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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9 次行政會議紀錄 

  

一、  時間：中華民國 108 年 1 月 9 日(星期三)下午 3:00 

二、 地點：本校明德樓 2 樓簡報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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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出席：如簽到表 

五、 管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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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管控討論： 

◎監視與緊急呼救系統已驗收完成請解除管控。 

七、 主席致詞： 

感謝楊主任邀請 2位教授蒞校指導評鑑相關資料之審查，請各處室務必將表

冊整理完成。 

八、 各處室報告： 

(一)教務處報告： 

1. 107學年度第一學期學習扶助計畫，本校申請 96小時，目前已辦理 92小時，

開課的節數及科目如下： 

 
國文 英文 數學 會計 經濟 合計 

開課節數 4 20 26 36 6 92 

感謝所有開課老師願意犠牲休息時間為學生加強。 

2. 本校申請 107 年度高級中等學校英文教學成效計畫所有工作項目皆已辦理

完成，目前正在辦理結案報告，餘款$41,584依規定將辦理繳回。 

3. 107學年度第二學期行事曆，如附件，請討論是否調整。 

4. 108 學年度學科能力測驗考試日期為 108 年 01 月 25 日(五)、01 月 26 日

(六)。本校高三報名人數 63人，術科報名人數 6人(體育組 3人、美術組 3

人)，試場分配表於 108 年 01 月 11(五)日公告，屆時將安排學測考生服務

隊。 

5. 108學年度統一入學測驗集體辦名已於 107年 12月 25日辦理完成，考試日

期為 108年 05月 04日(六)、05月 05日(日)。本校高三報名人數共 607人。 

6. 依據本校 107 年 12 月 26 日高一學生校內適性轉科工作小組會議決議，107

學年度第一學期校內適性轉科結果如下: 

編

號 

班級 姓名 申請科別 審查結果 

1 商一甲 盧○穎 應用外語科 通過 

2 
商一乙 

庫○○○

莉 
應用外語科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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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商一丙 施○儀 應用外語科 

不通過(經適性輔導紀錄及

學業成績綜合評比後，不予

錄取) 

4 

貿一丁 鄭○萱 應用外語科 

不通過(經適性輔導紀錄及

學業成績綜合評比後，不予

錄取) 

5 貿一丁 王○婷 應用外語科 通過 

6 應一乙 吳○麒 商業經營科 通過 

7 廣一乙 許○玟 商業經營科 通過 

8 
進商一

甲 
郗○婷 應用外語科 

不通過(經適性輔導紀錄及

學業成績綜合評比後，不予

錄取) 

9 進商一

甲 
鄭○均 國際貿易科 通過 

10 進資一

甲 
郭○岑 商業經營科 通過 

11 進資一

甲 
陳○欣 商業經營科 通過 

12 進餐一

甲 
蔡○萱 觀光事業科 不通過(無缺額) 

所有轉科通過學生均已完成報到、編班。 

7. 107學年度第二學期招收高一轉學考，招收商業經營科 10名、國際貿易科 9

名及會計事務科 4 名。報名日期 108 年 01 月 19(六)，甄試日期 108 年 01

月 23(三)，簡章已公告於本校首頁。 

8. 有關新網站之建置，因應 107/12/21行政會報中部份處室所提，已商請廠商

協助複製舊網站一般網頁及 107上學期之公告訊息，廠商預計於 1月中旬完

成，屆時將發通知請各處室進行後續網站維護事宜。 

9. 因應 IP管控，落實資安政策，近日廠商將至各辦公室設定固定 IP及電腦名，

各辦公室影印機掃描檔之傳送方式需請影印機廠商配合更改，敬請留意更改

後之檔案傳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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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08總體課程填報依國教署 1/3函文，1/25前完成線上填報，感謝科主任們

大力協助。 

11. 國教署補助外語群科設備已建置完成(自強樓四樓語言教室 1及簡報室)，將

成為實習處專業教室及群科辦理研習及重要會議使用。 

 

（二）學務處報告： 

1. 工讀生審核會議已於 12/21召開完成， 工讀生正取 20位，備取 12位，已於

1月分發至各處室執行工讀工作，感謝各處室的協助配合。另外教育儲蓄專

戶申請自即日起至 1/14止，已公告至各班，提供有需要的同學申請生活補助。 

2. 12/25聖誕節感恩慶祝活動、12/26創意校歌比賽，感謝各主任組長、導師、

評審的協助，活動順利完成，學生響應熱烈。1/4起進行全校心橋抽查，目

前彙整各班缺繳名單，進入後續催繳處理。1/7衛生組、合作社與學生代表

至團膳廠商(久大)工廠進行抽查，已順利完成。 

3. 1/9(三)6、7節辦理全校國際文化電影節-認識東南亞文化活動，由本校新住

民學生主持活動，是為本校新住民學生國際交流的活動成果展示會。 

4. 本學期已進入尾聲，學務事務工作期末行事整理如下： 

(1)1/16(三)第 6、7節，辦理期末導師會議、導師知能研習-談談教師輔導與

管教。第 6、7節，辦理學生宣導影片欣賞(於各班教室)。 

(2)1/17(四)第 7節，全校大掃除，教室環境及廁所徹底清潔(任課教師隨班

指導)。 

(3)1/18(五)8：00學生到校，8：00-9：00全校大掃除(加強外掃區)， 9：

00-10：00休業式，10：00學生放學(須完成離校手續)， 12：00全校教職

員工大合照(禮堂前集合，請準時)。 

5. 1/26(六)於本校禮堂，熱音社吉他社辦理寒訓聯合成果展，歡迎大家到場欣

賞。 

6. 預計於 5月份 5/12-/17辦理韓國教育旅行，目前學生報名人數 68位，備取

5位，目前進入招標程序，屆時麻煩總務處、主計室協助，非常感謝！ 

7. 本校運動代表隊近期賽事大放異彩：女子籃球隊勇奪 107學年度高中籃球聯

賽台南區冠軍、女子排球隊 107學年度高中排球聯賽台南區亞軍，本校跆拳

道隊、田徑隊、游泳隊，代表學校參加台南市 108年台南市中等學校聯合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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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會，榮獲跆拳道團體高男組品勢第一名、對打第五名，跆拳道高女組品勢

第二名；田徑團體高女組第三名；游泳團體高女組第五名。 

 

（三）總務處報告： 

1. 目前地下停車場出口管控警示系統已改善，應能減少出口上坡與迴轉車輛碰

撞危險。也請各位同仁若要駛離停車場，於上坡前先注意燈號是否為綠燈，

若紅燈過久，可先試著按喇叭，請出口處的迴轉車輛注意加速駛離。另外，

避免出口感應器遭遮蔽，誤以為有車正在迴轉，請各位同仁勿將車輛停放在

出口感應器之處。 

2. 為避免年底前資本門採購發生驗收、入帳作業困擾，請各業務單位配合，所

有資本門購案能於 10月中旬前提出。 

3. 因自 108年度調整基本工資，配合修正聘請校外人士演講、授課、指導、表

演等費用，填寫之領據，可至主計室表格下載區下載(1080101起適用) 

4. 請各處室派員填寫校園電子日曆 107年 8月 1日~108年 1月 31日，以利製

作大事記。 

5. 請各處室於今日下班前將提案討論事項 email文書組以利公告；校務會議報

告資料請於 1月 16日下班前 email。 

6. 107年度之公文請儘速結案並送文書組存查歸檔。 

7. 因應政府推動 ODF文件標準格式，煩請同仁發文附件為可編輯文  件時，請

以 ODF標準格式製作。 

8. 線上簽核公文若有附件，請掃描存檔後再傳遞簽核；紙本簽核公文附件，請

雙面列印一份裝訂於文稿後方以利與文稿一同留存。因應節能省紙，請善加

利用線上簽核系統。 

 

(四）實習處報告： 

1.108年 1月 2日至 11日受理「108年度在校生商業類丙級專案技能檢定」報

名，本年度商業類檢定職類包含視覺傳達設計、會計事務-人工記帳、會計事

務-資訊、門市服務及網頁設計等五職類。 

 今年度重要時程如下： 

  (1)工業類學科測試：108年 4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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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商業類學科測試：108年 5月 25日(六) 

  (3)商業類視覺傳達設計術科測試：108年 5月 11日(六) 

  (4)商業類會計事務-人工記帳測試：108年 5月 25日(六) 

  (5)各職類術科測試：108年 7月 31日前完成。 

2.108年全國技術士檢定測試日期如下 

    (1)第一梯次報名：108年 1月 2日至 1月 11日； 

           學科測試：108年 3月 17日(日) 

    (2)第二梯次報名：108年 5月 1日至 5月 10日； 

           學科測試：108年 7月 14日(日) 

    (3)第三梯次報名：108年 8月 28日至 9月 6日； 

           學科測試：108年 11月 2日(日) 

3.108年度即測即評及發證檢定，本校辦理時程如下  

梯次 受理報名時程 學術科測試及發證

時程(起) 

辦理類項目 

1 01/15-01/21 02/23(起) 
1.乙級_電軟軟體應用 

2.丙級_電軟軟體應用 

2 05/28-06/07 07/15(起) 

1.丙級_中餐烹調-葷食 

2.丙級_電軟軟體應用 

3.丙級_會計事務-資訊 

4.丙級_網頁設計 

5.丙級_印前製程-圖文組

版 PC 

3 09/03-09/09 10/19(起) 

1.乙級_電軟軟體應用 

2.丙級_電軟軟體應用 

3.丙級_會計事務-資訊 

 

4.107年度全國第三梯次各職類檢定辦理時間如下 

項

次 
職類 辦理時程 

1 會計事務-資訊乙級 108/1/19-23計 5天 5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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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會計事務-資訊丙級 108/1/24-25計 2天 3場 

3 印前製程-PC乙級 108/1/19,20,21計 3天 6場 

4 印前製程-圖文組版丙級 
108/1/22,23,24,25及

2/16,17計 6天 12場 

 

各科報告 

商經科報告： 

1.商三丙李君芮同學代表參加全國商業類科技藝競賽「商業簡報」職種，獲得

「優勝」，感謝邱貴芬老師辛苦指導！ 

2.商經科二年級已完成「行銷實務」課程之業界專家協同教學，學生反應良好

並給予肯定，感謝鴻泰資訊科技有限公司業務部總經理陳志明辛苦指導，也

感謝陳坤德老師、洪瓊珠老師、吳歡哲老師辛苦協助！ 

 

國貿科報告： 

1.陳雅婷老師、黃秀印老師指導貿二甲李浩瑋、周玉理、林意婕、盧玟伽等四

位同學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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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獲佳作！感謝陳雅婷老師、黃秀

印老師的辛苦指導。 

2.洪瓊珠老師、陳雅婷老師指導貿二丙楊鎧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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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高苑科技大學主辦之 2018高苑盃全國創意行

銷競賽，分別榮獲第二名、第三名！感謝瓊珠老師、雅婷老師的辛苦指導。 

3.107年 12月 18日(二)於第一會議室，已辦理國貿科教師與業師專業互動之外

銷品沖退原料稅作業與應用座談會，講師為大益國際物流有限公司葉俊宏經

理。 

4.陳雅婷老師指導貿二甲吳威霆、林奕丞、林姵寧，林嘉君等四位同學以「綠

意盎然」參加台塑企業主辦之全國高中職及技專院校新農業行銷實作競賽，

高中職組新農業行銷實作類，通過決審入圍，將於 107年 12月 21日(五) 進

行現場簡報決賽，感謝雅婷老師的辛苦指導。預祝榮獲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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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科報告： 

1.會三甲鄭丞鈞同學參加全國商業類科技藝競賽「會計資訊」職種，榮獲金手

獎，非常感謝吳美玲組長辛苦指導！ 

2.甲班已完成「行銷實務」課程中之業界專家協同教學部份，學生反應良好並

給予肯定，感謝鴻泰資訊科技有限公司業務部總經理陳志明指導，也謝謝吳

歡哲老師之協助！ 

 

資處科報告： 

1.107年 12月 1日(六)及 12月 2日(日)在電腦教室(一)已辦理資處科學生 App 

Inventor 2研習課程，講師為南台科大吳建中副教授，研習後學生反應很好。 

2.107年 12月 8日已於電腦教室(三)辦理電腦基金會(TQC)檢定，感謝資處科老

師及實習處協助，證書也已發給學生。 

3.原 PBL(專題導向學習)教室預定規劃為創客教室，目前正在整理，雷射雕刻機

已安裝完成，整理完後會將 3D列表機、Ardunio設備及電腦組裝主機移至該

教室，將來作為資處科及廣設科相關課程使用，另因該教室設備使用需更注

意安全，因此將管制該教室進出。 

4.資處科學生參加全國商科技藝競賽，成績優秀，感謝蘇淑芬老師、蔡明桂老

師、鄭添進老師的辛苦指導。 

 

應外科報告： 

1.107年 11月 30日語言學習多功能教室完成桌椅及牆面淨空，感謝應一甲及應

一乙全體學生、吳歡哲老師協助。施工廠商森硯於 12月 4日起陸續進場移除

設備及天花板、櫃體拆除工作，感謝庶務組林健志組長、沈秀琴小姐、林憙

志先生協助處理留用課桌椅、燈具等物品存放。教室活化工程已於 12月 10

日正式開工，預計於 12月 30日完工，其餘物品已送出採購。 

2.應三甲劉珮琦參加全國商科技藝競賽，職場英文職種榮獲優勝，感謝施昀辰

的辛苦指導。 

 

觀光科報告： 

1.觀光科學生參加全國商科技藝競賽，成績優秀，感謝盧玉珍老師辛苦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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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觀光科餐飲服勤教室外牆剝落，已協請總務處修繕處理，餐飲服勤教室地板

破裂，待有經費時更換處理，請師生使用教室需注意安全。餐飲服勤教室、

客房教室、烹調教室於 12/18均已加裝有線網路孔，供師生上課使用。 

 

廣設科報告： 

1.107年 12月 5-7日舉辦廣告設計科畢業專題製作展，邀請高師大林維俞教授、

樹德科大陳慶鴻及陳政昌教授外界指導講評，感謝徐偉能師策展規劃。 

2.107年 12月 14日(五)8:00-17:00辦理廣告設計科二年級 A2優質化創意彩繪

攝影教學探訪，地點:高雄衛武營及宜居家具，感謝廣二甲導師林忠毅師、廣

二乙李冠毅師隨班協助。 

3.107年 12月 26日(三)14:00-16:00辦理創意教學教師學習社群暨多元特色課

程『如何做出一張國際得獎作品』教師研習。 

4.廣三乙李方珽參加全國商科技藝競賽，商業廣告職種榮獲優勝，感謝余佩玲

組長的辛苦指導。 

 

（五）圖書館報告： 

1.1071115梯次小論文寫作比賽成績已經公布，本校投稿 47篇，得獎 25篇，特

優 2篇、優等 9篇、甲等 14篇。感謝師長指導學生寫作。 

2. 圖書館一樓的社區共讀站已開始施工，完工前請同仁及學生儘量從三樓進

出，前住一樓時請特別注意個人的人身安全。 

3. 1/2~1/15 南商藝廊展出「不期而遇 3 聯展」，並於 1/4（五）下午 2 時舉辦

開幕式，約有 50多位來賓蒞臨。展出期間，邀請同仁帶班進場觀賞。 

 

（六）輔導處報告： 

1. 1/5教師家庭教育親子共遊研習順利完成，校內參與教師共 12位，回饋豐富，

非常喜愛，感謝相關單位協助。 

2. 輔委會、家教會議工作成果及新學期計畫，已寄交各處室主任，請於 1/16(三)

下班前寄回彙整，感謝配合，暫訂於寒輔當周召開，會議時間另行通知。 

3. 1月底至 3月(經評鑑)轉角展示櫃擬展出廣設科作品展-五分熟主題，為 8+9

流行用語以視覺設計重新詮釋的創新展現，感謝廣設科及偉能老師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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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進修部報告： 

1. 十二月份完成工作事項：  

(1)第 1週 12/5(三)班會/高三教育部教育與就業儲蓄方案/肇偉組長/視聽

教室、12/7(五)運動會/操場。 

(2)第 2週 12/12(三)班會/校友返校座談/視聽教室/進修部師生。 

(3)第 3週 12/19(三)班會/性別平等教育講座/視聽教室/進修部師生；

12/20~21高三第 1次模擬考；12/22(六)補 12/31(一)課程。 

(4)第 4週 12/26(三)進修部歲末歌唱比賽。 

2. 元月份預定工作事項：  

(1)第 1週 1/1(二)元旦，1/2(三)心橋總檢查/班會。 

(2)第 2週 1/9(三)1630期末學生事務會議，班會/各班。 

(3)第 3週 1/15~18期末考；1/18全校校務會議；1/19補班不補課(2/8初

四)。 

(4)第 4週 1/21(一)寒假開始，至 2/10止。 

3. 108學年度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全面正式推動「學生學習歷程檔案」建置，

國教署特成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歷程檔案推動諮詢輔導團」，入校

諮詢輔導，協助各校順利推動相關事務，訪視委員於 108/01/09中午到本

校進修部諮詢輔導。 

4. 進修部 107學年第 2學期轉學考，報名從 108/1/21(一)至 1/25(五)止，

每日 8時至 17時，考試日期 1/28(一)上午 10:00時起至 12:00時，請通

告周知，簡章公告於進修部網頁。 

 

（八）人事室報告： 

1.考試院會同行政院於本（107）年12月7日會銜重行釐定公保之保險費率如下： 

(1)不適用年金規定之被保險人調整為8.28%。 

(2)適用年金規定之被保險人調整為12.53%。 

(3)以上費率之調整自108年1月1日起實施。 

2.本校 107學年度第 2學期代理教師甄選，已於 108.1.10公告甄選商經科代理

教師 1名，108.1.21辦理甄選~108.1.23公告成績~108.1.24 公告錄取名單。 

3.本校委託國教署辦理之教師甄選，經 108.1.10教評會決議，本校開資處科及

應外科各 1個缺額。 

（九）主計室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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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育部會計處書函轉行政院主計總處整編完竣「支出標準及審核作業手

冊」，電子檔登載於該總處全球資訊網首頁之友善經費報支專區，如有需要

請自行上網或可至主計室閱。 

2. 教育部函轉審計部檢送監察院函為，中華民國 105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最終

審定數額表，業奉總統以 107年 12月 12日華總一經字第 10700132361號令

公告。 

3. 教育部函旨說明略以，原「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修正

為「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業經本部於中華民國

107年 12月 22日以臺教會(三)字第 1070217977B號令修正發布，要點自中

華民國 108年 1月 1日生效。 

4. 教育部函轉轉行政院修正「中央政府各機關派赴國外各地區出差人員生活費

日支數額表」，並自 108年 1月 1日生效。 

 

(十)內部控制小組報告： 

1.原訂 107 年 12 月 22 日至 12 月 31 日進行內部交叉稽核工作，因期末公作

繁忙，延至 108 年 1 月 9 日至 1 月 18 日進行，麻煩各處室主任於 1 月 18

日前送回內部稽核紀錄表。 

2.各處室及各科的發展計畫，請再次修正確認，並於 1月 11日前送回秘書室

彙整，以利校務會議提案。 

 

九、 主席結論： 

1. 學生進出校門應穿著之服裝及到校時間等問題，請教官室納入學生公聽

會。 

2. 請學務處與實習處協調安排，下學期一開始科之課務、發展等宣導時間。 

3. 請衛生組通知大掃除時請任課老師隨班督導。 

4. 謝謝各處室積極爭取經費且總務處陸續發包工程，得以改善校園環境。 

5. 請總務處協助圖書館針對共讀站工程，安排每週與工程公司等召開工程會

議。 

6. 學生學習歷程檔案為本校特色，請擇 1~2個班級之資料提供給委員。 

7. 感謝總務處與主計室於元旦連假期間至校結算 107年度帳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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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評鑑之文書工作非常多，請各位務必幫忙讓評鑑文件完備。 

十、提案討論： 

【教務處】 

案由：本校 107學年第 2學期行事曆，提請討論。 

說明：107學年第 2學期行事曆草案(如附件)，請參見教務處附件。 

決議：修改後無異議照案通過。 

 

【學務處】 

案由：修訂本校朝會實施規定，提請討論。 

說明：本校朝會實施規定於 105年 12月行政會議通過，時空背景不同，擬修

訂本實施規定，請參見附件。 

決議：修改後無異議照案通過。 

 

【進修部】 

案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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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附件)，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據國教署 106年 11月 10日臺教國署高字第 1060128058號函辦理。 

二、 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建置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學生學習歷

程檔案作業要點」第五點第二項規定略以：「學校應依要點訂定補充

規定，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決議：修改後無異議照案通過。 

 

【秘書室】 

提案：討論國立臺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永裕文教基金會獎學金」申請要點 

說明：本校校友永裕文教基金會總裁王灯輝先生捐贈新台幣三十萬元為獎助

學金，訂立本要點以獎助優秀學生。 

決議：修改後無異議照案通過，實施後有疑義可再提出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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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修改後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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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處附件 

國立臺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本校朝會實施規定(草案) 

105.12.19 學務處生活輔導組訂定並經過行政會議通過 

108.1.9 行政會議通過   

一、 依據：依據教育部 105年 12月 1日臺教授國字第 1050142381號 

      函辦理。  

二、 目的：落實生活教育、全人教育，提升愛國情操，凝聚師生情感， 

      培養團隊精神，宣達學校重要規定、協助學校事務推展與 

      執行、促進師生互動。 

三、 參加人員：全校師生。 

四、 時間：每週二上午 7 點 40 分。 

五、 地點：本校操場。  

六、 服裝：應穿著全套學校制服。 

七、 朝會內容：升旗儀式、頒獎及宣達學校重要規定。 

八、 一般規定： 

1. 2.缺曠獎懲：無故不參加朝會或不遵守朝會秩序者，依本校學生獎懲辦

法實施要點辦理。  

2. 1.朝會視同重要集會，遇事、病假或其他重大事故無法參加朝會時，應

依本校學生請假規則相關規定辦理。 

3. 當日早上若身體不適或受傷，請至教官室填寫臨時免升旗申請單。 

4. 唱國歌時應張口大聲合唱，升旗時應注目國旗及行舉手禮。 

5. 師長講話時應注意禮節、仔細聆聽，並遵守朝會秩序。 

6. 朝會結束時，得應依各班出席狀況，清點學生人數。  

九、 若有以下情形，得不實施朝會： 

1. 依據當日中央氣象局網站數據-溫度等於或高於 32度 C；等於或低於 15 

12度 C或空氣品質指數(AQI)達紫色等級或天氣影響，得不實施朝會或

移至中正堂辦理。。 

2. 朝會前日或當日氣候場地問題影響，導致不能實施。 

3. 逢當週全校段考、及有高一二複習考日及高三模擬考，避免影響試務工

作準備，朝會得不實施。高三複習考、模擬考當日，高三班級得由班級

代表 2名參加，高一二朝會正常實施。 

4. 朝會當日若為連續假日隔日，得調整為環境整理時間。 

5. 其他狀況無法舉行升旗者。 

十、 朝會前日實施頒獎預演，請負責頒發單位自行通知學生前往預演 

若預演人數未達八成，建議取消當次朝會頒獎。 

十一、 本管理規範實施規定經學生事務會議討論，送行政會議討論通過，陳校

長核定後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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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處修改後附件 

國立臺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朝會實施規定 

105.12.19 行政會議通過 

108.01.09 行政會議修訂   

一、 依據：依據教育部 105年 12月 1日臺教授國字第 1050142381號     函辦

理。  

二、 目的：落實生活教育、全人教育，提升愛國情操，凝聚師生情感，培養團

隊精神，宣達學校重要規定、協助學校事務推展與執行、促進師生互動。 

三、 參加人員：全校師生。 

四、 時間：每週二上午 7 點 45 分。 

五、 地點：本校操場。  

六、 服裝：應穿著全套學校制服。 

七、 朝會內容：升旗儀式、頒獎及宣達學校重要規定。 

八、 一般規定： 

(一)朝會視同重要集會，遇事、病假或其他重大事故無法參加朝會時，應依

本校學生請假規則相關規定辦理。 

(二)無故不參加朝會或不遵守朝會秩序者，依本校學生獎懲實施要點辦理。  

(三)當日早上若身體不適或受傷，請至教官室填寫臨時免升旗申請單。 

(四)唱國歌時應張口大聲合唱，升旗時應注目國旗及行舉手禮。 

(五)師長講話時應注意禮節、仔細聆聽，並遵守朝會秩序。 

(六)朝會結束時，應依各班出席狀況，清點學生人數。  

九、 若有以下情形，得不實施朝會： 

(一)依據當日中央氣象局網站數據-溫度等於或低於 12度 C或空氣品質指數

(AQI)達紫色等級或天氣影響，得不實施朝會或移至中正堂辦理。 

(二)逢全校段考、高一二複習考日，避免影響試務工作準備，朝會得不實施。

高三複習考、模擬考當日，高三班級得由班級代表 2名參加，高一二朝會

正常實施。 

(三)朝會當日若為連續假日隔日，得調整為環境整理時間。 

(四)其他狀況無法舉行升旗者。 

十、 朝會前日實施頒獎預演，請負責頒發單位自行通知學生前往預演 

若預演人數未達八成，建議取消當次朝會頒獎。 

十一、 本實施規定，送行政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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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修部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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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案) 
中華民國 107年 12 月 21日行政會議審議 

中華民國 108年○月○日校務會議通過 

一、本補充規定依「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建置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學生學習

歷程檔案作業要點」（以下簡稱作業要點）第五點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二、本校依作業要點第五點第一項規定設置「建置學生學習歷程檔案資料工作

小組」（以下簡稱工作小組），負責辦理建置學生學習歷程檔案之相關工

作。 

三、工作小組成員由校長、教務主任、學務主任、輔導主任、實習主任、進修

部主任、教學組長、註冊組長、訓育組長、生輔組長、課程諮詢教師、進

修部教務組長、進修部學務組長、進修部註冊組長、進修部生輔組長、進

修部課程諮詢教師、教師代表、家長代表、學聯會代表各一人，合計 19人

組成；其中校長擔任召集人，教務主任為執行秘書。工作小組每學期至少

召開一次會議，且應由召集人召集會議並主持，議決學生學習歷程檔案建

置之方式、人員、期程及內容，並辦理訓練、研習、說明、成效評核及獎

勵等相關作業。 

四、學生學習歷程檔案平臺由教務處(進修部)負責建置與管理，其登錄內容與

作業方式如下： 

(一)基本資料：學生之相關學籍資料，由註冊組於學生入學後登錄，每學期

並須再次檢核確認。 

(二)修課紀錄： 

1.修課評估：「學群（類群）探索與就業規劃」由輔導處(室)依據學生

之性向興趣及進路發展登錄；「選修課程名稱」由教學組(教務組)

於選課作業完成後登錄學生選修科目資料。 

2.課程諮詢紀錄：由課程諮詢教師登錄「日期/時間/地點」及「諮詢內

容及意見」。 

3.修課成績：學生修課科目及學業成績表現，由註冊組登錄。 

4.出缺勤紀錄：由生活輔導組登錄。 

4.校內(幹部、社團)表現：由訓育組(學務組)登錄。 

5.校內(競賽)表現：由各承辦業務單位(學務組)登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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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課程學習成果：學生得於每學期登錄修課（含必、選修等有核計學分者）

之學習成果（含實作作品或書面報告），並須經任課教師認證，導師督

導檢核，每學期至多 3件。 

(四)多元表現：學生得自行登錄校內、外多元表現（含名稱、內容、成績及

證明文件），如校內外活動、競賽成果、幹部經歷、檢定證照，並由導

師督導檢核，每學年至多 10項。 

(五)自傳（含學習計畫）及其他與學生學習歷程有關之資料：學生自我覺察

描述，個人生涯規畫等，由學生於申請就讀大專校院時上傳。 

前項內容參照作業要點之附件表單建置之，並於國教署規定上傳期限之

二週前完成。教務處、學務處、進修部等各組須於規定之上傳期限內上

傳至國教署指定之資料庫。 

五、學生學習歷程檔案之登錄、作業及使用，由工作小組指派單位或人員，統

籌辦理訓練、研習及說明： 

(一)學生訓練：每學期得結合生涯輔導課程或彈性學習、團體活動時間，由

輔導處(室)與教務處(進修部)共同辦理一次選課輔導與檔案建置、登錄

等相關訓練。 

(二)教師研習：教務處每學年至少辦理一次課程諮詢與檔案建置相關之專業

研習。 

(三)親師說明：輔導處(室)每學年得結合學校親職活動，至少辦理一次檔案

建置與使用之說明。 

六、成效評核及獎勵：學生學習歷程檔案平臺各內容項目之指定管理、登錄人

員及教師，得由執行秘書視其辦理成效，提交工作小組議決後，依學校教

職員獎勵標準規定提請敘獎。 

七、本補充規定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其修正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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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南高商進修部學生學習歷程檔案紀錄人員角色權限表 

編

號 
角色 人員 

跨班

級 

權限

設定 
瀏覽 新增 修改 刪除 匯出 

課程學

習認證 
提交 備註 

1 校管理者 註冊組 ˇ ˇ ˇ ˇ ˇ ˇ ˇ   最高權限 

2 
工作小組 

(召集人、秘書) 
校長 ˇ  ˇ       可以看全校學生資料 

3 導師 導師   ˇ       可以看導師班學生資料 

4 課程諮詢教師 教務組 ˇ  ˇ ˇ ˇ ˇ ˇ   團體、個人課程諮詢紀錄 

5 授課教師 教師 ˇ  ˇ     ˇ  認證學生上傳課程學習成果 

6 
課程學習成果提

交人員 
教師 ˇ  ˇ      ˇ 僅能進行課程成果提交作業 

7 
多元表現提交人

員 
學務組 ˇ  ˇ      ˇ 僅能進行多元表現提交作業 

8 幹部經營管理者 生輔組 ˇ  ˇ ˇ ˇ ˇ    
僅能進行校內幹部經歷資料維

護 

9 出缺勤管理者 幹事 ˇ  ˇ ˇ ˇ ˇ    僅能進行學生出缺勤資料維護 

10 學生 學生   ˇ ˇ ˇ ˇ    僅能修改自己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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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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 107年 12 月 21日行政會議審議 

中華民國 108年○月○日校務會議通過 

一、本補充規定依「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建置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學生學習

歷程檔案作業要點」（以下簡稱作業要點）第五點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二、本校依作業要點第五點第一項規定設置「建置學生學習歷程檔案資料工作

小組」（以下簡稱工作小組），負責辦理建置學生學習歷程檔案之相關工

作。 

三、工作小組成員由校長、教務主任、學務主任、輔導主任、實習主任、進修

部主任、教學組長、註冊組長、訓育組長、生輔組長、課程諮詢教師、進

修部教務組長、進修部學務組長、進修部註冊組長、進修部生輔組長、進

修部課程諮詢教師、教師代表、家長代表、學聯會代表各一人，合計 19人

組成；其中校長擔任召集人，教務主任為執行秘書。工作小組每學期至少

召開一次會議，且應由召集人召集會議並主持，議決學生學習歷程檔案建

置之方式、人員、期程及內容，並辦理訓練、研習、說明、成效評核及獎

勵等相關作業。 

四、學生學習歷程檔案平臺由教務處(進修部)負責建置與管理，其登錄內容與

作業方式如下： 

(一)基本資料：學生之相關學籍資料，由註冊組於學生入學後登錄，每學期

並須再次檢核確認。 

(二)修課紀錄： 

1.修課評估：「學群（類群）探索與就業規劃」由輔導處(室)依據學生

之性向興趣及進路發展登錄；「選修課程名稱」由教學組(教務組)

於選課作業完成後登錄學生選修科目資料。 

2.課程諮詢紀錄：由課程諮詢教師登錄「日期/時間/地點」及「諮詢內

容及意見」。 

3.修課成績：學生修課科目及學業成績表現，由註冊組登錄。 

4.出缺勤紀錄：由生活輔導組登錄。 

5.校內(幹部、社團)表現：由訓育組(學務組)登錄。 

6.校內(競賽)表現：由各承辦業務單位(學務組)登錄。 

(三)課程學習成果：學生得於每學期登錄修課（含必、選修等有核計學分者）

之學習成果（含實作作品或書面報告），並須經任課教師認證，導師督

導檢核，每學期至多 3件。 

進修部修改後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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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多元表現：學生得自行登錄校內、外多元表現（含名稱、內容、成績及

證明文件），如校內外活動、競賽成果、幹部經歷、檢定證照，並由導

師督導檢核，每學年至多 10項。 

(五)自傳（含學習計畫）及其他與學生學習歷程有關之資料：學生自我覺察

描述，個人生涯規畫等，由學生於申請就讀大專校院時上傳。 

前項內容參照作業要點之附件表單建置之，並於國教署規定上傳期限之

二週前完成。教務處、學務處、進修部等各組須於規定之上傳期限內上

傳至國教署指定之資料庫。 

五、學生學習歷程檔案之登錄、作業及使用，由工作小組指派單位或人員，統

籌辦理訓練、研習及說明： 

(一)學生訓練：每學期得結合生涯輔導課程或彈性學習、團體活動時間，由

輔導處(室)與教務處(進修部)共同辦理一次選課輔導與檔案建置、登錄

等相關訓練。 

(二)教師研習：教務處每學年至少辦理一次課程諮詢與檔案建置相關之專業

研習。 

(三)親師說明：輔導處(室)每學年得結合學校親職活動，至少辦理一次檔案

建置與使用之說明。 

六、成效評核及獎勵：學生學習歷程檔案平臺各內容項目之指定管理、登錄人

員及教師，得由執行秘書視其辦理成效，提交工作小組議決後，依學校教

職員獎勵標準規定提請敘獎。 

七、本補充規定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其修正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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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室附件 

國立臺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永裕文教基金會獎學金」申請辦法(草案) 

 107學年度第 1學期行政會議訂定 108.01.09                                                                 

第一條 本獎學金經費來源係由本校校友永裕文教基金會總裁王灯輝先生捐贈

新台幣三十萬元為獎助學金。 

第二條 本獎學金獎勵對象為當學年度第一學期每班學業成績第一名且無曠課

及懲處紀錄之學生。 

第三條 申請時檢附文件 

一、填妥之「永裕文教基金會獎助學金」申請表。 

二、自傳(300字以上)。 

三、檢附當學年度第一學期成績單。 

第四條 學業成績優良獎學學金每班錄取 1名，綜合職能科除外，每名發給獎助

學金新台幣五仟元。 

第五條 申請文件請送交教務處註冊組，註冊組將申請名單送至本校獎學金管理

委員會審核。核定名單送永裕文教基金會備查。 

第六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討論，呈請校長核定後公佈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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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永裕文教基金會獎學金」申請表 

 
申請人 

姓名 

  

就讀班級           科     年     班     號 

電話:  

檢 

附 

文 

件 

□ 1.「永裕文教基金會獎學金」申請表 

□ 2.當學年度第一學期成績單 

□ 3.自傳 

 

申請人 

簽名 

 家長

簽名 

 

導師簽名 
 

教務處註

冊組收件

簽章 

 

獎學金管

理委員會

審核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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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室修改後附件 

國立臺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永裕文教基金會獎學金」申請辦法 

 107學年度第 1學期行政會議訂定 108.01.09 

第一條 本獎學金經費來源係由本校校友永裕文教基金會總裁王灯輝先生捐贈

新台幣三十萬元為獎助學金。 

第二條 本獎學金獎勵對象為當學年度第一學期每班學業成績第一名且無曠課

及懲處紀錄之學生。 

第三條 申請時檢附文件 

一、填妥之「永裕文教基金會獎助學金」申請表。 

二、自傳暨獎學金運用計畫(300字以上)。 

三、檢附當學年度第一學期成績單。 

四、獎懲及無曠課相關紀錄 

第四條 學業成績優良獎學金每班錄取 1名為原則，綜合職能科除外，每名發給

獎助學金新台幣五仟元。 

第五條 申請日期為每年 2月 1日~2月 28日止；頒獎日期另行通知。 

第六條 申請文件請送交教務處註冊組，註冊組將申請名單送至本校獎學金管理

委員會審核。核定名單送永裕文教基金會備查。 

第七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討論，呈請校長核定後公佈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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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永裕文教基金會獎學金」申請表 

編號           
申請人 

姓名 

  

就讀班級           科     年     班     號 

電    話  

檢 

附 

文 

件 

□ 1.「永裕文教基金會獎學金」申請表 

□ 2.當學年度第一學期成績單 

□ 3.自傳暨獎學金運用計畫 

 

申請人 

簽名 

 家長

簽名 

 

導師意見 

導師簽名             

教務處註

冊組收件

簽章 

 

獎學金管

理委員會

審核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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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永裕文教基金會獎學金」申請人 

自傳暨獎學金運用計畫 

       班級              姓名 

一、自傳 

 

 

 

 

 

 

 

 

 

 

 

 

 

二、獎學金運用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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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臨時動議：無 

十二、散會：下午  4 時 30 分 

 

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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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