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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4 次行政會議會議紀錄 

  

一、  時間：中華民國 108 年 3 月 13 日(星期三)上午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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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致詞： 

非常感謝各位同仁因應校務評鑑，從過年到現在很努力整理資料。請

各處室今天下午請將資料移至會場。 

六、 各處室報告： 

(一)教務處報告： 

1.校務評鑑【當日工作人員】名單如附件一，請參閱，並協助檢視是否有遺漏。 

2.校務評鑑【校長簡報】座位表如附件二，請參閱。 

3.校務評鑑【禮堂會場】配置圖如附件三，請參閱。 

4.校務評鑑【參觀路線】如附件四，請參閱。 

5.108學年度高職優質化計畫書撰寫如附件五，請參閱。 

6.本校「108學年度總體課程」審查結果除應外科「修正後複審」外，其餘｢修

正後再審｣。複審計畫書需於線上系統依初審委員建議修正後，於 3/27(星期

三)前將核章之書面資料寄至臺中家商課程審查中心審查。 

7.107學年第 2學期重(補)修於 108年 3月 18日起於夜間辦理，上課地點：綜

合大樓 4、5樓高三教室。 

（二）學務處報告： 

1.今日 3/13 中午 12：30 學務處集合全校班長、副班長、風紀、學藝、衛生五

位班級幹部，宣導各項注意事項，若各處室有需要宣導或發放資料，可以依

上述時間逕至視聽教室，感謝！ 

2.今日下午 6、7節為服務學習實作時段，由學務處、班級導師指導校園清潔整

理相關事宜，並請校內各單位共同協助。 

3.性平教育宣導：依性平法規定，對於性平事件當事人應採取相關保護措施，

並確實遵守保密原則，一切以學生的權益為最高原則，感謝同仁的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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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總務處報告： 

1. 關於校務評鑑場地整備工作，已完成：中正堂場地委外清潔工作、地毯鋪設、

桌椅與桌布擺放鋪設。關於總務處主導負責項目，橫跨教、學、輔、實、圖

等處室，尚請大家協助主動將資料送至會場擺放。 

2. 校務評鑑當日，若委員有意前往劍橋會館參訪，目前已商請會館當日派車待

命。 

(四）實習處報告： 

1.各組與各科配合時程完成評鑑資料夾、評鑑簡報及各科導覽路線，並將表冊

置放於評鑑場地。 

2.各專業教室已加強各項打掃清潔，並請同仁與學生協助相關工作。 

3.各項核定計畫(優質化、均質化、職場體驗、實習實作及業師協同教學等)於

評鑑後加強相關進度執行。 

4.108年 3月 16日辦理商教會商業理能力測驗，將使用高一教室作為考場。 

5.108 年 3 月 17 日辦理 108 年度全國技術士學術科筆試測驗，將使用高一、高

三及部分高二教室作為考場。 

（五）圖書館報告：各群的書已分類置於三樓，並掛於圖書館館藏查詢中。 

（六）輔導處報告：略 

（七）進修部報告： 

1. 校務評鑑進修部餐飲科專業群科 21本資料已準備妥適。 

2. 進修部教師教學檔案網頁放置及紙本檔案已備妥。 

3. 進修部餐飲科訪談地點已準備,預定今晚清空及整理訪談場地。 

4. 已轉達進修部同仁相關注意事項,餐飲科訪談區及等待區已準備就緒。 

（八）人事室報告：略 

（九）主計室報告：略 

(十)內部控制小組報告：略 

七、主席結論： 

1.請各組實地走一回校務評鑑參觀路線；由圖書館至輔導處統一走無障礙坡

道。 

2.各辦公室、教室回收至今天為止，下午請廠商將回收物品運走。 

3.有關性平事件，請各位同仁維持保密原則，並以讓學生穩定就學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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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請總務處集合所有技、工友，分配責任區打掃蜘蛛網與樓梯平台。 

5.進修部放學後，請學生儘量早些離開學校回家並注意安全。 

八、提案討論： 

【圖書館】 

案由：107學年度第二學期高三學生祭孔暨校外參訪活動因故調整，另行於統測

後舉辦府城文化巡禮活動。 

說明： 

1.原依本校 107學年度第二學期行事曆，3/27(三)舉辦高三學生祭孔暨校

外參訪活動，因孔廟刻正進行大型修護工程將無法進行任何儀式(經黃素

芳組長於3/6 與孔廟文化基金會方總幹事確認該工程將持續至今年年底， 

  施工照片如附件) 

2.為考量大考逼近，學生能有更充足時間準備，建議調整該活動。 

3.調整方案：高三當日與高一二同步(綠能講座)四點放學，另訂於 

5/14(二)13：00至 16：00安排高三同學前往孔廟文化園區與鄰近之美術  

  場館體驗。 

4.實際執行方案細節與配套措施於爾後行政會報再提出。 

決議：孔廟祈福如期舉行，再與孔廟文化基金會總幹事協調其他方式。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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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臨時動議：無 

十、散會：上午  11  時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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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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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3/15 評鑑評鑑當日工作人員 

編號 姓名 備註 編號 姓名 備註 編號 姓名 備註 編號 姓名 備註 

1 陳怡萍 訪談 33 劉振漢 禮堂 65 林益弘 科主任 97 龔銘泓 ◎ 

2 黃荷閔 訪談 34 張筌傑 禮堂 66 洪麗琴 科主任 98 吳瑞昌 ◎ 

3 官蔚菁 訪談 35 洪金滿 照相 67 李盈穎 科主任 99 家長 1   

4 王敏惠 訪談 36 黃校長   68 鄭添進 科主任 100 家長 2   

5 周柔彣 訪談 37 蘇淑娥   69 盧玉珍 科主任 101 家長 3   

6 潘珮婷 訪談 38 楊基宏   70 孫聖和 科主任 102 家長 4   

7 吳亮嫻 訪談 39 李斐雯   71 鄭舒尹 科主任 103 家長 5   

8 楊一樂 訪談 40 陳俊隆   72 李怡陵 科主辦 104 抽訪教職員 1   

9 陳美好 訪談 41 劉政嘉   73 陳家紋 科協助 105 抽訪教職員 2   

10 李佩樺 訪談 42 張家榮   74 黃秀印 科協助 106 抽訪教職員 3   

11 楊美金 訪談 43 林妤芳   75 王雪薰 科協助 107 抽訪教職員 4   

12 陳曉芳 訪談 44 倪娳君   76 蘇淑芬 科協助 108 抽訪教職員 5   

13 黃素芳 訪談 45 李正智   77 蔡宜庭 科協助 109 抽訪教職員 6   

14 許秀珍 訪談 46 蔡采薇 餐飲 78 莫嘉賓 科協助 110 抽訪教職員 7   

15 黃淑琴 訪談 47 林和姻 餐飲 79 劉清華 科協助 111 抽訪教職員 8   

16 陳淑芬 訪談 48 蔡麗娟 餐飲 80 邱貴芬 
 

112 抽訪教職員 9   

17 余康林 訪談 49 鄭如雯 餐飲 81 余佩玲   113 抽訪教職員 10   

18 蘇治維 訪談 50 王筱茜 餐飲 82 黃蜀晶 交安 114 抽訪教職員 11   

19 方獻正 訪談 51 潘珮婷 餐飲 83 黃婉菁   115 抽訪教職員 12   

20 黃玲貞 訪談 52 朱秀敏 餐飲 84 王柔涵 哈佛 116 抽訪教職員 13   

21 吳昀臻 訪談 53 林憙志 布置 85 王品勻 照相 117 抽訪教職員 14   

22 臧文玉 訪談 54 楊文生 布置 86 吳冠葶   118 抽訪教職員 15   

23 林香妃 訪談 55 家長 1   87 吳美玲   119 抽訪教職員 16   

24 葉晏禎 訪談 56 家長 2   88 李元碩   120 抽訪教職員 17   

25 呂愛玲 訪談 57 家長 3   89 林士欣 ◎ 121 抽訪教職員 18   

26 楊秀菊 訪談 58 家長 4   90 高卜丞 ◎ 122 抽訪教職員 19   

27 陳宗勝 訪談 59 家長 5   91 沈秀琴 ◎ 123 抽訪教職員 20   

28 周朗平 訪談 60 翁肇偉 AVR 92 孫溥泓  124-179 抽訪專科教師 7*4*2=56 人 

29 王韡蓁 訪談 61 張芳慈 烘焙餐服 93 陳奕良  180 侯曉雅   

30 鍾春蘭 訪談 62 陳雯萍 ◎ 94 林淑華        

31 張鈺英 訪談 63 陳筱菁 ◎ 95 蔡貴秋 ◎       

32 徐亞葳 訪談 64 朱桂美 ◎ 96 宋采霓 樹屋       

※參觀地點、專業教室請派人於 9:45前開門、就位。 

 

 



 6 

附件二 

校務評鑑【校長簡報】座位表(明德樓 2樓簡報室) 

 

門口 

資料處理科 

鄭添進主任 

廣告設計科 

孫聖和主任 

應用外語科 

鄭舒尹主任 

觀光事業科 

盧玉珍主任 

餐飲管理科 

李怡陵老師 

主任教官 

楊秀菊 

進修部主任 

李正智 

商業經營科 

林益弘主任 

國際貿易科 

李盈穎主任 

會計事務科 

洪麗琴主任 

 

嘉義高工 

隨行人員 

 嘉義高工 

隨行人員 

嘉義高工 

隨行人員 

 
資料處理科委員 B 餐飲管理科委員 B 

 嘉義高工 

隨行人員 

校務評鑑委員 8 資料處理科委員 A 餐飲管理科委員 A 
主計主任 

倪娳君 

校務評鑑委員 7 會計事務科委員 B 觀光事業科委員 B 
人事主任 

呂愛玲 

校務評鑑委員 6 會計事務科委員 A 觀光事業科委員 A 
圖書館主任 

張家榮 

校務評鑑委員 5 國際貿易科委員 B 廣告設計科委員 B 
輔導主任 

林妤芳 

校務評鑑委員 4 國際貿易科委員 A 廣告設計科委員 A 
實習主任 

劉政嘉 

校務評鑑委員 3 商業經營科委員 B 應用外語科委員 B 
總務主任 

陳俊隆 

校務評鑑委員 2 商業經營科委員 A 應用外語科委員 A 
學務主任 

李斐雯 

校務評鑑委員 1 
 教務主任 

楊基宏 

 

 

門口 

 

秘書 

蘇淑娥 
國教署長官 

校務評鑑 

召集委員 

校長 

黃耀寬 

家長會長 

許志成 

 

 

 

多 媒 體 觸 控 螢 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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