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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4 次行政會議紀錄 

  

一、  時間：中華民國 110 年 3 月 24 日(星期三)下午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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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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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 3 月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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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 開始特招

報名，請教務處

妥適安排。 

教務處 邱貴芬

主任 

已於 3/19完成特招

報名工作，共 848人

報名。 

ˇ    ˇ 

2 

因 應 省 水 措

施，擬封閉莊敬

樓廁所及實習

處 2-5樓廁所。 

總務處 陳俊隆

主任 

已辦理完成 ˇ    ˇ 

3 

3/19 家長會新

春聯誼餐會，請

各位踴躍參與。 

學務處 李斐雯

主任 

已於 3/19完成家長

會新春聯誼餐會，感

謝各位同仁的協助。 

ˇ    ˇ 

 

六、 管控討論：略 

七、 主席致詞：略 

八、 各處室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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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務處報告： 

1.為配合百年校慶相關活動辦理，110/4/1(四)當日上午課務調整為「校慶祈福

高粽」活動，相關課務調整如下： 

(1)高三導師(不含綜職科)隨班進行「孔廟祈福活動」。 

(2)當日跨班選修、適性分組課程皆暫停，學生回原班上課。 

(3)高三任課教師且無支援相關活動教師同仁，當日兼課鐘點收回。 

(4)高三導師及支援相關活動教師同仁所遺高一、高二課務，由教務處安排

高三任課教師且為基本鐘點者擔任。 

(5)高一、高二任課教師務必隨班參與「校慶祈福高粽」相關活動並確實點

名。 

(6)若活動提前結束，請任課教師自行安排課程內容，切勿讓學生提前下課。 

2.4/12-4/16為本學期第二次教學研究會，預計討論 110學年度第一學期教科用

書、110年度高一新生暑期作業、暑期輔導課及下學期第八節輔導課開課事宜

等。 

3.109學年度統測結束後高三行事曆(如附件)，請各單位檢視是否需修正，預計

4/30定稿並發給高三學生，感謝。 

4.本校 110學年度特色招生報名已於 3/19結束，各科報名人數如下： 

國際貿易科 291人 應用英語科 246人 

觀光事業科 86人 廣告設計科 227人 

總報名人數 850人 

5.4/24(六)上午為本校 110學年度特色招生考試，預計將設置 22間試場，各科

試場擬分配如下：。 

國際貿易科(291人) 應用英語科(246人) 

第 01~07試場 第 08~13試場 

觀光事業科(86人) 廣告設計科(227人) 

第 14~16試場 第 17~22試場 

6.因本次特招報名人數較少，擬將廣告設計科測試時間安排於上午，當日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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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可開始閱卷。 

7.110學年度特色招生考試時程表如下： 

重要日程表：  

日期 作業事項 

4/24(六) 本校特招術科測驗 

5/15(六)、

5/16(日) 

國中教育會考 

(會考成績列入錄取門檻) 

5/19(三) 本校網站公布特招術科測驗成績 

6/8(二) 
本校網站及玄關公布撕榜排序名單，請務必查詢確認，以

免影響自身權益 

6/9(三) 報到(9：00-9:30)、撕榜(9：30起) 

 

應用英語科考試時程表： 

時間(上午) 作業事項 

08:30 預備鈴響：考生入場(填寫健康聲明書) 

08:40~08:50 考生身分查驗及考試說明 

08:50 測驗開始鈴響：鈴響畢遲到考生不得再入場 

08:50~09:40 英文溝通術科測驗(50min) 

09:40 測驗結束鈴響：鈴響前考生不得提前出場 

10:00 預備鈴響：考生入場 

10:00~10:10 考生身分查驗及考試說明 

10:10 測驗開始鈴響：鈴響畢遲到考生不得再入場 

10:10~11:10 邏輯思考術科測驗(60min) 

11:10 測驗結束鈴響：鈴響前考生不得提前出場 

 

觀光事業科考試時程表： 

時間(上午) 作業事項 

08:30 預備鈴響：考生入場(填寫健康聲明書) 

08:40~08:50 考生身分查驗及考試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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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50 測驗開始鈴響：鈴響畢遲到考生不得再入場 

08:50~09:40 英文溝通術科測驗(50min) 

09:40 測驗結束鈴響：鈴響前考生不得提前出場 

10:00 預備鈴響：考生入場 

10:00~10:10 考生身分查驗及考試說明 

10:10 測驗開始鈴響：鈴響畢遲到考生不得再入場 

10:10~10:40 餐旅休閒引導寫作術科測驗(30min) 

10:40 測驗結束鈴響：鈴響前考生不得提前出場 

 

國際貿易科考試時程表： 

時間(上午) 作業事項 

08:30 預備鈴響：考生入場(填寫健康聲明書) 

08:40~08:50 考生身分查驗及考試說明 

08:50 測驗開始鈴響：鈴響畢遲到考生不得再入場 

08:50~09:40 英文溝通術科測驗(50min) 

09:40 測驗結束鈴響：鈴響前考生不得提前出場 

10:00 預備鈴響：考生入場 

10:00~10:10 考生身分查驗及考試說明 

10:10 測驗開始鈴響：鈴響畢遲到考生不得再入場 

10:10~11:10 邏輯思考術科測驗(60min) 

11:10 測驗結束鈴響：鈴響前考生不得提前出場 

 

廣告設計科考試時程表：(上午) 

時間(上午) 作業事項 

08:30 預備鈴響：考生入場(填寫健康聲明書) 

08:40~08:50 考生身分查驗及考試說明 

08:50 術科測驗開始鈴響：鈴響畢遲到考生不得再入場 

08:50~10:50 術科測驗(120min)，09:05始可提前離場 

10:50 測驗結束鈴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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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09學年度第 2學期重補修共開設 26班，於 3月 22起開課，共分 2梯次，預

計上課至 6月中，若遇段考、模擬考期間則照常舉行。 

9.110學年度優質化計畫書預計於本週送至國教署進行審查。 

10.110學年度第一學期多元選修及彈性學習時間課程線上選課預計於 6/8至

6/10辦理。課諮師於 5/17~5/28選課團體諮詢、未完成團體諮詢學生進行個

別諮詢。 

11.群科訂於 3/24-25於圖書館 4F情境教室舉辦全國外語群科專題製作競賽複

賽口頭問答，3F自主學習館為各校選手準備區。 

12.群科 3/31於第一會議室辦理「素養評量與勞動法令及權益研習暨諮詢輔導

會議」。 

 

（二）學務處報告： 

1. 學務處近期活動，感謝各處室給予協助： 

(1) 高一品格成長營隊於 3/11.12 順利辦理完成，學生評價極高，擇期辦

理檢討會議，後續驗收相關事宜，敬請總務處、主計室協助。 

(2) 3/13(六)班聯會南商好聲音預賽辦理完成，已選出個人組及團體組，

俟 5/5決賽決定最終名次。 

(3) 全校各班模範生選拔於 3/10(三)由各班推舉完成。三年班級幹部確認

單發放至高三各班已確認完成，預計四月上旬發放高三學生幹部證明。 

(4) 3/19晚上「家長會新春聯誼餐會」辦理完成，感謝各處室同仁協助。  

(5) 3/24下午 6.7節為社團活動(三)，3/31下午 6.7節辦理國際文化講座。 

(6) 4/7(三)健康中心預計辦理捐血活動，各班調查表已收回，有 148位學

生參與捐血。另於當日班會課，辦理全校各班勤勞楷模與禮貌楷模選

拔活動。 

2. 3/12(五)上午進行與日本長野飯田風越高等學校交流工作籌備會議，決議

4/28(三)下午 5、6 節舉行第一次正式視訊，當日流程：開幕式（5 分鐘）、

學生分組視訊（30分）、內容：Hometown and self introduction 

3. 因應近期水情吃緊，衛生組配合總務處進行校園節約用水，即日起掃地時暫

停拖地，若有明顯髒污才用水拖地，地板髒汙不列入整潔評分項目。 

4. 依國教署 110年 2月 25日臺教國署學字第 1100015253A號函示，配合召開服

裝儀容委員會議於 3 月 8 日(一)完成本校服裝儀容規定修訂草案，提送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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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3月 29日臨時校務會議討論。 

5. 欣逢本校百周年校慶，為配合日治時期開學日，擬訂於 4/1 早上辦理校慶慶

祝活動-「高三孔廟祈福」、「百年校址巡禮」、「校慶祈福高粽」三項活動，感

謝同仁協助活動規劃與執行！相關工作分配已於 3 月 23 日召開籌備工作會

議，另外，3/29中午預計召開孔廟祈福工作人員會議。 

6. 學務處與合作社配合，設計推出百年校慶紀念商品：百年紀念 T 恤、百年紀

念零錢包與南商小短褲，歡迎同仁協助廣為宣傳。 

7. 本校女籃連續第七年打進全國決賽，預訂 4 月 1 日至 4 月 5 日在臺北進行 8

強決賽，屆時有網路直播再一同為女籃加油。 

 

（三）總務處報告： 

1.目前缺水期間，本校因用水量大，已於 3/16日由台水公司會同市府將水表直

接鉛封減供，目前因應對策除了宣導節約、不拖地、更換省水水龍頭之外，

也開始對明德樓之外的各處飲水機設限，供應至晚間 7點。 

2.關於病媒蚊防治，日前已請同仁購入粗鹽，分別前往陰井、易積水處灑置，

應可有效減少孑孓孳生。 

3.目前已規劃實習旅館與體育館公開標租招標規範，兩館若順利標租，預計每

年可有約 225萬收入，以充實校務基金；預定於今日議程提案討論後，辦理

公開招標。 

4.本校 110年新興工程實習大樓案為同期所有學校進度最快者，發包工程雖經 3

次流標，但仍積極辦理檢討，於國教署管控會議深獲長官肯定；目前正以修

正後之預算書圖辦理第四次招標，希望能順利發包。 

5.校內修繕工程方面，中正樓地板與明德樓廁所兩案即將辦理工程招標。 

 

(四）實習處報告： 

1. 109學年下學期各科「職場參觀」、「校外實習」、「學生實習實作」、「業界專家

協同教學」計畫，均依時程執行相關計畫，其內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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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 51屆全國技能競賽南區分區賽，日期：110年 4 月 22-25 日。 

比賽名單如下： 

(1)平面設計技術：蔡晏芸、葉如彧 

(2)餐飲服務：王柔懿、莊詠涵、羅紫云、劉芸孜 

3. 110年度在校生專案技術士技能檢定辦理時程如下: 

(1)110 年 5 月 22日（六）辧理學科及會計人工術科測試 

(2)110 年 5 月 29日（六）辦理視覺傳達術科測試 

(3)會計事務—資訊術科於 110 年 7 月初辦理 

(4)門市服務術科於 6月份假日辦理。 

4. 110年 4 月 17日（六）及 18 日（日）辦理即測即評第二梯-飲料調製丙級測

 職場參觀 業界實習 實習實作能力 補助證照費 業界協同教學 

商經 

A10022~A10024 

商一統一公司

及億進寢具

6/4(五) 

 

商二甲專題實作 $7,600 

商二乙專題實作 $7,600 

商二丙專題實作 $7,600 

  

會計 

A10030 會一統

一公司及億進

寢具 6/4(五) 

合慶文具圖書(金

玉堂) 

會二甲/15位各5天 

會二甲專題實作 $7,600   

國貿 

A10007~A10010 

貿一 

南瀛農產及康

那香公司 

4/28(三) 

 

貿三甲專題實作Ⅱ $5,700 

貿三乙專題實作Ⅱ $5,700 

貿三丙專題實作Ⅱ $5,700 

貿三丁專題實作Ⅱ $5,700 

  

資處  

三佑科技有限公司 

資二甲乙/16 位各 5

天 

資三甲專題實作Ⅱ 

$15,200 

資三乙專題實作Ⅱ 

$15,200 

電腦軟體應用乙級

$14,000 
 

廣設   

廣三甲專題製作Ⅱ 

$15,200 

廣三乙專題製作Ⅱ 

$15,200 

廣三甲電腦繪圖Ⅱ 

$15,200 

廣三乙電腦繪圖Ⅱ 

$15,200 

  

觀光 

A10013~A10014 

觀一 

義大皇家酒店 

A10017~A10018 

觀二 

強棒製茶廠 

和逸飯店 

觀二甲乙/16 位各 5

天 

觀二甲專題實作 $9,500 

觀二乙專題實作 $9,500 
 專題實作-二下 

應外   
應三甲專題實作Ⅱ $7,600 

應三乙專題實作Ⅱ $7,600 
  

餐飲 
A10034 台南桂

田酒店-6/2(三) 

 
  烘焙-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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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 

5. 商教學會 110 年度會計能力測驗於 4 月 17日(六)辦理。 

6.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商管群專題製作競賽，本校進入複賽計二組，分別如下 

(1)「宿」說幸福-幸福莊園大桃戰，指導老師:黃秀印與陳雅婷 

(2)「衣衣」不捨,隱性價值的巷弄工坊-行銷「衣事工坊」,提高手作服裝知名

度，指導老師:陳宏毅 

(3) 外語群 應英科 專題組－ 

    小論文類 The Emoji Generation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Emoji 

Perceptions and Usage Habits 佳作 施昀辰 應三甲- 

    陳怡安、郭子熏、郭嘉欣 

(4) 外語群 應英科 創意組 Tales of Plauge 佳作 黃婉菁 應三乙- 

    蔡妤姍、柯采萱、黃竹恩 

 

（五）圖書館報告： 

1. 自主學習啟動—已辦理商、會高一二 2 場宣導，預計 4/21(三)1400~1600 辦

理第一場自主教師研習，主題：110 小論文變革與自主學習指導實務，講師：

江瑞顏主任，歡迎報名參加(報名資訊日後公告)。 

2. 中學生寫作競賽—閱讀心得投稿 17 篇，小論文投稿 60 篇，有鑑於部分專題

課程指導老師要求學生投稿小論文，日後將先進行篇數調查協調程序，有篩

選之必要將再請指導老師協助，圖書館再進行後續的質量控管。 

3.場館運用--有鑑於場館利用率不斷攀升，建請各科(處)使用圖書館三樓(非辦 

  公區)進行相關科(處)務活動，有需要使用冷氣時請自備儲值卡，感謝配合。 

4.閱讀素養—3/31(三)下午辦理電子書研習，由凌網科技公司邀請林淑貞講

師，講題為「數位圖書與閱讀器運用介紹與體驗」，提供師生更多元化的閱讀

新體驗，並協助師生辦理國立臺灣圖書館線上借閱證，師長可直接傳賴報名。 

 

（六）輔導處報告： 

1. 3/31、4/14、4/28由實習心理師辦理高一高二學生小團體課程，主題「情緒

調色盤」，由 30位報名同學篩選共 15名成員參加(高一 5人高二 10人)，提

升學生覺察與調適個人情緒能力。 

2. 3/10、3/17、3/24、3/31、4/14由陳奕良老師辦理心靈覺醒沙遊體驗小團體

課程，成員經面談後篩選邀請，協助學生在生活中的自我覺察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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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7(三)6-7節邀請石麗如心理師主講「成為憂鬱青少年的守門人」，共有 15

位教師報名參加，地點於討論室二。 

4. 目前心靈光廊正展示過年特輯之教職員工場次，共有 20位教師分享，歡迎同

仁撥空前往欣賞。 

5. 今日(3/24)輔導組正辦理多元探索活動，參加對象為校內缺曠生，期望提升

其生活動機與同儕互動能力。 

 

（七）進修部報告： 

1. 三月份完成工作事項： 

(1)第 1週 3/2-3/3即測即評第二梯-飲料調製丙級檢定報名，3/3高三畢業團

體照拍攝(19:00)、3/4高三繳交畢冊編輯頁；3/13(三)班會/藥物濫用/

教室。 

(2)第 2週 3/8-3/12「臺灣後期中等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填寫問卷，高一、

高二學生部分，於課堂上請教師指導學生上網填寫問卷；3/10(三)班會/

家庭教育/教室。 

(3)第 3週 3/15廣告技術學程重補修開始、進修部免試入學單獨招生報名開

始；3/17(三)班會/肺結核防治/教室。 

(4)第 4週 3/18-3/19高三第 2次模擬考、3/22-26 紓壓靜心曼陀羅展。 

(5)第 5週 3/29-31第 1次段考、4/2-4/5兒童節/清明節放假。 

2. 四月份預定工作事項： 

(1)第 1週 4/7(三)班會/多元文化/教室；4/7 19:00觀三甲遊程規劃成果競

賽。 

(2)第 2週 4/14(三)班會/永續教育/教室；4/12-4/13高三第 3次模擬考；

4/12-4/14電腦基金會-中英文輸入及 IT3等檢定報名。 

(3)第 3週 4/21班週會/心理健康講座/視聽教室；4/23餐三創意料理競賽。 

(4)第 4週 4/26觀二創意飲品競賽；4/28期中學生事務會議(16:30)、高二選

課課程宣導說明會；4/28(三)班會/生命教育/教室；4/30（五）教室封閉，

於視聽教室辦理生命教育影片欣賞，因 5/1-2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本

校設有考場）。 

3. 110學年度進修部新生招生有兩種管道 

(1)國中畢(結)業生參加臺南區免試入學分發進修部(各科每班 26人)。 

(2)進修部單獨招生免試入學，非應屆國中畢(結)業生 3 月 15 日起，即可報

名單獨免試入學，依報名順序錄取，先報名先選科，額滿為止(各科每班 14

人)。 

進修部有商業經營科、資料處理科、觀光事業科、餐飲管理科、廣告技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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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用技能學程），5科各 1班，相關資訊請洽進修部辦公室或進修部網頁，

感謝同仁幫忙宣導。 

 

（八）人事室報告： 

1.經110.3.11教評會決議，本校110學年度委託教育部辦裡公立高級中等學校教

師甄選，提報科別及缺額為：餐飲科(日夜)、國貿科(日)、歷史科(日)、資

處科(日)、應英科(日)、觀光科(日)各1名，共計6名。 

2.本校申請110學年度介聘之教師陳文隆，業經介聘成案，擬與高雄市中正高中

英文科李品慧教師互調。3/19（五）李師已辦理介聘報到事宜。 

3.臺南特教人事室李雅萍主任，將於4/1報到就職，原任人事室呂愛玲主任，調

任家齊高中。 

 

（九）主計室報告：略 

 (十)內部控制小組報告：略 

九、主席結論： 

1.3/29、30、31 為本校段考，請進修部特別注意 3/29(體育場有活動)當天

學生出席狀況。 

2.校門口人行道屬校園一部份，請進修部行政同仁留意學生在此之行為管

控。 

3.4/7(週三)辦理「成為憂鬱青少年的守門人」演講活動，請認輔導師一起

參加。 

4.輔導處辦理之活動，歡迎家長委員們參加。 

5.自主學習空間之冷氣使用，秉持使用者付費原則。 

6.有關各科「職場參觀」、「校外實習」、「學生實習實作」、「業界專家協同教學」

計畫等，請列本月與下個月時程即可。 

7.專題實作相關經費請速執行，不足之部分請用實習實驗費用支應。 

8.請總務處多加宣導-請教職員工生節約用水用電。 

9.請衛生組與總務處合作防治病媒蚊。 

10.中正樓、明德樓、中庭等之開工日程等完成招標後邀相關單位一起訂定。 

11.班級活動若訂於假日時，請學務處多加注意學生安全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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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與日本學生視訊交流前，請將課程預先規畫、分組。往後每科都有機會

找國外學生交流，為學生拓展視野最快速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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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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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提案討論：無 

十一、臨時動議：無 

十二、散會：下午 5 時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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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