四)，地點：中壢高商及永平工商，參賽的職

種計有: 

網頁設計、程式設計、文書處理、電腦繪圖、商業廣告、商業簡報、餐

飲服務、職場英文、會計資訊等九個職種。 

（三）108年度在校生商業類專案檢定相關測試工作皆已完成，目前僅剩新營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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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市服務術科尚未辦理，預訂於 108/7/4 辦理，完成後即著手製證及經

費結報相關工作。辦理相關時程如下： 

(1)商業類科學科測試：108/5/25上午 

(2)會計人工術科測試：108/5/25下午 

(3)視覺傳達術科測試：108/5/11下午 

(4)會計資訊術科測試：108/6/15,16,22,23,29 

(5)網頁設計術科測試：108/6/15 

(6)門市服務術科測試：108/6/15,16,22,23,29 

（四）108年度即測即評及發證第 2梯訂於 108年 7月 15日開考，計辦理 5項

職類 

(1)網頁設計：7月 20、21日。 

(2)中餐烹調－葷食：7月 18、19、20、21日。 

(3)會計事務-資訊項，辦理時間自 7月 17、18、19、24、25、26日。 

(4)電腦軟體應用：7月 22、23日。 

(5)印前製程-圖文組版：7月 15、16日。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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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級檢定，以

協助有意取得上述證照學生應檢。 

（六）國教署委託本校辦理「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8年度建教生勞動人

權及勞動權益宣導計畫」工作進度如下： 

(1)宣導手冊將於 7月中旬發送各建教合作學校。 

(2)宣傳微電影拍攝。 

(3)宣傳網站建立 

(七)本校於 107學年度承辦多項教育部委託活動，獲得國教署多項補助經費改

善本校教學環境設備，因部分補助款動工會影響學生學生，均調整於暑

假期間施作，相關改善如下 

(1)一年級教室地板翻修． 

(2)三年級教室門板更換 

(3)商管群門市專業教室改善 

(八)本校承辦國教署 108年度校園職業安全衛生業務，已於 108年 5月及 6月

進行全台北中南東分區校園職業安全諮詢輔導，將於 9月及 10月進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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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及第四梯次的諮詢輔導。 

(九)新住民子女職能增強計畫將於 7月底執行完畢，訪視委員及本校學生對本

項計畫多表肯定，感謝相關處室協助。 

(十)基於安全考量，各專業教室未經許可不得進入，若需使用請於三天前填寫

教室借用申請單，經核可後始得使用，另請借用教師務請隨班輔導(含中

午時段)。 

(十一)各專業教室使用記錄表已放置各教室，請於使用後填寫相關記錄，並請

負責人當堂課後繳回至實習處，以瞭解各專業教室使用狀況。 

(十二)配合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本校已於 107年度成立職業安全委員會，將

依相關規定執行校園職業安全衛生工作，以維護校園從業人員之安全。 

 

五、圖書館 

1.本學期獲得「最美共讀站」評選初審入圍，10萬元補助獎勵。 

本學期獲得「新住民子女國際文化參訪活動」核定補助 54萬元。 

2.本學期執行國教署補助計畫 

(1)充實英語圖書資料 6萬元。 

 (2)自主學習空間 190萬元。 

 (3)優質化主題書籍 8萬 8千元。 

   3.其他 

 (1)一、二樓書庫分流編目作業完成。 

 (2)三樓書庫停止借還書，二樓書庫預計九月開放，即日起借還書一律在

一樓共讀站櫃台。 

 (3)已申請鴻海基金會公益捐贈「人工智慧導論」76 本作為資訊教育課程

及 108課綱彈性教材。 

  <附註>上述教材還搭配 Fácil 線上教學平台、師資培訓課程、高中營

隊等配套教育方案， 以發揮教材的最大功用： 

         1.《人工智慧導論》線上教學互動影音平台 Fácil  

         人工智慧導論開放式線上課程 Fácil 提供華文世界對 AI 有興趣的

民眾，都可免費學習，讓全球華文世界能夠過網路來學習人工智慧

導論，及相對應需要的數學、機率等課程。邀請感興趣的師生朋友

們 點 選 以 下 的 連 結 註 冊  Fácil 平 台 帳 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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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facil.app/login?orgUri=foxconnai 

2.《人工智慧導論》互動平台，實際動手操作體驗人工智慧 

人工智慧互動平台提供圖像辨識、自然語言處理、創作 AI、語音辨

識、知識發現等書中各章節相關人工智慧技術的操作功能，讓讀者

能避開艱深的程式碼體驗人工智慧如何在我們日常生活中扮演角

色 。 請 點 擊 以 下 網 址 進 行 體 驗 吧 ：

https://ai.foxconn.com/textbook/interactive   

  (4)本學期閱讀心得比賽得獎名單如下，感謝老師殷勤指導 

 

 

 

 

 

 

 

  

 

 

  

(5)本學期小論文得獎名單如下，感謝老師殷勤指導 

 

 

 

 

 

 

 

 

 

 

 

 

一 國際貿易科 甲 鄭如喬 赤子之心-水問閱讀心得 水問 黃秀印、王敘云

一 應用外語科 甲 王郁欣 《為了活下去》讀後感—像羽毛一樣的命運 為了活下去:脫北女孩朴研美

二 國際貿易 丙 王亞萍 解憂雜貨店 解憂雜貨店

二 商業經營科 商二丙 黃啾 在我們忘記之前 在我們忘記之前 許芳玉

二 應外科 應二甲 蔡寬容 The reading review of Percy Jackson and the Battle of the Labyrinth 波西傑克森:迷宮戰場 翁玫玲、鄭國豐

二 商 丙 許家綺 十二夢 十二夢 許芳玉

二 商業經營 丙 王心郁 青春第二課 青春第二課

二 國貿 丙 楊鎧鴻 每個人都值得一個偉大的自己 西蒙和他的出櫃日誌

二 國際貿易 貿二丁 劉詠淇 受用一生的陽光態度 受用一生的陽光態度

二 觀光事業科 甲 高湘寧 在咖啡冷掉之前 在咖啡冷掉之前

一 國際貿易 甲 陳立軒 橋-讀後心得 橋:走近王金平

二 商業經營 丙 石聿庭 在我們忘記之前 在我們忘記之前 許芳玉

二 國貿科 貿二甲 葉品妡 乳酪不見了?-閱讀心得 誰搬走了我的乳酪?

二 國際貿易 丙 陳奕璇 你的善良必須有點鋒芒
你的善良必須有點鋒芒：36則讓你有態度、不

委曲，深諳世故卻不世故的世道智慧 許芳玉

二 商業經營 丙 戴宇涵 解憂雜貨店 解憂雜貨店 許芳玉

二 國際貿易科 丙 莊婕宜 人生的第六弄 六弄咖啡館 許芳玉

二 觀光事業科 觀二乙 李宥驊 那些再與你無關的幸福 那些再與你無關的幸福 陳佳琳

年級科別 班級 作者姓名 作品標題 作品類別 指導老師 投稿日期 得獎名次

二 觀光事業科 甲 黃舒婷、施念妤 EAT 「 騎」「影」食 ，「 I 」府城 觀光餐旅 陳珮真 2019-03-31 特優

二 觀光事業科 觀二甲 黃雅萱、蔡佩真、賴歆嵐 餅持古早幸腐味（臭豆腐蛋餅） 觀光餐旅 陳珮真 2019-03-31 優等

三 應用外語 乙 曾于芳、徐子淇、李珮熏 A Study on American Dramas 英文寫作 蔡宜庭 2019-03-29 優等

二 觀光事業科 觀二乙 蔡欣霓、許嘉云、黃雅亭 「壽」「異」良多-現代人的維他命C 觀光餐旅 李怡陵、陳佳琳 2019-03-28 優等

二 商業經營科 商二乙 林柏宇、廖振幃、洪煒竣 亡紅？網紅？深度大解密—以台南青少年為例 商業類 王雪薰 2019-03-21 優等

三 應用外語科 乙 林邑璇、吳宛瞳、陳冠吟 A Research on Four Matchmaker Temples in Tainan 英文寫作 蔡宜庭 2019-03-04 優等

二 國際貿易科 甲 陳奕安、蘇品瑜、謝婷茵 「東」山再起-東州黑蛋奶舖up up !!! 商業類 陳雅婷 2019-03-31 甲等

二 觀光事業科 甲班 黃美薇、陳巧芸 「單」行道「遊」你真好 觀光餐旅 陳珮真老師 2019-03-31 甲等

三 觀光事業科 甲班 黃韻庭、張蓮吟、王柔珺 「餃」出Dum葡lings！ 觀光餐旅 張芳慈 2019-03-30 甲等

三 應用外語科 甲 黃怡臻、沈卲娗、蔡幸岑 Road Running 英文寫作 黃婉菁 2019-03-29 甲等

二 觀光事業科 乙班 雍沂陵、吳妮晏、翁雅玲 旅遊小幫手－KKday讓自由行更簡單 觀光餐旅 李怡陵老師、陳佳琳老師 2019-03-28 甲等

二 觀光事業科 乙 李宥驊、黃翊真、許晏瑜 “街”你藝起遊海安 觀光餐旅 陳佳琳、李怡陵 2019-03-28 甲等

二 觀光事業科 觀二乙 陳沛妤、王恩慈 「園」「園」不絕 觀光餐旅 李怡陵、陳佳琳 2019-03-28 甲等

三 觀光科 觀三甲 郭秉鑫、蔡念翰、張康群 老屋酒吧為消費者所帶的感受體驗-以Taikoo酒吧為例 觀光餐旅 張芳慈 2019-03-28 甲等

三 觀光科 觀三乙 黃子睿、方濬柏、黃敬堯 飲料業的「機械」公敵 觀光餐旅 蔡宜紋、李怡陵 2019-03-28 甲等

二 進修部觀光事業科二年甲班 張愷庭、吳欣育 「蓮」年「玉」壽 觀光餐旅 李怡陵 2019-03-28 甲等

二 進修部觀光事業科二年甲班 高文傑、李囿臻、張淑玲 「球」好心「茄」 觀光餐旅 李怡陵 2019-03-27 甲等

二 商業經營科 商二乙 吳韋賢、潘育靖、薛至斌 背包客青旅結合二手書店的行銷策略之探討 商業類 王雪薰 2019-03-21 甲等

二 商業經營科 乙 黃姿涵、陳佩筠 紙本書與電子書之差異比較 文學類 王雪薰 2019-03-21 甲等

二 商業經營科 乙 鄭蒨愉、莊靖葳 一「客」千金 ── 客製化商機的探討 商業類 王雪薰 2019-03-20 甲等

二 國際貿易科 甲 奚珮瑜、王帷宸、莊鎔璞 夾縫中求生存－探究双生品牌特色及定位 商業類 陳雅婷 2019-03-19 甲等

二 商業經營 乙 陳羿君、康如葳 襲捲台南的黑糖波霸風潮 商業類 王雪薰 2019-03-16 甲等

三 應用外語 乙 吳逸萱、施紹薇、劉恩妮 How the Paperless Classroom Revolutionize Your Teaching and Learning 英文寫作 蔡宜庭 2019-03-11 甲等

https://www.facil.app/login?orgUri=foxconnai
https://ai.foxconn.com/textbook/intera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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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07學年度第二學期南商藝廊展訊 

六、輔導處 

（一）107學年度模擬面試辦理情形 

類群 規劃場次 報名人數 出席人數 出席率 

設計群 1 20 14 0.7 

人文社會與語文群 1 8 5 0.63 

商管群 A 

3 

13 10 0.77 

商管群 B 18 7 0.39 

商管群 C 12 8 0.67 

休閒餐旅群 1 15 12 0.8 

教授現場諮詢 A 
2 

 

5 

 教室現場諮詢 B 7 

總計 
6場 86人 

56人(不含諮

詢) 

0.65(不含諮

詢) 

 

（二）107-2個別諮商輔導工作統計 482人次/107人 

 問題類別 轉介來源 處理方式 

1 人際關係 23.7% 主動來談 50.2% 個別諮商 54.4% 

2 情緒困擾 21% 教師轉介 32.4% 諮詢 38.6% 

3 疑似精神疾病 約談 15.8% 個案會議 3.1% 

檔次 展出日期 展出單位(個人) 展覽名稱 

1 2/14~2/27 善化藝術學會 善畫彩宴-善化藝術學會會員聯展 

2 3/12~3/22 邱蕙琳老師 遮蔽的狀態展 

3 4/6~4/21 春天畫會 春天畫會會員聯展 

4 5/3~5/23 台南應用科大 台南應用科大畢業展 

5 6/10~6/23 青溪新文藝學會 108年青溪美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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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4 家庭關係 12.2% 家長轉介 0.8% 轉介 2.1% 

5 生涯規劃 8.3% 其他 0.8% 家族治療 1.5% 

6 感情問題 6.4%  家訪陪診 0.3% 

7 性騷性侵 4.4%   

8 缺曠違規 4.4%   

9 學業適應 3.9%   

10 其他 1.6%   

11 師生關係 1%   

 

（三）本學期辦理教師研習列表，共 7場 

序號 時間 主題 講師 

1 03/31(日)8-12 
家庭教育 親子共遊研習 

【國高中青少年梯次】 

許永清老師 

方柏舜老師 

2 4/17(三)2-4 遊戲媒材在班級經營的運用 
台南大學  

吳麗雲教授 

3 5/6(一)2-4 自我身體意象個案研究 邱敏麗諮商師 

4 05/08(三)2-4 
東方禪繞文化研究(禪繞畫進

階)研習 
陳玉珍老師 

5 05/10(五)10-12 
療心卡在班級經營與晤談的應

用 
卓君柔心理師 

6 6/17(一)2-4 精神疾患個案研究督導 鄭皓仁院長 

7 06/21(五)9-12 
教職員家庭教育研習- 

家庭飾品創作研習 
翁瑞崇老師 

 

（四）學生各項輔導活動(升學、生涯、社區服務、個人探索)共 17場以上 

序

號 

時間 主題 

1 2/20(三) 輔導股長訓練 

2 2/27(三) 申請入學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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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20(三) 申請入學書審面試講座 

 4/10(三) 穩定就學皮革達人職涯分享 

4 4/10(三) 穩定就學多元探索密室逃脫體驗 

5 4/10 (三) 申請入學模擬面試 

6 4/16(二) 104職涯世界入班分享 

7 5/1-5/31 優良書審範本觀摩展 

8 5/7(二) 個人書審面試指導專題講座 

9 5/15(三) 禮儀師-職涯專題分享講座 

10 5/16(四) 高三古都探索小旅行 

11 5/20-5/24 六場技專校院介紹 

12 5/31(五) 高三社區服務學習-淨灘體驗 

13 6/2(日) 2019臺南市高中職桌遊設計聯展 

14 6/5(三) 穩定就學多元探索烙畫藝術體驗 

15 6/5(三) 賴氏人格測驗施測及解釋 

16 6/12(三) 高三模擬面試 

17 6/12(三) 學生桌研社群實地參訪 

 全學期 學生桌研社群 

 全學期 心坎社 

 

（五）8/28(三)辦理教職員工輔導知能研習「校園自傷自殺之辨識與處遇」，邀

請台南市學諮中心沈惠娟主任蒞校演講，敬請撥空出席。 

（六）高二、高三學生線上輔導資料更新，訂於 8月 7日起至開學日期間進行，

請導師配合提醒督促，高一學生配合註冊組填寫新生資料進行，填報過程若

有任何問題，請直接向輔導處反應，若基本資料有誤，請同學洽教務處協助

修改。 

（七）請本學年有媒合關懷學生的認輔教師，7/1前記得將晤談紀錄表交回給陳

奕良老師，或電聯分機 563。 

 

七、進修部 

（一）這學期來感謝各處室同仁的協助與幫忙，使進修部各項業務得以順利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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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也感謝進修部辦公室同仁及老師們，謝謝您的幫忙、付出，再次感

謝。 

（二）進修部暑假第一次返校 7/4（四），第二次返校及新生始業輔導 8/23

（五）。 

（三）進修部暑假學生補考日期第一次 7/10（二），第二次 7/17（三）。 

（四）進修部新生入學管道有兩種方式: 

(1)應屆國中畢(結)業生參加臺南區免試入學分發進修部各科，或報名進

修部免試續招，即日起至 8/22(四)中午 12:00止，下午上傳免試續招

名單到心測中心。 

(2)非應屆國中畢(結)業生或國中補校畢(結)業生報名進修部單獨免試

入學。 

即日起開始報名至 8/29(進修部招生簡章統一公告截止日)，依報名順

序錄取，先報名先選科，額滿為止。招收觀光事業科、餐飲管理科、

資料處理科、商業經營科、廣告技術科，5科各 1班，簡章已公告於

進修部網頁，歡迎同仁幫忙宣導，洽詢電話 264-7428或進修部辦公

室，謝謝大家。 

（五）進修部暑假辦理 108學年度第 1學期高二、高三年級轉學生招生，預定

從 07/01（一）起受理報名，至 08/13（二）止，8/14（三）辦理轉學

考試，8/16（五）下午 3:00 公告放榜，其缺額目前概估有高二商科 3

名、資科 3、餐飲管理科 3名、觀光科 3名，高三商科 3 名、資科 3 名、

餐飲管理科 3名、觀光科 3名、廣告科 3名，實際缺額以簡章為準，歡

迎通告周知及宣導，感謝幫忙。 

（六）進修部 108學年升學錄取科大到目前為止，有台北市立大學運動藝術系

1名、臺南應科大視設系 1名、休管系 1名，其他名單俟各科大放榜，

謝謝大家。 

（七）進修部 108學年第 1學期期初學生事務會議預定 8/30（四）16:30於簡

報室召開。當日晚上註冊、開學典禮（19：30）隨即上課。 

 

八、人事室 

(一)調校人員：主計室倪娳君主任 108.3.27調任家齊高中。 

            總務處庶務組長高卜成 108.6.1調任台南市政府停車管理處。 

新任人員：主計室主任蔡琴英主任 108.3.27自家齊高中調任。 

            總務處庶務組長曾冠燕 108.6.1自彰化美學館調任。 

            教務處書記陳佩彣 108.3.29考試分發。 

            學務處學務校安人力吳昀臻 108.2.1外補甄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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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校教職員工全校性法定研習： 

(1)辦理時間：108年 8月 28日(三)上午 9:00~下午 16:20及 108年 8月 29

日(四)下午 13:20~下午 16:00 

(2)研習地點：4樓視聽教室 

(3)研習內容： 

   108年 8月 28日(三)上午 9:00~下午 16:20 

   08:40~09:00第一場研習簽到 

   09:00~10:00資安及學習歷程研習(教務處辦理)    

   10:00~10:20休息及第二場研習簽到 

   10:20~12:00輔導知能相關研習-校園自傷自殺之辨識與處遇(輔導處辦

理) 

   12:00~13:00休息 

   13:00~13:20第三場研習簽到 

   13:20~14:20加強教育人員反毒知能研習(教官室辦理) 

   14:20~14:40休息及第四場研習簽到 

   14:40~16:20環境教育研習(學務處辦理) 

 

   108年 8月 29日(四)下午 13:20~下午 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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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0~16:00性別平等教育研習(學務處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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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同仁如有出國計畫，請填寫出國請示單知會學校相關處室，如在學期中出

國，務必完成請假手續以免被懲處。 

(四)「高級中等學校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實施要點」部分規定，業經本部

於中華民國 108年 2月 26日以臺教授國部字第 1080012089B號令修正發布 

   第四點  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之聘期及聘約，由學校在不違反法令原則下

依實際需要自行訂定。但出缺職務之代理教師聘期，除法令另有規

定外，以不超過一年為原則。 

   第六點  學校聘任校外現職軍公教人員擔任兼任或代課教師，應經現職服務

單位同意。 

   第七點  兼任、代課教師每週兼任、代課節數，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依下列

原則辦理： 

   (1)兼任及代課節數不包括進修部或進修學校，併計以不超過九節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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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兼任及代課節數包括進修部或進修學校，併計以不超過十二節為原則。 

   (3)未具本職之兼任、代課教師，兼任及代課節數併計以不超過十六節為原

則。 

   前項規定，如課程不可分割或特殊情形報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者不在此

限。兼任、代課節數，校內、外應合併計算。 

   本校校長、專任教師或代理教師在本校兼任、代課者，適用第一項第一、二

款及前項規定。 

   第十四點  學校聘任代課代理教師，應於聘約註明代課代理之性質；離職或

服務證明文件，除應為相同之註記外，並應加註服務成績是否優良及是否曾

經公開甄選進用。 

(五)銓敘部函以，為維護政府形象及貫徹政府杜絕酒後駕車(以下簡稱酒駕)之

決心，請加強宣導公務人員勿酒駕，若有違者應依公務人員考績法相關規

定予以考績及懲處。 

(六)關於軍公教人員兼任非政府機關(構)職務，得否領受車馬費或出席費，應

視該項給與之性質而定。如屬兼任該機構或團體職務產生之工作對價，即

屬兼職費性質，並應依兼職費支給表之領受限制規定，即每月最多領受 2

個兼職費，總額以新臺幣(以下同)17,000元及單一兼任職務兼職費以 8,500

元為限。(108年 5月 17日臺教國署人字第 1080055545號) 

 

九、主計室 

(一)本人 3月 27日從家齊高中輪調台南高商服務，很高興能加入南商這個大家 

   庭，為了使主計室業務推行順遂，各位同仁如有業務上的疑義歡迎蒞主計室 

   洽詢，本人當竭盡所能提供協助。 

(二)各處室承辦各項委辦及補助款經費執行，請業務單位加緊腳步執行，才能

在期限內完成結報。 

(三)108 年度上半年即將於 6 月底結束，本室將依會計法第 32 條第 1 項第 5 款

規定及中央政府總預算半年結算報告編製要點辦理半年結算報告並依限報

送教育部國教署。 

(四)有關本校校務基金財務狀況，同仁可自行至主計室網頁，點選報表查詢之

基金預算執行狀況查詢系統。 

法令宣導 

1. 主計人員辦理國內出差旅費報支審核，向以書面審核為主，故浮報旅費

被檢舉，絕不能以業經會計人員審核同意報支而卸責。爰請出差人應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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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信原則按實填寫旅費報告表，並檢具應附之支出憑證及證明文件提出

申請，不得重複申請。 

2. 收銀機開具之統一發票，應輸入學校統一編號 69116701，若未輸入統一

編號，應請營業人加註買受機關名稱或統一編號後，加蓋統一發票專用

章。  

    (提醒各位同仁出差住宿開具電子發票，應先告知廠商本校統一編號： 

     69116701)。 

3. 訓練機構於某一定點路段間已備有交通車供學員搭乘，而學員雖係自行

開車前往，於請領交通費時，其與訓練機構提供交通車行駛路段重疊部

分，不得再報支交通費。 

4. 倘搭乘由親友駕駛之自用汽（機）車出差，其親友或其他共乘者非政府

機關員工奉派出差領有交通費等重複支用公款之情事，可認屬駕駛自用

汽(機）車出差，得按同路段公民營客運汽車最高等級之票價報支交通費。 

5. 行政院主計總處中華民國 106年 12月 26日主會財字第 1061500332 號基

於採購簽案係由業務單位簽辦，其正本已循相關公文規定歸檔及保存，

爰辦理經費報支時，主計人員無須要求檢附簽案正本；至請購表單未有

歸檔之需要時，應以正本辦理報支。 

若檢附影本時請蓋上與正本相符並蓋職章。 

玖、 主席結論：略 

壹拾、 提案討論 

【教務處】 

案由一：修訂「國立臺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組織要點」，提請

討論。 

說  明： 

一、依據教育部 103年 11月 28日頒布「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

要」總綱實施要點及 106年 9月 30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060098374C

號函釋辦理。 

二、本次修正主要增加委員會各年級教師代表 3人，增加專家學者 1

人，總數由 37人，增加為 41人，請參見教務處附件。 

決  議：無異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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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二：停辦本校 109學年度特色招生數位科技精英班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依據 108年 5月 16日教育部臺教授國部字第 1080049717A號函

及「高級中等學校特色招生核定作業要點訂定應遵行事項」第 4

點規定：「重新申請辦理特色招生或招生班（群、科、組）變更之

學校，仍應依本辦法規定辦理；已經核定辦理特色招生，惟未變

更招生班（群、科、組）之班名、科別、課程規劃等，僅降低名

額或下一年度停辦者，免提計畫書，經該校校務會議通過後依原

程序核定，並報本部備查。」辦理。 

二、經資料處理科多數教師意見調查傾向不續辦，加上各處室對學生

之學習表現、平時常規等綜合評估，108年 6月 18日本校招生委

員會第六次會議討論決議停辦本校 109學年度特色招生數位科技

精英班。 

決  議：無異議照案通過。 

 

【學務處】 

案由三：修訂本校學生獎懲評議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要點，提請討論。  

說  明：本校現行學生獎懲評議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要點為 103年修訂，因應

法規調整配合修訂，請參見草案。  

決  議：無異議照案通過。 

案由四：增修本校學生獎懲實施要點部分條文，提請討論。 

說  明：基於建立學生明確的行為規範，並力求客觀審慎，以維護學生受教

權益，擬增修部分條文(如附件對照表)，提請討論。 

決  議：無異議照案通過。 

壹拾壹、臨時動議：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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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一附件 

國立臺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組織要點 

107 年 1 月 19 日校務會議通過 

108 年 1 月 18 日校務會議修正 

108 年 6 月 28 日校務會議修正 

一、 依據教育部 103 年 11 月 28 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030135678A 號頒布「十二年國民基本教

育課程綱要總綱」之柒、實施要點，訂定本校課程發展委員會組織要點(以下簡稱本要

點)。 

二、 本校課程發展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置委員 41 人，委員任期一年，任期自每年八月

一日起至隔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其組織成員如下：  

(一) 召集人：校長。 

(二) 學校行政人員：由秘書、教務主任、學務主任、總務主任、實習主任、輔導主任、圖

書館主任、主計主任、人事主任、進修部主任擔任之，共計 10 人；並由教務主任兼

任執行秘書，實習主任和進修部主任兼任副執行秘書。 

(三) 領域/科目教師：由各領域/科目召集人（含語文(國語文和英語文)領域、數學領域、

自然領域、社會領域及藝術領域）擔任之，每領域/科目 1 人，共計 6 人。 

(四) 專業群科教師：由各專業群科之科主任擔任之，每專業群科 1 人，共計 7 人。 

(五) 特殊需求領域課程教師：由特教組長、資源班導師擔任之，共計 2 人。 

(六) 各年級導師代表：由各年級導師推選之，共計 3 人。 

(七) 教師組織代表：由學校教師會推派 1 人擔任之。 

(八) 專家學者：由學校聘任專家學者 2 人擔任之。 

(九) 產業代表：由學校聘任產業代表 7 人擔任之。 

(十) 學生代表：由學生會或經選舉產生之學生代表 1 人擔任之。 

(十一) 學生家長委員會代表：由學校學生家長委員會推派 1 人擔任之。 

三、 本委員會根據總綱的基本理念和課程目標，進行課程發展，其任務如下： 

(一) 掌握學校教育願景，發展學校本位課程。 

(二) 統整及審議學校課程計畫。 

(三) 審查學校教科用書的選用，以及全年級或全校且全學期使用之自編教材。 

(四) 進行學校課程自我評鑑，並定期追蹤、檢討和修正。 

四、 本委員會其運作方式如下： 

(一) 本委員會由校長召集並擔任主席，每年定期舉行二次會議，以十月前及六月前各召開

一次為原則，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二) 如經委員二分之一以上連署召開時，由校長召集之，得由委員互推一人擔任主席。  

(三) 本委員會每年十一月前召開會議時，必須完成審議下學年度學校課程計畫，送所屬教

育主管機關備查。 

(四) 本委員會開會時，應有出席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之出席，方得開議；須有出席委

員二分之一（含）以上之同意，方得議決。 

(五) 本委員會得視需要，另行邀請學者專家、其他相關人員列席諮詢或研討。 

(六) 本委員會相關之行政工作，由教務處主辦，實習處和進修部協辦。 

五、 本委員會設下列組織：(以下簡稱研究會) 

(一) 各科教學研究會：由科目教師組成之，由召集人或科主任召集並擔任主席。 

(二) 各群課程研究會：由該群各科教師組成之，由該群之科主任互推召集人並擔任主席。 

研究會針對專業議題討論時，得邀請業界代表或專家學者參加。 

六、 各研究會之任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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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規劃校訂必修和選修科目，以供學校完成各科和整體課程設計。 

(二) 規劃跨群科或學科的課程，提供學生多元選修和適性發展的機會。 

(三) 協助辦理教師甄選事宜。 

(四) 辦理教師或教師社群的教學專業成長，協助教師教學和專業提升。 

(五) 辦理教師公開備課、授課和議課，精進教師的教學能力。 

(六) 發展多元且合適的教學模式和策略，以提升學生學習動機和有效學習。 

(七) 選用各科目的教科用書，以及研發補充教材或自編教材。 

(八) 擬定教學評量方式與標準，作為實施教學評量之依據。 

(九) 協助轉學生原所修課程的認定和後續課程的銜接事宜。 

(十) 其他課程研究和發展之相關事宜。 

七、 各研究會之運作原則如下： 

(一) 各科教學研究會每學期舉行三次會議，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各群課程研究會每年

定期舉行二次會議。 

(二) 每學期召開會議時，必須提出各科目和專業群科之課程計畫、教科用書或自編教材，

送請本委員會審查。 

(三) 各研究會會議由召集人召集，如經委員二分之一以上連署召集時，由召集人召集之，

得由連署委員互推一人為主席。 

(四) 各研究會開會時，應有出席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之出席，方得開議；須有出席委

員二分之一（含）以上之同意，方得議決，投票得採無記名投票或舉手方式行之。 

(五) 各研究會之行政工作及會議記錄，由各科目/各群召集人主辦，教務處和實習處協助

之。 

八、 本組織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陳校長核定後施行。 

 

 

案由三附件 

國立臺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暨進修學校學生獎懲評議委員會組織及運

作要點 (草案) 

103.08.29 校務會議修訂 

108.06.28 校務會議修訂 

壹‧依據：  
一、總統 102年 7月 10 日華總一義字第 102000131151 號「高級中等教育法」。 

二、教育部 103年 1月 10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020135211A 號「高級中等學校學生獎懲委

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 
三、教育部 105年 5月 20日 96年 6月 22日台訓（一）字第 0960093909 號函「學校訂定

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須知注意事項」。 
四、本校「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  

貳‧組織： 
一、本校學生獎懲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置委員十三人，委員任期一年，由校長就行

政人員代表、學生事務處主任、教務處主任、總務處主任、輔導室主任、主任教官或
生活輔導組組長、各年級導師代表、教師代表、家長代表及經選舉產生之學生代表或
學生會代表聘任(派)兼之。 

    本會任一性別委員人數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前項導師代表、教師代表、家長
代表及學生代表總數，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二分之一。 

二、本會由學生事務處主任擔任主席，負責召集並主持會議。 
    主席因故無法召集會議時，由校長就委員中指定一人召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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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因故無法主持會議時，由主席互推代理主席一人主持會會議。 
三、本會委員不得兼任同一學校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委員。 

四、日校及進修學校生活輔導組組長擔任執行人兼召集人。 
參‧運作要點： 

一、本會之任務為審評議下列事項： 
(一)學校學生獎懲規定。  
(二)學校年度學生獎懲教育工作計畫。  
(三)學生擬記大功或大過以上之獎懲事件。  
(四)學生特別獎勵及本會之特殊管教措施等獎懲事件。  
(五)學生已接受司機關或相關機關處理之重大獎懲事件。  
(六)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屬實，依調查結果審評議其後續懲處事件。 
(七)經校長交議之其他重大學生獎懲事件。 

二、本會作成之學生懲處評議結果，學校應落實後續輔導作為，並適切輔導學生改過及銷

過。  
三、本會審評議學生獎懲事件，應本公正、公平原則，瞭解事實經過，衡酌學生身心特質、

家庭因素、行為動機及平時表現等，以鼓勵學生優良表現，導引學生人格健全及適性
發展。  

  本會審評議學生重大懲處事件，於評議前，應提供受懲處學生及其父母、監護人到場
陳述意見之機會；必要時，得通知或經利害關係人申請到場陳述意見。  

  前項陳述及相關詢問內容應予記錄，並經陳述人簽名確認；其拒絕簽名或蓋章者，應
記明其事由。陳述人對紀錄有異議者，應更正之。  

四、本會每學期至少應召開會議一次；如遇特殊獎懲事件，必要時得不定期召開會議。  
五、本會審評議獎懲事件，以不公開為原則。  
  本會審評議懲處事件時，除經本會決議顯無必要外，應通知受懲處學生及其父母、監

護人到場說明；審評議獎懲事件時，得經本會決議邀請提案人（單位）、關係人、社
工師、心理師、學者專家或有關機關（單位）指派之人員到場諮詢或說明。 

    獎懲事件之提案人（單位）、受獎懲學生、學生之父母、監護人或關係人申請於本會
審評議時到場說明者，經本會同意後，應指定時間地點，通知其到場說明。 

    依前二項規定到場說明之學生及其父母、監護人或關係人，得偕同輔佐人一人到場說
明。 

六、獎懲事件有實地瞭解之必要時，得經本會決議，推派委員三人為之，並於本會會議時
報告。  

  本會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經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始得開會；經出席委員過半數
之同意行之。  

  依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及第三十三條之規定迴避之委員，於表決時，不計入前項出
席委員人數。 

七、獎懲事件全部或一部之評議決定，以司法爭議處理或相關法律程序處理之結果為據
者，本會得於司法爭議處理或相關法律程序終結前，停止該獎懲案件之審評議，並以
書面通知獎懲事件之提案人（單位）、學生、學生之父母、監護人或關係人。  

  經本會依規定停止獎懲案件之審評議，於停止原因消滅後，應繼續審評議，並以書面
通知前項人員（單位）。 

八、本會處理學生獎懲事件，關於委員之迴避，準用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及第三十三條
之規定。 

九、依運作要點第一項第三款（學生擬記大功或大過以上之獎懲事件）至第七款（經校長
交議之其他重大學生獎懲事件）規定提出之重大學生獎懲事件，本會之獎懲評議結果
決定，除依上述第七項規定停止審評議者外，自收受學生獎懲事件書面提案（交議）
之次日起，應於二個月內為之；必要時，得予延長，並通知獎懲事件之提案人（單位）、

受獎懲學生、學生之父母、監護人或關係人；延長以一次為限，最長不得逾一個月。  
  前項期間，依第七項規定停止審評議者，自繼續審評議之日起重行起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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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本會審評議獎懲事件之評議決定，以無記名投票表決方式為之。 
本會會議之與會人員及其他工作人員對於審評議、表決及其他委員個別意見，應嚴守

秘密；涉及受獎懲學生隱私之事件及其基本資料，均應予以保密。 
十一、學校全體教職員工生，對本會審評議學生獎懲事件，依其情形有提供相關資料及配

合說明之義務。 
十二、本會學生獎懲事件之評議，經校長核定後，學校應作成獎懲事件評議結果決定書，

明確記載事由、獎懲結果、獎懲法令依據及不服獎懲結果之救濟方式，並以可供存證
查核方式，專函通知受獎懲學生及其父母或監護人。  

  前項救濟方式，應於評議結果決定書末附記明確記載，受獎懲學生及其父母、監護人
如有不服，得於通知函送達之次日起二十日內，以書面向本校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提
起申訴，逾期不受理。 

十三、校長對前條本會獎懲評議結果有不同意見時，應敘明理由，送請本會復議；校長對
本會復議結果仍不同意時，經本會會議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決議維持本會原獎懲評

議結果，或經本會會議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決議作成其他獎懲評議結果時，校長應
即核定，並予發布執行。 

十四、受獎懲學生及其父母或監護人，對於本會獎懲評議結果，認為違法或不當致使學生
權益受損者，得依學校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設置案件處理相關規定，於評議決定書通
知送達之次日起二十日內，以書面向學校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提起申訴。 

十五、性別平等教育法所定行為人，經依該法第三十一條第三項規定議處後，申請人或行
為人有不服者，應依同法第三十二條第一項規定提起申復；申請人或行為人為學生，
其本人及其父母或監護人對於申復結果不服者，應依同法第三十四條第一項第五款規
定，自接獲書面通知書之次日起三十日內，以書面向學校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提起申
訴，不適用前條規定。 

肆‧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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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四附件 

國立臺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學生獎懲實施要點 

修訂條文對照表 

108.6.28 校務會議修訂 

修訂條文(新) 現行條文(舊) 懲處 

(三)未依本校學生請假規定完成請假手

續，屢勸不聽者。(曠課累計每達 8節者) 

(三)未依本校學生請假規定完成請假

手續，屢勸不聽者。 
警告 

(十八)使用刮鬍泡、水、顏料等物品蓄

意污濕他人之身體、衣著、物品或破壞

環境衛生者。 

(十八)使用刮鬍泡、水、顏料等物品

蓄意污濕他人之身體、衣著或物品者。 警告 

(十三) 事前未經師長同意，缺席校內外

重要集會者。 

(十三) 無故缺席校內外重要集會者。 
小過 

(七)不假離校外出或從非開放之出入口

進出學校者。 

(七)不假離校外出或越牆進出學校

者。 小過 

 (十八) 未經導師同意私自複製班級教

室鑰匙，或未經庶務組長或設備組長同

意，私自複製教室、辦公室鑰匙或電梯、

數位講桌感應卡者或使用其複製者。 

(十八) 未經導師同意私自複製班級

教室鑰匙，或未經庶務組長或設備組

長同意，私自複製教室、辦公室鑰匙

或電梯、數位講桌感應卡者。 

小過 

本校學生恣意將腳踏車或機車停在校

外，影響周遭居民生活進出，經查證屬

實者。 

 

警告 

在非運動場所從事體育活動，經勸導後

仍不改正者，影響他人權益。 

 
警告 

在不適當場地晾衣服、鞋子或餐具等，

經勸導後仍不改正者，影響他人權益。 

 
警告 

未依規定時間繳交作業或行政資料，經

催繳一次後仍未繳交者。 

 
警告 

攜帶酒類飲料或菸品(含電子菸)進入學

校，經查證屬實者。 

 
小過 

以言語或其他方式污辱師長，不聽師長

建言，經查證屬實者。 

 
小過 

 

 

 

 

 



 27 

認輔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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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貳、散會：中午 12 時 10 分 

紀錄：                      總務主任： 

敬會： 

教務主任：                  學務主任：                 

主任教官：                  實習主任： 

圖書館主任：                輔導主任： 

進修部主任：                人事主任： 

主計主任：                   

        校    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