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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士林高商第 11012次行政會議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10年 12月 29日(星期三)下午 2時 

地 點：行政大樓 3F第 1會議室 

主持人：余校長耀銘                  紀錄：文書組長林淑媛 

 

壹、主席致詞 

非常感謝各位出席參加本次行政會議，這也是 2021年最後一次的行政會議，

感謝大家這一年來對於我們學校整個行政工作的幫忙跟支持，也因為各位的默默

付出跟努力才能夠讓學校全體師生的教學活動，還有整體校務的運作都能夠非常

的平順，真的非常感謝，所以今天也準備了一點小禮物來表達我個人對大家衷心

的感謝之意。新的一年也還要請大家持續為了我們士商所有校務的推動，再拜託

大家繼續給予幫忙支持，再次感謝大家。 

接下來也跟大家做個報告跟說明，我們有好幾個處室在各處室的幫忙下有獲

得一些獎項，藉由這個機會跟各位做個報告，首先在教務處跟圖書館的通力合作

之下本校獲得今年度行動學習認證的銅質獎、學務處獲得小庭園的優等獎、總務

處在臺北市 110年度百大績優工程採購人員選拔分別獲得個人銀質獎(洪華廷主

任)及獲得團體組的銀質獎，感謝同仁的辛勞。實習處在 12月初辦理了 110年度

商科技藝競賽，實習處的同仁非常的用心，此外也非常感謝我們 6個科的主任們

及行政同仁們都十分努力，尤其是指導老師都無私的盡心盡力，我們這次獲得 3

金手 2優勝也是很好的成績；其他的處室也都非常的努力且用心， 

因為所有的成績都是靠大家通力一起合作的結果，所以都是大家共同努力獲得爭

取的成績，在這邊也一併謝謝大家的幫忙。 

除此之外，距離上次11月份行政會議有許多處室辦理比較重大的活動：12/16

學務處辦理了交通安全教育輔導訪視活動，訪視委員給了我們許多的指導，後續

會再進行一些調整跟改善，圖書館 12/21辦理與日本青森商業高校線上交流會議，

12/23學務處協助辦理了本校學生 BNT疫苗第 2劑施打，在大家幫忙之下一切都

非常的圓滿、順利、平安。 

12/24上禮拜五已召開本校校園環境與空間規劃審議委員會第 2次會議，在

會議當中大家也都把自己的一些擔憂、建議、想法跟規劃都有做了說明，我也會

利用今天會議最後的時間依照 12/24的決議來告訴大家我最後的想法跟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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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四 12/30將辦理遠距線上教學居家演練，請教務處特別再提醒所有的師

長跟同學們，並請確認已將相關資料及學習通知放在線上教學資源平台專區，讓

同學找得到老師、老師也能找得到學生，同時也讓我們的家長能夠安心。 

12/31到 1/2有三天元旦的連假，希望同仁利用連假好好休息、出去走走，

但要請大家注意安全跟保暖，我們預計 1/20中午辦理行政團隊期末餐會，在這

邊誠懇地邀請大家一起參加，希望透過這個場合跟機會好好交流聊聊天。以上是

會議前向大家做的感謝及報告，期待在 1/20餐會上見到大家。 

    

貳、確認上一次會議(第 11011 次) 討論提案決議事項 

案由一：修正本校教師成績考核會設置要點一案，請討論。 

說明： 

一、依本室 110年 10月 22日奉核可簽辦理。 

二、查教育部 110年 7月 28日修訂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 9

條第 6項規定，委員之總數、選舉與被選舉資格、會議規範及相關事項規定，

由學校擬訂，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爰配合上開修正內容等修正本要點，

部分條文修正如下： 

(一) 第2點：明定本會委員選舉及被選舉資格、選任後喪失委員資格之情形、委

員中未兼行政職務者人數限制、任一性別委員人數比例及票選方式。 

(二) 第4點：增訂主席因故不能主持時，由委員互推一人為主席及增訂決議時迴

避之委員不計入該項決議案之出席人數。 

(三) 第7點：為明確考核流程，增訂本會完成初核，應報請校長覆核。 

(四) 第8點：為使委員踐行迴避程序，增訂自行迴避及命令迴避之規定。 

(五) 第9點：為確立委員之義務與權責，增訂本校教師執行考核會委員職務時，

請假及所遺課務之處理方式。 

(六) 第10點：為保障受考人權益及界定審查案件時通知之要件，增訂考列四條

第一項第三款或懲處時，應書面通知列席陳述意見或委託他人到場及教示

條款。 

(七) 第11點：增訂相關議事運作未規定者，得依內政部訂頒之會議規範辦理。 

三、本要點部分條文修正總說明和對照表及修正後條文全文如附件。 

決議：依據教師會建議文字修正後通過，再提校務會議議決。另有關本校法律條

文一致性的公告的方式將再另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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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011次臨時動議： 

臨時動議一：關於學生學業成績處理以下之問題，請依「高級中等學校學習評量

辦法」、「士商學生學習評量補充規定」辦理。(提案單位：教師會)                                                           

說明：1、部分科目只送學期成績，未送日常及定期成績。 

      2、部分科目未依士商「學生學習評量補充規定」比例評量分數，自

行調整比例。若有調整比例之需求，應先修改此補充規定。 

      3、母法於108年6月、110年11月修正，學校的補充辦法於106年3月

修訂後迄今未再修訂，請進行審視是否有需調整之處。 

教務處回應：108年6月母法修正後，教務處已經修訂條文送教務會議並提校務會

議討論通過。110年11月修正的部分教務處也會先做研議跟討論後，

再按照程序及期程先提送教務會議討論再提校務會議。 

教務處補充說明1、2點：擬召開相關會議研議本校「學生學習評量補充規定」的

評量比例是否需調整，再依程序及期程送校務會議通過後，方能依

補充規定調整比例 

 

臨時動議二：推薦本校參加「臺北市111學年度特殊優良教師評選暨教育部師鐸

獎初審」名單，提請討論。(提案單位：教務處) 

說明：1.依據本局110年11月4日北市教綜字第1103098944號函。 

      2.經教務處彙整名單如下： 

    教師會推薦：行政類劉淑華主任、導師類曾素絲老師 

    家長會推薦：行政類吳鳳翎主任 

決議： 

1. 現場出席人員舉手表決，超過出席人數半數同意通過推薦名單：

行政類劉淑華主任、導師類曾素絲老師、行政類吳鳳翎主任。 

2. 如果還有其他推薦名單可提供予教務處鳳翎主任或時雍組長，再

依程序提出推薦。 

 

參、確認上一次會議主席指示事項： 

大家在歲末年終還是要多注意自己的身體，有關經費核銷請大家一定要依

照期程辦理，校務會議有需提案的資料請儘早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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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列管案件執行情形： 

項目 主席指示事項 
承辦 

處室 
辦理情形(請相關處室填列) 

列管與

否 

1 

各項經費來源採

購案件列管執行

表。 

總務處 

 

1. 體育組＿樂活中心減震隔音

地板預算 419,000元財務採

購已於 11月 24日完成決

標，履約期限至 12月 27日，

因裝置地點尚未確認，已發

文展延履約期限至 111年 1

月 31日。 

2. 資訊組＿汰換新網路及資訊

周邊設備 電腦專案計畫 。

569,000 元，已執行完畢。 

3. 資訊組_電腦專案計畫

216,000 元，已執行完畢。 

4. 教育部補助學校資本門計畫

_大尺吋觸控式螢幕(86吋，

含喇叭)及雙層嵌入式黑板

採購案預算 27萬元整，決標

金額 17萬 6千元，本案已完

成 2間教室大屏及黑板安

裝，剩下 VDI電腦觸控功能

尚未能完成，目前廠商測試

中。 

5. 錄音室配音設備 8萬 5千元

已完成付款。 

6. 109年保留-校園東西側退縮

人行道鋪面更新工程委託新

工處代辦，截至 12月 9日為

止尚未支用經費 10萬 6,093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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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政令宣導： 

一、111年 1月 1日起，公務人員和聘僱人員慰勞假年資採計: 

  (一)依臺北市政府 110年 9月 11日府授人考字第 1100135140號辦理。 

(二)自 111年 1月 1日起，各機關於核計公務人員休假日數時，其所具公務人

7. 採購案件管制總表請參閱。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

/1Jx4gqYAkehIm_-I4iLy6z8q

WENxE9j9g/view 

2 

本校 110年度各類

工程執行進度與

情形。 

總務處 

 

1. 「110年實習工場改善工

程」(案號：110A05)已完成

工程付款、完成委設監造付

款。 

2. 「110年演講廳整修工程」

(案號：110A03)已完成工程

付款、完成委設監造付款。 

3. 「110年度無障礙環境改善

工程」(案號：110A09)已完

成工程付款、委設監造付款

已於 12/20送出付款申請，

並已付款完成。 

4. 「臺北市中小學電力系統

改善工程(第 16群)」(案

號：110A01)第 3次估驗計

價於 12/20(一)送出付款申

請。工程進度部分：預定進

度: 87.72%，實際進度: 

89.35%。工期 240天，原預

計於 111年 2月 3日竣工，

展延 24天後，預計完工日

期為 111年 2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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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考試錄取訓練期間，以及曾服務於政府機關（構）、公立學校之全時專

任人員年資，得採計為公務人員休假年資。 

(三) 聘僱人員慰勞假之年資採計係準用公務人員請假規則或其他公務人員法

令之規定，爰自 111年 1月 1日起，聘僱人員慰勞假年資採計，準用前開

規定計算。 

二、 111年度慶生活動經費運用: 

(一)依臺北市政府 110年 1月 28日府授人給字第 1103000841號函辦理。 

(二)為落實疫情防護，避免群聚活動，111年度慶生活動金額不受慶生活動金

額不得逾預算金額 2分之 1規定之限制；惟不得有未實際辦理文康活動，

而逕行發放禮品、禮券或現金之情形發生，另文康活動宜與其他局處共同

舉辦之規定賡續暫停實施。 

(三)經依函示簽奉核可，本校 111年度慶生活動經費不受文康活動預算 2分之

1之限制，並依循 109和 110年辦理方式調整為每人發放慶生禮金 2000

元，並於 3月及 10月份辦理慶生活動，請大家躍踴參加同樂。 

三、致贈退休人員退休紀念品自 111年度起改由退休人員於新臺幣 5,000元以內

自行購買紀念品: 

(一)致贈對象：本府所屬各機關編制內人員，其退休生效日期經銓敘部、本府或

各機關審定生效者。 

(二)致贈方式：每人 5,000元以內，自行購買具紀念價值之紀念品。 

(三)核銷方式：退休人員自退休案審定後，持購買退休紀念品開具之電子發票，

交由人事機構辦理核銷（發票開立日期應為退休生效日前 3個月以後之當年

度發票），並以一次請領為限。 

(四)退休人員申請本款項，應本誠信原則對所提出之證明購買事實所取得之電子

發票真實性負責，如有不實應負相關責任。 

(五)請學校確實依規定，自 111年度起自行編列退休人員退休紀念品預算，以維

護退休人員權益。 

四、春節連假前、後 1日上班日各處室應視業務需要有效控留必要人力: 

(一)依臺北市政府 110年 12月 23日府授人考字第 1100151064號辦理。 

(二)依函示，為維持為民服務品質，請各機關學校於 111年農曆春節連續假期前、

後 1日上班日視業務實際需要，本於權責有效控留機關學校必要之人力，爰

請各處室依來函規定控留必要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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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各處室行事曆(附件) 

柒、處室報告： 

秘書 

一、主管會議、行政會議及校務會議，請統一會議資料格式(如附件)，感謝各處

室配合與協助。 

二、第一會議室及國際交流中心使用登記，建議於會議前一、二天可再確認，以

利活動進行。為響應環保，第一會議室的麥克風請盡量使用桌上型麥克風，

若有需使用無線麥克風，因無線麥克風較為耗電，建議活動單位需準備備用

電池。 

教務處 

【優質化專案】 

感謝各處室主任及各科科主任依期程辦理計劃活動及經費核銷，新的會計年度即

將到來，再請大家多協助活動辦理及經費核銷事宜。 

 

【協調事項】經彙整寒假行事曆如附件，敬請行政同仁協助檢視，將於本次行政

會議後上簽，核定後公告周知。 

一、教學組 

完成事項 

(一) 12/7(二)、12/14(二)、12/21(二)分別辦理高三、高二、高一作業檢查。高三

警告42人次、嘉獎44人次；高二警告35人次、嘉獎46人次；高一警告16人

次、嘉獎41人次。 

(二) 12/14(二)、12/15(三)已辦理體育班學測第3次模擬考試。 

(三) 12/14(二)、12/15(三)已辦理第 2 次統測模擬考。 

(四) 校內國語文競賽 5 項已辦理完畢，11/18(四)辦理字音字形競賽、12/3(五)辦

理作文、書法競賽、12/17(五)辦理朗讀、演說競賽。感謝教學組同仁和實

習老師的大力協助及多位國文科老師協助擔任評審相關事宜。 

(五) 寒假課輔開課，共開設 16班 228節次，共 444人次參加，上課日期由 1/24(一)

至 1/28(五)。感謝出納組協助相關收費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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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寒假重補修開課，共開設 2 班，共 40 人次參加，上課日期由 1/21(五)至

2/10(四)。感謝出納組協助相關收費事宜。 

(七) 12/23(四)已召開自學鑑定會議。 

(八) 12/10(五)已召開下學期書評會。感謝設備組、事務組協助相關事宜。 

(九) 英語文及數學衝刺班開設高一及高二英語文、高一數學共 3 班，於 12/20(一)

全部上課完畢。感謝黃斌峰老師、吳燕芬老師、曾素絲老師擔任教學教師。 

待辦事項 

(一) 針對課程計畫書檢視意見修正 111 學年度課程計畫書。 

(二) 高三彈性課程選課至 12/27(一)止，後續整理高二、三選修名單。 

(三) 預計進行 110 學年度下學期課務異動調查，準備下學期排課事宜。 

(四) 調查各科寒假作業。 

(五) 1/17(一)至 1/19(三)辦理期末考試。 

 

二、 註冊組 

完成事項 

(一) 110 學年度學成績名冊預檢完畢。 

(二) 12/22 召開校內第 3 次招生工作委員會議、校內繁星辦法會議。 

(三) 彙編北市特招簡章報局。 

(四) 製發第 1 次期中考各班成績前 3 名、模擬考成績優異學生獎狀。 

(五) 填報各管道招生名額控管系統。 

(六) 發放學期缺曠 3 分之 1 預警單給學生／導師／任課教師。 

(七) 公告校內轉科部考試簡章及受理報名。 

待辦事項 

(一) 學測考場服務。 

(二) 12/29 辦理本校轉部考試。 

(三) 製發第 2 次段考成績單、獎狀；高三第 2 次模擬考成績優異學生   

獎狀。 

(四) 1 月中公告本校各招生管道簡章。 

(五) 持續辦理各項獎助學金申請事宜。 

(六) 待市府核定後，公告本校 110 學年度下學期轉學考簡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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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設備組 

完成事項 

(一) 110 學年度第一學期教科書結帳退費。 

(二) 110 學年度第二學期教科書請購。 

(三) 110 年度資本門補充案施工。 

(四) 一般教學設備及油印室消耗品補充。 

待辦事項 

(一) 110 學年度第二學期教科書進書整書及高三發書作業。 

(二) 110 年度資本門結案報告。 

(三) 110 學年度第一學期優質化專案核銷。 

 

四、 實研組 

完成事項 

(一） 已於 12/1(三)下午至福營國中參加升學博覽會，感謝學務處同仁。 

(二） 已於 12/2-3 參加 SIM Virtual Educators Conference 2021。 

(三） 已於 12/10(五)下午辦理實習教師第 3 次研習活動。 

(四） 已於 12/13(一)下午參加 110 年度國際教育交流宣導與交流實務經驗分享研

習活動。 

(五） 已於 12/17(五)下午辦理日本共愛學園視訊交流活動。 

(六） 已於 12/21(二)下午辦理日本青森商業高校視訊交流活動。 

(七） 辦理 110 學年第 1 學期實習教師相關事宜。 

(八） 辦理 110 學年國中招生宣導相關事宜。 

(九） 辦理國際交流相關準備事宜。 

待辦事項 

(一) 將於 12/27(一)辦理 111 學年度實習教師面試。 

(二) 將於 12/28(二)辦理技高工作圈第 4 次研習活動。 

(三) 將於 1/5-7(三~五)辦理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實習教師靜態成果展。 

(四) 將於 1/7(五)舉辦 2022 日本昴星視訊交流活動籌備會。 

(五) 將於 1/19(三) 舉辦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實習教師期末座談會。 

(六) 持續辦理 110 學年第 1 學期實習教師相關事宜。 

(七) 持續辦理國際交流相關準備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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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持續辦理 110 學年國中招生宣導相關事宜。 

(九) 持續辦理臺北市 110 年度技術型高中課程與教學推動工作圈事宜。 

 

五、 特教組 

完成事項 

(一) 已填報 111 學年集中式特教班服務群課程計畫。 

(二) 已辦理專業團隊人員入校服務經費核銷。 

(三) 12/17(五)已辦理特教班歲末聯歡活動。 

(四) 12/24(五)已召開資源班會議、特教科期末教學研究會、特教教師助理員考核

會議。 

待辦事項 

(一) 111 年 1/5(三)中午 12:20 召開期末特教推行委員會。 

(二) 111 年 1/7(五)前辦理特教助理員經費核銷。 

(三) 111/1/14(五)前辦理 110 年度教育部補助直轄市政府所屬特殊教育學校及高

中職特教班經費核銷。 

 

學務處 

均質化計畫: 

一、於 110/12/1 派員前往新北市福營國中辦理國中宣導活動。 

二、本校已於 12/23(四)函送北一區伙伴學校「110學年度北一區高級中等學校

適性輔導轉學實施計畫」，感謝惇敘工商及稻江護家伙伴學校支持計畫推動，

本區共計提供 22位名額(如表學-1)，將持續辦理本計畫後續規畫之程序。 

 

表學-1  110學年度均質化計畫北一區轄內學校適性輔導轉學人數缺額表 

 惇敘工商(9名) 稻江護家(13名) 

提供科別及名額 -建築科 2名 

-汽車科 6名 

-電機科 1名 

-時尚科 2名 

-應英科 2名 

-應日科 2名 

-家政科 1名 

-幼保科 2名 

-流服科 2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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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飲科 2名 

 

一、訓育組 

完成事項 

(一)校慶社團表演敍獎事宜。 

(二)學生美術比賽退件及敍奬事宜。 

(三)高三校外教學調查及退費事宜。  

(四)高三畢册第一次美編課程。  

(五)111年度樂儀旗觀摩表演報名事宜。 

(六)推行童軍教育績優個人、學校暨菁英童軍報名事宜。 

(七)高一學生參與預算式初階課程研習。 

(八)寒假營隊訊息公告。 

待辦事項 

(一)續辦高三校外教學(原109學年度)退費事宜。 

(二)高三畢册第二次美編課程。 

(三)各班幹部遴選事宜。  

(四)社團成績評量及敍獎。 

(五)社團參加111.2.12-20臺北燈節表演事宜。 

(六)協助辦理「臺北市110學年度第二學期公私立中等學校校長會議暨實務工作

研討會」，相關工作規劃如下: 

   1.110/12/27(一)參加陽明高中場勘活動。 

   2.111/1/17(一)參加校長會議技術會議。 

   3.111/1/26(三)進行校長會議場佈工作。 

   4.111/1/27(四)協辦臺北市110學年度第二學期公私立中等學校校長會議暨

實務工作研討會。 

 

二、衛生組 

完成事項 

(一)110資源回收金已完成繳庫及表單系統填報。 

(二)12/23(四)辦理110學年度第一學期學生第二劑BNT疫苗校園集中接種作業，

感謝各處室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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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10.12完成高一新生尿液篩檢。 

(四)辦理 110年度日間部環境教育研習資訊系統填報。 

(五)完成 12月份健康中心休息室床套送洗事宜。 

(六)完成全校學生視力檢查追蹤報表。 

(七)111.1.20完成校內大型廢棄物區清運。 

(八)完成 11月份整潔成績競賽分數統整及獎狀印製。 

(九)完成 70週年校慶環境清潔及衛服獎勵事項。 

待辦事項 

(一)規劃辦理 110年度捐血活動。 

(二)規劃辦理衛服高三送舊暨高一優良隊員選拔。 

(三)規劃寒假返校打掃班級及國家清潔日時間。 

(四)111/1/12 本校膳食管理委員會議 

 

三、生輔組 

完成事項 

(一)11月30日(校外)性平會議。 

(二)12月1日召開110學年度第1學期第3次獎懲委員會。 

(三)春暉小組每兩周進行尿篩及送驗（12/2及12/16）。 

(四)12月5日檢送臺北市高職校務行政系統110年學務功能驗收表。 

(五)12月10日期初交通安全教育諮詢委員會議。 

(六)12月13日召開110學年度臺北市交通安全教育獎優學校入校輔導訪視第一次

籌備會 

(七)12月16日110學年度臺北市交通安全教育獎優學校入校輔導訪視。 

(八)12月16日召開110學年度臺北市交通安全教育獎優學校訪視輔導會議 

(九)12月17日交通安全議題班會討論。 

(十)本學期防範一氧化碳中毒各項宣導(12月報局)。 

(十一)12月20日校務行政系統110學年度專案團隊第二次聯席會議。 

 (十二)12月24日檢送臺北市高職校務行政系統110年度維運案第二期驗收明細。 

(十三)12/28(二)召開110年度教育儲蓄戶管理小組第三次會議 

(十四)12/28(二)召開臺北市立士林高商110學年度第1學期濟助清寒暨急難救助

委員會期末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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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發放交通安全班會討論暨宣導單。 

(十六)發送110學年度四小時交通安全教育研習課程郵件及統計研習人數 

(十七)110學年度臺北市交通安全教育獎優學校訪視輔導會前硬體設備及網站更

新 

(十八)統計11.12.14週秩序評分分數及製作發放獎狀 

(十九)完成本學期賃居生家庭訪視會議 

(二十)完成12月份特定人員尿篩送驗 

(二十一)完成本學期防範一氧化碳中毒宣導並將成果報局 

(二十二)處理校安通報1849020校園事件(進行中)。 

(二十三)完成國防部調查動員編管人力報局。 

(二十四)辦理秩序勤務隊辦理冬季晚會（12/29）活動場地借用。 

 

待辦事項 

(一)1/15準備召開本學期第 4次學生獎懲委員會。 

(二)依中華民國 110年 12月 22日教育局函，重新檢視並修正學生獎懲規定是否

符合符合憲法所定基本權利保障。 

(三)依中華民國 110 年 12月 22日教育局函，重新檢視學生獎懲規範、服裝儀容

規範與學生作息規劃等，是否有不當限制學生權利或違反相關法規之情事。 

(四)本學期期末德行資料彙整及準備。 

(五)本學期導師及行政人員敘獎期限通知。 

(六)發放 12月底生輔公告。 
(七)持續宣導交通安全、性別平等教育及防治霸凌相關規定及研習資訊。 

 

四、體育組 

完成事項 

(一)第 70屆校慶運動會敘獎及獎項頒發 。 

(二)體育樂活中心地墊鋪設規劃。 

(三)109學年度第 2學期體育學生助學金及培訓補助金請領 

(四)111學年度體育班課課程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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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112年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隊本部整體布置採購案標案工作期程管制表 

(六)110學年度高二班際排賽 

(七)110/12/24參加『「112年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籌備處行政部工作會議』，

本校擔任行政部代表隊組，經費預算總金額為 454,300元，111年及 112年

編列經費預算分述如下: 

    1.111年隊本部整體布置採購案/連續性計畫(招標案)預算 274,000元: 

      (1)佈置隊本部服務台、22縣市隔間、桌椅租賃、電源配置。 

      (2)隊本部地點場勘:111/5 

      (3)標案規劃辦理時間:111/7-9，經費支應時間 112/3/24-112/3/27， 

         標案預計驗收時間 112/4/29。 

    2. 112年概算 180,300元: 

       經常門請購項目(誤餐費、印刷費、清潔費、雜支等)。 

待辦事項 

(一)110學年度高二班際排賽敘獎 

(二) 110學年度第 2學期體育班轉學考試簡章制訂及招考 

(三) 111學年度體育班特色招生甄選入學簡章制訂 

(四)111學年度體育班課課程後續填報。 

(五)期末體育運動器材檢查維修採購。 

 

總務處 
一、 文書組 

文書處理宣導 

(一) 110年11月份公文逾期辦理案件統計共計12件(圖書館1件、學務處7件、實

習處1件、總務處1件、教務處2件)，檢討本月公文逾期原因如下：(一) 4

件因會辦單位導致會辦時間過長而逾期，已提醒本案承辦同仁，應每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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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公文流程並適時提醒會辦單位(學務處4件)。(二) 5件因承辦人擬辦時

間較長(圖書館1件、學務處2件、總務處1件、教務處1件)。(三) 2件因主

管審閱時間較長(實習處1件、學務處1件)。(四) 1件為限期案件可辦理時

間較短且會辦多單位導致逾期(教務處1件)。 

(二) 文書宣導事項： 

1. 開會通知單請以送發文處理，不能直接逕送歸檔。 

2. 承辦人請於首長核決後，請儘快將公文送發文(24小時內，校長11/11 

08:55核決，必須於11/12 08:54前發文成功)或歸檔(2日內)。 

3. 請承辦人員每日檢視公文系統，確認當日及次日到期公文可以依限辦結，

確實掌控公文時效及適時提醒會辦單位，以避免公文逾期情形。 

4. 請各公文承辦人落實「實質代理人」制度。 

(三) 『110年11月份一般公文處理成績報表(乙)個人部分』，詳如文書組附

件。 

 

二、 事務組 

統計資料 

(一) 水、電、電話費使用比較表(本表為 110年 12月份收據，實際為 11月用量) 

 

 

 

 

 

 

 

 

 

 

(二) 各處室影印紙領用情形一覽表(A4包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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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線上報修辦理情形： 

 

 

 

 

 

 

 

 

 

 

 

(四)採購案(10萬元以上)辦理情形： 

標案案號 決標日期 標案名稱 得標廠商 決標金額 

110B19 110/11/26 
110 年大尺寸觸控螢幕及雙層
崁入式黑板採購案 

人因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17 萬 6,000 元 

110B20 110/12/16 110 年移動式檔案櫃採購案 廣展新企業有限公司 16 萬 8,000 元 

 

三、 出納組 

無。 

 

四、 經營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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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11年 1月盤點廣設科、總務處、進修部。 

(二) 有關 111年校園人力保全共契採購案，由誼光保全股份有限公司續做。

工作時間仍比照 110年度平日為上午 6時至下午 23時 0分，假日工作時

段仍為上午 6時至下午 18時。由目前任職的 2位警衛續留任。 

(三) 111年校園機械保全由新光保全股份有限公司簽約續做。 

(四) 110年第 2學期防災演練依教育局來函後，再公告日期，屆時再請大家共

襄盛舉。 

 

實習處 

完成事項 

一、狂賀 ! 士商參加全國商科技藝競賽成績亮麗!榮獲 3座金手獎，2優勝。 

職場英文第 2名金手獎，感謝黃韻如主任、吳燕芬、王儷珍老師指導， 

商業廣告第 3名金手獎，感謝費國鏡老師指導， 

程式設計第 7名金手獎，感謝施柏宏老師指導， 

電腦繪圖第 12名優勝，感謝李仁和老師指導， 

會計資訊第 23名優勝，感謝藍秀子老師指導。 

二、12/17(五)北商大財稅金融系張系主任北商大學習歷程尺規宣導。 

三、12/19(日)士林高商城東扶少團團慶 26屆團，將借用第二、第三會議室。 

四、12/21(二) 國中技藝教育學程結業式。 

五、12/24(五) 興福國中蒞校職業試探，感謝資處科、商經科協助體驗課程。 

待辦事項 

一、1/3(一)-11(二)日辦理 111年在校生商業類丙級專案技能檢定報名作業。 

111年將不需支援製卷業務，將援往例安排各組工作如下表 

 

 110年 111年 

秘書室 秘書組 秘書組 



18 

 

 

 

 

 

 

 

 

 

 

 

二、1/4(二)~13(四)辦理 111年全國檢定第一梯報名(線上)。 

三、1/10(一)-18(二)辦理 111年即測即評檢定第一梯報名。 

四、1/21(五)國中生寒假輔導研習營。 

各科辦理事項 

一、 廣設科 12/22(三)-1/12(三)辦理高三專題製作作品展。 

二、 廣設科於 12/7(一)辦理錄音室軟硬體實作研習，邀請悠迴音樂負責人鄧有軒

主講。 

三、 會計科 12/7(二)辦理保險新知主題講座，認識政府長照 2.0政策，邀請南山

人壽陳忠進經理主講「如何做好保險規劃打造樂活無憂的老後生活」。 

四、 國貿科辦理彈性課程多元教學 

(1)12/3辦理台積電參訪 

(2)12/3辦理明志科技大學協同教學 

五、 國貿科於 12/9辦理本學期昴星高校第 4次視訊交流。 

六、 資處科於 12/10(五)、12/13(一)、12/17(五)已辦理「高二專題課程備觀議

課」教師社群活動，由翁聖恩老師主講。 

七、 資處科於 12/13~12/17已辦理高二「進階行動運算」課後特色課程。 

教務處 製卷組 閱卷組 

學務處 試務組 試務組 

總務處 總務組 總務組 

進修部 報名組 報名組 

圖書館 資訊組 資訊組 

輔導室 成績複查組 成績複查組 

教官室 試務組 試務組 

人事室 製證組 製證組 

會計室 會計組 會計組 

實習處 行政組.閱卷組 行政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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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資處科於 12/22(三)已邀請台北商業大學資管系教授蒞校觀課指導。 

九、 資處科 12/24(五)辦理「110年教師資訊專業成長研習」，邀請中國科大資管

系游政憲老師主講。(原 12/17改期為 12/24) 

十、 資處科於 12/24(五)辦理「科技領域素養導向教學評量」教師社群活動，由

徐必大老師主講。 

十一、 資處科於 1/10辦理高二期末專題分享會活動(高二專題課  

程) 

十二、 應英科於 12/14(二)辦理與國際扶輪 3481地區、坪林國小、  

大鵬國小合作之偏鄉英文教育計畫大小學伴相見歡活動。 

十三、 應英科於 12/17(四)辦理高二特色課程-專題製作成果發表  

會。 

 

輔導室 

完成事項 

一、11/30（星期二） 家庭教育研習(一) 

二、12/03（星期五） 班會討論-生涯規劃 

三、12/03（星期五） 性別平等教育講座 

四、12/03（星期五） 輔導室刊物封面設計甄選 

五、12/07（星期二） 家庭教育研習(二) 

六、12/15（星期三） 學習歷程檔案收件 

七、12/16（星期四） 個案會議 

八、12/20（星期三） 「臺北市察覺及辨識學生心理健康指引」教師線上訓練課

程完訓 

九、12/24（星期三）完成「輔導室刊物封面設計甄選」並公告結果 

 

待辦事項 

一、01/05（星期三）學習歷程檔案獲獎名單公告(請教務處協助於 12/29前完成

https://www.slhs.tp.edu.tw/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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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比並提供獲獎名單) 

二、01/05（星期三） 學校日籌備會 

三、01/20（星期四） 輔導工作委員會、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執行小組暨推動生

命教育工作小組期末會議 

 

協調事項 

 感謝姜金桂輔導老師長年服務於本校，並熱衷投入輔導工作，其將於本學期

屆齡退休，然其主責輔導班為高三共計 20個班，為使下學期高三能有健全的

輔導人力，以因應高三學生及家長面對第一屆 108課綱升學之輔導事宜、賡

續高關懷學生的輔導及輔導學生升學之高壓力情緒狀況等，懇請人事室、教

務處協助於第二學期開學日 (2/11) 前完成輔導教師徵聘事宜，以利輔導業

務的順利推展。 

 

          圖書館 

一、 資訊組 

(一)110學年汰換行政組長以上筆記型電腦、內容自行轉出後繳回資訊組(財

產亦請自行辦理轉移至資訊組)。(***請衛生組協助) 

二、閱讀活動 

   (一)～我愛閱讀班級競賽第一名：112、第二名：103、第三名： 

        117第四名：211，恭喜得獎班級，感謝楊旻芳老師、李如雯老師、陳俊

儒老師、謝湘麗老師辛勤指導！ 

(二)2021年末新書一批展覽中。 

(三)其他事項詳見  

http://ebook.slhs.tp.edu.tw/book/content.php?id=1851 

(四)士林高商圖書館年度工作計畫(110年版)  

http://ebook.slhs.tp.edu.tw/book/content.php?id=1928 

三、國際交流:  

http://ebook.slhs.tp.edu.tw/book/content.php?id=1851
http://ebook.slhs.tp.edu.tw/book/content.php?id=1928


21 

 

(一)已完成教育局青森縣 MOU 五校交流-2021年青森商業高校交流 (視訊交

流)12/21(實研組、圖書館)  

https://sites.google.com/gs.tp.edu.tw/2021-saep 

(日本)ABA青森朝日新聞報導 News report  

 https://www.aba-net.com/sp/news/news-33576.html 

(二)臺北市110學年度國際學校獎(ISA)辦理: 2022年台日合作課程專題交流計畫

(ICCE) (A 組 資 處 科 、 B 組 國 貿 科 、 C 組 商 經 科 、 圖 書 館 ): 

https://sites.google.com/gs.tp.edu.tw/2022icce 

(三)2022年京都昴星高校校際交流活動(VSTE)(實研組、應英科、會計科、廣設

科、圖書館)–預計2022/3/10 

 

進修部 

一、 教學組 

完成事項 

(一) 11月 23、24、25日辦理第二次期中考並統計巡堂紀錄。 

(二) 統整 11月巡堂紀錄。 

(三) 核算 11月授課鐘點費。 

(四) 高一~高三任課教師公開觀課彙整。 

(五) 111學年度進修部課程計劃線上填報。 

(六) 進行下學期教科書選書並進行下學期用書請購。 

(七) 公告作業抽查辦法，12月 7日高三作業抽查；12月 14日高二作業抽查；

12月 21日高一作業抽查。 

待辦事項 

(一) 統整 12月巡堂紀錄。 

(二) 核算 12月授課鐘點費。 

(三) 12月 14、15日辦理高三第二次模擬考。  

(四) 協助廠商進行本學期模擬考費用請款。 

https://sites.google.com/gs.tp.edu.tw/2021-saep
https://www.aba-net.com/sp/news/news-33576.html
https://sites.google.com/gs.tp.edu.tw/2022ic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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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下學期教科書驗書。 

(六) 辦理下學期配課與排課事宜。 

(七) 辦理 111學年度在校生商業類丙級專案技能檢定報名作業事宜。 

二、 註冊組 

完成事項 

(一) 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報名。 

(二) 各升學管道招生簡章公告、統計及購買。 

(三) 「自行新增」的期末「異動名冊」之編制。 

(四) 「修課紀錄」的整理及上傳。 

(五) 學習歷程檔案預檢作業。 

(六) 模擬考獎勵金的申請。 

(七) 學習歷程檔案課程學習成果教師延長認證經費核銷。。 

(八) 在校生休學和校友補辦畢業證書、成績單。 

待辦事項 

(一) 統計期末各科扣考學生姓名與人數。 

(二) 學生學習歷程檔案上傳作業。 

(三) 高三學生大學學測報名作業。 

(四) 低收和中低收入學生繳交 111年證明文件。 

三、 學務組 

完成事項 

(一) 12/7-9 已辦理本學期週記、晨讀檢查。 

(二) 12/20(一)已召開班聯會期末大會。 

(三) 12/21-23將辦理本學期公服認證。 

(四) 12/21-28 已辦理本學期公服認證。 

(五) 12/23已協助辦理學生第二劑 BNT疫苗接種事宜。 

(六) 已核算 110年 11月份導師費。 

待辦事項 



23 

 

(一) 1/5(三)將辦理進修部教職員工合照及高三畢業團照相關事宜。 

(二) 1/5(三)將辦理下學期班級幹部改選。 

(三) 1/20(四)將辦理本學期進修部休業式。 

(四) 持續辦理本學期教職員工體溫測量填報事宜。 

(五) 核算 110年 12月份導師費。 

四、 生輔組 

完成事項 

(一) 不定時實施課堂巡視及校園安全巡視工作。 

(二) 不定時辦理學生生活輔導工作。 

待辦事項 

(一) 預於 1月 7日辦理本學期服務隊期末大會。 

(二) 預於 1月 11日召開第 2次學生獎懲委員會。 

(三) 預於 1月 20日辦理學生事務會議。 

 

教官室 
宣導事項 

重申各級學校應確實依照教育部「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通報作業要點」落實校安

通報。 

一、依教育部108年11月19日臺教學(五)字第1080139018C號函頒「校園安全及災

害事件通報作業要點修正規定」、110年12月17日臺教學（五）字第

1100159353A號令頒修正「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通報作業要點」第四點辦理

。 

二、有關校安通報內容應包含「人」、「事」、「時」、「地」、「物」並應說

明處理情形，切勿過於簡略。校安通報內容時限說明如下： 

 (一)依法規通報事件：應於知悉後，於教育部校安中心通報網通報，至遲不得

逾24小時；法規有明定者，依各該法規定時限通報。 

 (二)一般校安事件：應於知悉後，於教育部校安中心通報網通報，至遲不得逾

72小時。 

 (三)各類校安通報事件屬緊急事件者，應於知悉後，立即應變處理，即時以電

話、電訊、傳真或其他科技設備通本局，至遲不得逾2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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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校安通報事件，依其屬性區分如下： 

(一)依法規通報事件：依法規規定應通報各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之校安通報事

件。 

(二)一般校安事件：前款以外，影響學生身心安全或發展，宜報各主管教育行

政機關知悉之校安通報事件。 

  前項校安通報事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列為緊急事件： 

(一)學校、機構師生有下列情形： 

1.死亡或有死亡之虞。 

2.二人以上重傷、中毒、失蹤。 

3.人身受到侵害(身體受到傷害)。 

4.因人身自由遭重大侵害，致有死亡、重傷或失蹤之虞。 

5.依其他法令規定，須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及時知悉或立即協處。 

(二)災害或不可抗力之因素致情況緊迫，須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及時知悉或學校、

機構自行宣布停課。 

(三)逾越學校、機構處理能力及範圍，亟需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協處。 

(四)媒體關注之負面事件。 

四、校長（主管）確立校內分工，並運用各項會議宣導校安事件通報規定，強化

校內同仁危機處理，以便建立橫向聯繫管道，校內人員倘知悉所屬學校及幼

兒園發生校安事件，應通知業務主管或承辦人即時完成通報。 

五、另請校安通報承辦人員，落實校安系統內「學校基本資料」及「緊急連絡人

資訊」更新。 

六、各級學校若對教育部校安中心通報系統於操作上有任何疑裝問，可洽詢臺北

市教育局校安中心值班教官，電話：02-27208889/1999轉6444，避免發生逾

時通報或隱匿不報等情事，請確實依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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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辦事項 

一、 完成111年軍訓教官寒假遷調作業，本校蔣明峰教官已遷調至教育部支援，

所遺職缺將提供外縣市教官遷調至本校。 

二、 協助完成本校流感疫苗施打學生秩序維護工作及學生外出管制。 

三、 完成參加防災輔導團110年度外埠參訪增能研習（12/6、12/7）。 

四、 完成110年本校內部稽核有關校外捐款業務及個資保護相關業務查核。 

五、 與城市科技大學協同辦理『防制學生藥物濫用』宣教交流。 

六、 完成年度軍保及健保經費扣繳結報。 

七、 協助完成司法官、律師考試考場佈置工作。 

待辦事項 

一、 辦理 110學年度全民國防教育學科觀課、議課及主題融入式教學執行。 

二、 辦理本校軍訓教官寒假遷調職缺管制。 

三、 規劃與輔諮中心合作辦理導正學生偏差行為輔導活動，預於 110-2學期實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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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室 

業務宣導: 

一、循例學期結束後一週(1/21~1/27)及開學前一週(2/4~2/10，2/4遇春節連假

放假)均需全日上班，爰寒假期間 1/28得申請寒休(以上期程需俟教育局正

式通知，如有異動另行通知)，並請各處室預先排妥輪值表。 

二、依本府 109年 12月 18日府授人考字第 1090150735號函簽奉核可，本校公

務人員(含約聘僱人員)及職工加班未滿 1小時或超過 1小時之餘數（即分鐘

數）得合併計算，並以小時為單位選擇加班費或補休之措施，自 110年 1月

1日起賡續試辦 2年(至 111年 12月 31日止)。 

三、差假交通費和上下班交通費依規定不得重複請領，如已請領差假交通費，且

同日未到校時，應按日扣除上下班交通費。但帶領學生參賽之去程及回程，

都有到校時，則可免扣 1日交通費。爰請協助於簽文上註明帶隊人員有無到

(返)校集合後再出發和返家，以利相關處室核算「交通補助費」。 

四、寒假進用人員加(退)保事宜: 

1. 各處室於寒假進用人員如有應辦理勞(健)保加(退)保者，務請於擬用人

員到(離)職日前將加(退)保資料送至本室辦理加(退)保作業，以保障當

事人權益 (勞保為強制投保性質，尚不得由當事人選擇不加保而不予投

保)。 

2. 第 2學期開始前,再請將擬用人員加(退)保資料於到職日前送至本室辦理

加保作業。 

 

完成事項 

一、自 111 年 1 月 1 日起依規定調整軍公教人員退撫基金提撥費率為 14％(暫按

107 年 1 月 1日生效之全國軍公教人員待遇支給標準辦理修正，嗣 111 年度

軍公教人員待遇支給標準如經主管機關調整將再行配合修正)。 

二、12 月 16 日召開職工考核委員會及第 3 次公務人員考績暨甄審委員會，接續

完成各該人員年終考績(成、核)相關作業。 

三、12月 21日召開教評會審議特教科代理教師甄選結果。 

四、110 年 12 月 8 日教師 1 名(施乃華)、111 年 1 月 16 日職工 1 名(孫振華)和



27 

 

111年 2月 1日教師 2名(翁憶德及姜金桂)退休案已核定。 

 

待辦事項 

一、 110 年度公務人員和技工(友)考績(成)獎金核算及約聘僱人員續聘(僱)等

作業。 

二、本校每間年公務人員職務普查作業及 110學年度職員遷調作業。 

三、111年度公務人員委任升薦任官等訓練遴薦作業。 

四、配合國教署及本府教育局作業期程辦理教師介聘作業。 

 

會計室 

完成事項 

完成本校11月月報(含基金來源、用途執行及餘絀情形表、購建固定資產執

行情形表及非理財目的之長期投資、購置無形資產及遞延支出執行情形表)並依

規定公告於學校網頁會計月報公開專區，敬請參閱。 

待辦事項 

一、 有關各處室中央各機關補助款及代辦業務應於本(110)年度結案案件，截至

12月23日止執行情形(詳附件1)，敬請轉知同仁儘速辦理核銷依限結案，俾

憑配合辦理。 

二、 有關各處室中央各機關補助款及代辦業務應於明(111)年度結案案件，截至

12月23日止執行情形(詳附件2)，敬請轉知同仁儘速辦理請購核銷，俾憑配

合辦理。 

協調事項 

鑒於明年適逢市長及市議員選舉，依往例市議會將提前二個月審議112年度

預算案，敬請相關處室提前籌編112年度班級設備概算，估算上開概算額度為一

般班級309萬元及特教班9萬6,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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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提案討論： 
提案一：進修部 110學年度第 1學期寒假行事曆(草案)，請討論。 

(進修部) 

說  明：進修部 110學年度第 1學期寒假行事曆(草案)如附件。 

決 議：照案通過。 
 

臺 北 市 立 士 林 高 商 進 修 部 1 1 0 學 年 度 第 1 學 期 寒 假 行 事 曆 ( 草 案 ) 

日期 
工 作 項 目 備 註 

月 日 星期 

1 17~19 一~三 期末考  

1 20 四 第 1 學期休業式 
10:10~12:00期末暨期初校務會議 
17:30 進修部休業式 
18:00 期末大掃除 

1 21 五 
寒假開始 

返校打掃 
 
進 101 

1 21~23 五~日 大學學科能力測驗  

1 22 六 補行上班 2月 4日調整放假 

1 24 一 返校打掃 進 102 

1 26 三 返校打掃 進 103 

1 28 五 
學期成績上網查詢 

返校打掃 
 
進 201 

1 31 一 春節假期開始 除夕 

2 4 五 調整放假 1月 22日補行上班 

2 6 日 春節假期結束  

2 7 一 返校打掃 進 202 

2 8 二 
學生「學習歷程檔案學習

成果」上傳截止日 
 

2 9 三 返校打掃 進 203 

2 10 四 寒假結束  

2 11 五 
第2學期註冊、開學、 

實際開始上課日 

16:00 期初教學研究會 

17:30 開學典禮 

17:50~18:35 領用教科書(請導師隨

班) 

18:40~19:25大掃除(請導師隨班) 

19:30~20:15 幹部訓練(請導師隨班) 

20:20~正式上課 

※表訂行事活動若有變更，以處室通知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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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日間部 110學年度第 1學期寒假行事曆(草案)，請討論。 

(教務處) 

說  明：日間部 110學年度第 1學期寒假行事曆(草案)如附件。 

決 議：照案通過。 
 

臺北市立士林高商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寒假行事曆 (草案) 

經 110.12.29 行政會議通過 

日期 
工 作 項 目 備 註 

月 日 星期 

1 17~19 一~三 期末考  

1 20 四 

第 1 學期休業式 

07:40~08:10 休業式 

08:20~09:10 幹部訓練 

09:20~10:10 第 2 學期期初教學研究會 

10:10~12:00 期末暨期初校務會議 

高三前五學期科目抵

免申請截止 
 

期末德行評量會議  

1 21 五 
寒假開始 

 交通勤務隊寒假領導研習營(學務處) 

 士商典禮組和臺北商業大學親善大

使社交流活動(學務處) 

 體育班轉學考試招生(學務處) 

 110 學年寒假職業輔導研習營(實習
處) 

寒假重修班開始 上課日期 1 月 21~23 日、2 月 7~10 日 

1 21~23 五~日 大學學科能力測驗  

1 22 六 補行上班 2 月 4 日調整放假 

1 24~28 一 高三寒假課輔班開始 
 上課日期 1/24(一)~1/28(五) 

 24 日發放高三教科書 

1 25 二 公告補考名單 成績上網查詢 

1 26~27 二~四 補考登記 至校務系統登記 

1 31 一 春節假期開始 除夕 

2 1 二   

2 2 三    

2 3 四   

2 4 五 調整放假 1 月 22 日補行上班 

2 5 六   

2 6 日 春節假期結束  

2 7 一 重修班 上課日期 1 月 21~23 日、2 月 7~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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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8 二 統一補考 依各科補考公告時程進行補考 

2 9 三   

2 10 四  寒假結束 

2 11 五 
第2學期註冊、開學、 

實際開始上課日 

發放書籍繳費單 

07:40~08:10 開學典禮 

08:20~09:10 學生進行大掃除 

09:10~12:10 發放教科書 

09:20~正式上課 

2 15 二 
高三上學期成績更正

申請截止 
 

※表訂行事活動若有變更，以處室通知為準。 

 

提案三：110學年度第 1學期課輔班費用預算表(草案)，提請討論。(教務處) 

說 明：第 1學期開設期中課業輔導班 2班，預算表草案如附件。 

決 議：照案通過。 

臺 北 市 立 士 林 高 級 商 業 職 業 學 校 

110 學年度第一學期課輔班費用預算表 

中華民國 110 年 9 月 1 日至 110 年 12 月 31 日 

科目 
款項目節 

單位 數量 單價 預算數 比例 說明 
名稱及用途別 

收入總計       97,630     

一般課輔班費用 人次 3118 25 77,950 80% 期中課輔班收入 77,950 元 

電腦乙級檢定課輔班費用 人次 492 40 19,680 20% 乙級課輔班收入 19,680 元 

支出總計       97,630     

講課鐘點費 節 128 550 70,400 72.11% 

教師鐘點費每節 550 元。 

期中課輔 104 節；乙級課輔 24

節 

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式 1 1,485  1,485  1.52% 依 97,630*2.11%=1,485 提列 

工作場所水電費 期 1 745 745  0.76%   

試務甄選費 式 1 25,000 25,000  25.61% 代理教師試務甄選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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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四：110學年度第 1學期教科書書款收支預算表(草案)，提請討論。(教務處) 

說 明：預算表草案如附件 1。 

決 議：照案通過。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科書書款收支預算表(草案) 

110 年 8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科目 名稱及用途別 單位 數量 單價 金額 說明 

收入 三聯單應收款項       $5,702,381  應收總金額 

  學生未繳書籍費用 學期 1   $27,310  截至 110/12/27 未繳納金額 

  三聯單總收入 學期 1   $5,675,071  實際總收入 

支出             

  書商請款費用 學期 1   $5,395,484   

  銀行手續費 學期 1   $9,392   

  學生溢繳退費 學期 1   $14,030   

  學生驗書退費 學期 1   $5,231  
 

  獎助學員生給與 人次 60 500 $30,000  
辦理教科書業務工讀金，每人每日單價 500

元，共 60 人次 

  獎助學員生給與 小時 1071 150 $160,631  圖書館、教務處、總務處服務學生工讀金 

   雜項支出-其他用品消耗 式 1 16,883 $16,883  

工作人員誤餐費:                              

高三進書/發書/寄書作業 7/15~8/31                    

高一高二進書/發書作業  8/17~8/31     

高三寄書郵便箱返校裝書搬運費(大喜搬家)         

包裝書及文具用品(氣泡紙...等)         

  設備零件 式 1 32,000 $32,000  
設備組耳機麥克風 200 副*300-向聯科技(分

攤支用) 

  辦公事務用品 式 1 11,420 $11,420  
教科書作業管理費-製作段考試卷影印紙-共

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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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五：有關本校節約能源推動小組設置要點(草案)如附件，提請討論。(總務

處) 

說  明： 

(一)本案於 110年 12月 8日節約能源推動小組會議修訂後通過。 

(二)本要點需要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三)因為節約能源之推動包含日間部及進修部，因此，小組成員建議納入進修部

主任。 

決 議：修訂後通過。 

 

提案六：有關本校節約能源措施實施計畫(草案)如附件，提請討論。 

(總務處) 

說明： 

(一)本案於 110年 12月 8日節約能源推動小組會議修訂後通過。 

(二)本辦法修正需經行政會議討論通過後，呈校長核准後公佈實施。 

(三)本校節約能源措施實施計畫於 103.7.24 第二次修訂，小組成員及環境與當

時不同，建議修改為目前適用版本。 

決議：針對『參、任務編組 二、節約能源推動責任區域及負責人名單』，請總務

處收集意見並修訂後簽請校長同意後通過。 

 

提案七：本校 111年度教育部杏壇芬芳獎評選推薦人選案，請討論。(人事室) 

說明： 

(一)依臺北市教師研習中心 110年 11月 30日北市師研字第 1106003379號函辦

理。 

(二)本校推薦人選為教務處吳鳳翎主任，渠前經本府教育局評選榮獲臺北市杏壇

芬芳錄獎，並由該局 2021臺北市杏壇芬芳錄複審評審委員會議決議，推薦

參與本獎評選。 

(三)案經審查受推薦人無「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辦理杏壇芬芳獎評選暨表揚

實施計畫」第 3點第 2款所列情形，另依上開計畫第 5點第 3款應提校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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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或行政會議通過。 

(四)本案需於12月30日(星期四)前將推薦資料免備文逕送教研中心，囿於時程，

爰提本會議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八：修正本校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一案，請討論。(人事室) 

說明： 

(一)依本室 110年 10月 7日奉核可簽及 110年 11月 15日召開之 110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次性別平等委員會會議決議辦理。 

(二)配合本府勞動局及社會局於 109年 10月 15日共同訂定修正公布事業單位性

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範本，以及教育部 100年 10月 31日臺訓(三)

字第 1000170857B號函及 101年 9月 26日臺訓(三)字第 1010156729號書函

等規定，本辦法部分條文修正如下： 

(三)配合本校網頁公告情形修正文字。(修正辦法第五條) 

(四)依據本校設置申訴管道及專責單位修正文字。另參照本府勞動局及社會局共

同修訂事業單位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範本，新增適用性別工作

平等法之性騷擾行為人為雇主者，受雇者或求職者除依本校內部管道申訴外，

亦得向地方主管機關提出申訴。(修正辦法第六條) 

(五)依教育部函釋示，學校訂定性騷擾防治措施時，增列「得委託學校所設性別

平等教育委員會分別依性別工作平等法或性騷擾防治法相關規定調查處理」，

以簡化為單一機制處理。(修正辦法第十一條) 

(六)依教育部書函釋示，因本辦法涉及學校防治性侵害、性騷擾及性霸凌事件之

發生及處理機制等所定章則屬校務重大事項，應提交校務會議議決，爰配合

修正文字。(修正辦法第二十三條) 

(七)本案前經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會議審議通過，另依規定應提交校務會議

審議，本辦法部分條文修正總說明及對照表和修正後條文全文如附件。 

決 議：修訂後通過。 

 

玖、臨時動議：  

臨時動議一：有關 111/1/20期末校務會議召開方式，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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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1、目前國內依然處於防疫二級警戒，教育局及教育部來函關於 110

年11月2日防疫教育總指引：室內/室外集會活動人數上限取消，

惟室內容留人數仍須符合至少 1.5 公尺/ 人(2.25 平方公尺/人)，

以維持良好社交距離。 

      2、如果要召開實體校務會議，因安全距離考量須移往禮堂辦理。 

      3、另外一個方式是比照 110學年度第 1學期期初校務會議採取線上

辦理。 

教師會建議：教師會之前在理監事群組討論過，1/20期末校務會議建議

採線上辦理。 

實習處建議：如採線上會議，頒獎程序建議可以另外找空間以視訊方式

辦理。 

主席裁示：111/1/20期末校務會議採取線上方式辦理，並邀請受獎者、退休人員

及處室主任至第一會議室進行頒獎，細項安排於主管會議再行討論。 

 

 

拾、家長會報告： 

首先感謝這 3個月來各處室的配合跟各位師長的幫忙。有些家長在詢問有關

111年考招新制度及學習歷程檔案相關問題，學校辦了很多活動但家長不見得知

悉，日後學校有任何活動除了在官網有公告之外，希望也能讓家長會知悉。 

主席裁示：非常感謝奇昌會長。家長會長是學校跟家長聯繫非常重要的窗口，後

續辦理跟家長有關的活動或希望家長知悉的活動請各位主管將相關

訊息主動傳 LINE訊息給會長，也請佳珊秘書將主管會議記錄副知家

長會會長。 

 

 

拾壹、教師會報告： 

學校各類委員會如果需要學生代表出席參與，請儘量利用非上課時間召開，

不要讓學生請公假出席，希望能讓學生可以正常上課。 

有關教官室報告之校安通報作業準則，希望儘量可以通知關係人知悉，並告

知依法處理程序及學校可協助事項或需要協助事項。 

主席裁示：各類委員會如果需要學生出席參與，儘量利用非上課時間以兼顧學生

的受教權。校安事件依校安通報作業準則進行通報，希望在法令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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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許的條件下，在通報時讓校長在第一時間也可以知悉。 

 

 

拾貳、主席結論： 

利用最後一點時間要向各位說明本校自習中心設置地點以及相關管理辦法的

規劃內容；關於這個議題各位師長同仁已經經過許多次的討論，也都讓不同的意

見、想法有充分的發表、提醒以及建議，既然目前無法形成產生令大家都滿意的

方案，但我們依然得繼續往前走，避免原地踏步持續造成誤解與困擾，或許我的

決定不是最佳的方案，也無法讓所有的師長們滿意，而且我也不是最聰明最睿智

最能幹的校長，但我願意來努力來面對並且承擔，因爲我相信只要大家願意一起

努力，再難再苦的問題我們都可以克服，也會成爲日後彼此最美好的回憶。大家

之所以能夠在士商這個讓你安身立命一輩子的環境裡始終歲月靜好，是因為一直

都有願意服務犧牲奉獻的同仁默默的在努力與貢獻，所以希望大家都要懂得珍惜、

感恩、互信、互重以及互助。 

本校學生留校晚自習地點設置與規劃說明： 

一、關於本校學生放學課後晚自習之設置地點與管理辦法等議題，雖已歷經師長

同仁近年多次的討論溝通，但始終未能獲得共識與結論，造成問題長久擱置

延宕，導致誤解與情緒的形成和累積，相關作業、規劃以及辦法無法向前推

動，甚為可惜；既然暫時無法產生最好的方案，就讓實際使用的狀況與反應

來決定日後的進一步發展；讓事實來說話。 

二、依據 12月 24日本校 110年度校園環境與空間規劃審議委員會第二次會議提

案決議，有關本校學生留校晚自習之地點設置與辦法研擬由校長彙整各方意

見進行綜合評估後做最後的裁量與決定。 

三、基於改善讀書風氣、提升自習效益、確保課後安全、提升節能成效等前提，

並考量學生使用的方便性、環境使用的適合度、實際使用的需求量、配套變

更的複雜度、方案執行的困難度、所需經費的額度、未來調整的彈性等因素，

本校學生放學留校晚自習地點設置與後續作業內容如下(本項自習中心規劃

內容預定統一於 111學年度正式實施)； 

(一)基本管理原則 

1.高三同一班級 5 人以上可留於原教室進行課後自習，否則統一前往自習中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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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一與高二學生統一前往自習中心進行課後自習；自習中心座位採取線上預

約方式。 

3.星期一至星期五開放時間爲放學後 16:10 至 18:30，遇期中(末)考前一週爲

16:10至 21:00；高三班級學生放學後若留於忠孝樓原班級晚自習，開放時間

爲 16:20至 21:00。 

4.自習中心得由家長會排定家長志工或招聘工讀生負責值班，協助管理進出、

秩序、整潔、門窗以及環境之督導，晚自習辦法與行政管理作業由教務處統

籌負責規劃與協調。 

(二)地點設置規劃 

1.為了提供並體驗樂活中心實際運作的機會與感覺，也為了瞭解並觀察自習中

心實際的需求與反應，更為了讓學校的空間能夠預留彈性、多元運用、未來

變通以及日後滾動修改等機會考量，綜合評估後做最後的規劃與決定。 

2.本校自習中心共規劃二個區域其中包括圖書館閱覽區、活動中心 B1，平日以

圖書館閱覽區作為優先使用區域，視申請人數與座位需求，由管理單位與人

員決定開啟活動中心 B1空間；觀察統計一段時間，依照實際需求和申請狀況

後得調整集中於單一區域便於管理。 

3.針對本校活動中心 B1空間的規劃如后，部分空間作為「上課期間」的樂活中

心使用，另一部分空間將作為「放學課後」的自習中心使用，同時亦可作為

彈性課程、自主學習或者學習社群的活動空間；中間將以活動式伸縮拉門進

行空間形式上的區隔，降低各自在環境氛圍營造的影響和干擾，並保留日後

變更或其它用途的調整彈性；自習中心將利用原有大型書桌進行改造整修，

將設置十字隔板、專用照明以及環境改善，避免互相干擾、改善讀書氛圍並

提升自習意願，作爲日間部高一、高二、高三學生平日課後晚自習的需求。 

(三)處室待辦事項 

1.請教務處負責針對本校晚自習辦法與行政管理作業於主管會議中提出討論研

議。 

2.請圖書館資訊組系管師負責開發晚自習線上座位預約系統開發作業。 

3.請學務處、教官室以及進修部同仁共同協助負責學生放學在校自習的安全問

題。 

4.請總務處負責邀請廠商針對活動中心 B1 空間裝設活動式伸縮拉門作業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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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與報價。 

5.請教務處與學務處體育組針對活動中心 B1之空間使用、規劃布置、共同管理

進行協調。 

6.請會計室與總務處協助研議尋找空間變更、環境改善所需之經費來源。 

7.請家長會協助評估是否安排家長志工或資助招聘工讀生負責自習中心值班工

作。 

8.針對本項規劃與決定若有任何建議或提醒可以向不同業務或工作的負責處室

提出。 

9.上述待辦事項將於 110學年度第二學期主管會議中進行確認檢核。 

 

拾參、散會：(下午 4 時 53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