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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學年度第一學期期末 
校務會議 

中華民國 112 年 01 月 19 日 

余耀銘 



恭喜與祝福退休師長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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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 感動 



學校榮譽 
臺北市111年度優質學校『創新實驗』向度評選。 

臺北市111年度『行動學習』學校認證銀質獎。 

教育部111年度『國際教育』優良課程工具包徵選計畫競賽IE類組高中
職特優。 

臺北市111年度田園城市建置成果競賽小田園類優等獎。 

臺北市第23屆中小學及幼兒園教育專業創新及行動研究團體獎第四名。 

本校將在2023年四月期間代表臺北市參與全國交通安全教育評鑑
金安獎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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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親師生的努力、耕耘以及支持 
感恩有幸參與並分享榮耀實感幸運 



師長獲獎 

教務處李曉菁組長榮獲111年度中華民國教育學術團體聯合年會木鐸獎。 

學務處鄭旭峰主任榮獲2022年臺北市杏壇芬芳錄。 

進修部黃斌峰組長榮獲臺北市111年度交通安全【創意教學教案設計】
高中組第 2 名。 

藍秀子老師榮獲臺北市第23屆中小學及幼兒園教育專業創新及行動研究
優等。 

李曉菁、黃鴻盛、陳惠貞三位老師榮獲臺北市第23屆中小學及幼兒園教
育專業創新及行動研究佳作。 

廣設科鍾國文老師作品入圍2023國際藝術家大獎賽，希望能榮獲優秀藝
術家獎項的榮譽。https://www.arts.org.tw/2023/chi/result.html?t=1673313107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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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師長們的辛勞與付出 

https://www.arts.org.tw/2023/chi/result.html?t=1673313107878


學生獲獎-1/3 
本校參加111全國商業類技藝競賽榮獲2金手3優勝佳績。  
307班莊典宏同學榮獲第17屆全國身心障礙者技能競賽「電腦中文輸入」職類第1名。 
廣設科楊子嫺同學參加全國技能競賽青少年組平面設計技術金牌。 
111學年度教育部外語群科中心全國高中英語簡報比賽第1名。 
教育部國教署111年度coolEnglish英語字彙達人比賽本校榮獲佳績。 
教育部國教署111年度CoolEnglish旅遊英聽高手比賽本校榮獲佳績。 
教育部國教署111年度coolEnglish英語資安達人比賽本校榮獲佳績。 
應英科蘇禹丞、許芷婕、魏婕、嚴雲裳榮獲臺北市英語簡報比賽冠軍。 
資處科同學「2022全民e化資訊運動會」全國總決賽榮獲第一、二名。 
資處科同學「台北市111年度實務閱讀與創業提案競賽」榮獲第二名佳績。 
資處科高二同學參加「2022青年程式_全國自走車競賽」榮獲第二、三名。 
資處科同學參加「2022 CCCE城市盃數位科藝電競邀請賽」榮獲季軍。 
資處科同學參加「2022年全民e化資訊運動會」榮獲佳績。 
資處科同學參加「2022全國大專暨高中職專題競賽」榮獲佳績。 
資處科同學參加「2022全國大專暨高中職專題競賽」榮獲佳績。 
資處科同學參加「111資訊月技能競賽」榮獲佳績。 
廣設科參加111學年度北市美術比賽榮獲佳績。 

5 感謝同學們的努力與師長的指導 



學生獲獎-2/3 
廣設科參加111年度求職防詐騙創意大募集漫畫及海報比賽「求職不被唬 安全有頭鹿」榮獲佳績。 
廣設科參加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反菸態度 由我定義」菸害防制創意梗圖徵選榮獲優選及佳作。 
廣設科參加 2022超越自己幸福繪愛聯合畫展榮獲特優及入選。 
廣設科參加111年「資安海報徵件競賽」榮獲第一名及入圍。 
廣設科參加2022年全國學生圖畫書創作獎比賽榮獲佳績。 
104班郭又嘉同學參加亞東盃英語朗讀比賽榮獲佳作。 
211班邱品瑄2022年林燈盃全國英語文表達力競賽高職五專組佳作。 
321班陳威霖同學榮獲日本高中國際交流攝影節個人組東川觀光協會獎。 
321班薛筱潔同學榮獲111學年度學生音樂比賽琵琶獨奏北區優等第一名。 
203班葉思佑同學榮獲111學年度學生音樂比賽琵琶獨奏北區優等第三名。 
215班李典佑同學獲得台北市文化盃音樂大賽鋼琴項目甲等。   
本校同學參加臺北市111年度語文競賽中等學校學生組(本土語言類)榮獲佳績。   
本校同學參加台北市高中閱讀代言人閱讀經驗分享競賽榮獲佳績。 
田徑隊參加111年全國田徑錦標賽榮獲佳績。   
田徑隊參加111年新北城市盃全國田徑公開賽榮獲佳績。   
田徑隊參加111台北市中正盃田徑賽榮獲佳績。 
田徑隊參加111年臺北市秋季全國田徑公開賽榮獲佳績。 

6 感謝同學們的努力與師長的指導 



學生獲獎-3/3 
壘球隊參加111年台中市市長盃壘球錦標賽榮獲第一名。 
壘球隊參加2022年協會盃全國壘球錦標賽榮獲第四名。 
壘球隊參加111學年度中小學女子壘球聯賽晉級8強。 
柔道隊參加111年全國中正盃柔道錦標賽榮獲佳績。 
柔道隊參加111年臺北市中正盃柔道錦標賽榮獲佳績。 
本校參加111學年度士林、北投區體育群組交流大隊接力比賽榮獲第一名。 
籃球隊111學年度士林、北投區體育群組交流籃球比賽榮獲第一名。 
羽球隊參加111學年度士林、北投區體育群組交流羽球賽榮獲第一名。 
滾球社參加111學年度臺臺北市教育盃法式滾球比賽榮獲佳績。 
楊茵筑同學參加臺北市111學年度教育盃中等學校跆拳道錦標賽榮獲佳績。 
楊茵筑同學參加第12屆玉山盃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榮獲佳績。 
嚴雲裳學生參加2022泛太平洋盃全國運動舞蹈錦標賽榮獲佳績。 
嚴雲裳學生參加2022飛訊盃運動舞蹈全國錦標賽榮獲佳績。 
潘羿安同學榮獲111學年度第24屆全國青少年壁球錦標賽第二名。   
闕玉蓉同學參加111 年臺北市中正盃空手道錦標賽第五名。 
本校111學年度四技二專登記分發榜單： https://www3.slhs.tp.edu.tw/honor/view.asp?ID=2433 
其它學生獲獎訊息請參閱學校首頁榮譽榜： https://www.slhs.tp.edu.tw/honor/board.asp 

7 感謝同學們的努力與師長的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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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預算工程 
110年度預算工程金額合計為新台幣1,437萬8,298元，主要項目包括：1.
中小學電力系統改善工程、2.演講廳整修工程、3.實習工場改善工程(微
課程教室)、4.校園無障礙環境改善工程。 

111年度預算工程金額合計為新台幣2,309萬3,000元，主要項目包括：1.
校園高壓總變電站電源改善更新工程、2.力行樓屋頂防水工程。 

112年度預算工程金額合計為新台幣2,308萬2,000元，主要項目包括：1.
自來水管汰換工程511萬8,667元、2.運動場整修工程944萬4,131元、3.
力行樓廁所整修工程625萬6,634元、4.音樂教室整修工程226萬2,568元。 

113年度將持續積極爭取的預算工程項目包括：忠仁樓廁所整修工程、活
動中心廁所整修工程、操場跑道整修工程、活動中心屋頂防水整修工程、
和平樓屋頂防水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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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設備爭取 

111學年度高職優質化輔助方案計畫獲得經費為272萬元整。 

111學年度高職均質化輔助方案計畫獲得經費為49萬8千元整。 

111年度元宇宙教育融入課程實施計畫獲得經費50萬元整。 

111年度改善校內治安死角設備獲得經費34萬8千元整。 

111年度建置商業金融技術教學中心計畫獲得400萬工程費、120萬設備費。 

臺北市111學年度學生自備載具（BYOD）到校學習實施計畫獲得37台大尺
寸液晶觸控式顯示器、配套補助經費106萬3千元整。 

教育部國教署111年度「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電力系統改善暨冷氣裝設
計畫(109-111年)」獲得補助64台冷氣(補助經費326萬4千元整)。 

9 額外爭取獲得經費超過1,500萬元 



教育部補助109年度校園圍牆改善工程計畫經費61萬3千元。 

教育部補助111年度充實教學及實習設備計畫共34項經費139萬3千元。 

汰舊換新教學講台53組經費68萬9千元。 

更新飲水機6台經費9萬2千元。 

新設並汰換仁愛樓窗戶捲簾經費10萬3,606元。 

校園綠美化作業經費39萬2,425元。 

力行樓屋頂太陽能設置(68.64KW)。 

111年度汰換一對一冷氣七台經費22萬7,500元。 

112年度建置太陽能光電球場 (375.36K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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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設施改善 

櫻木花道二側的杜鵑重新種植回去 

積極營造優質的校園環境、努力型塑優良的校園文化 
持續建構一個友善、溫馨、安全及永續的校園 



獎助學金爭取 

教育儲蓄戶：主要適用對象包括家庭狀況屬低收入戶之學生、家庭狀況屬中低收入戶之學生、
家庭突遭變故致無法順利接受教育者等。 

急難救助金：主要適用對象包括學生或直系親屬死亡、學生或直系親屬傷病、其它數急難救助
範疇之事故等。 

清寒濟助金：主要適用對象包括學生遭受不法對待以致無法生活者、學生家庭經濟每月平均生
活費20,261元(含)以下、學生家庭經濟每月平均生活費14,762元(含)以下者等。 

教育希望工程捐助款：主要適用對象包括體育班、樂儀旗隊、弱勢學生、技藝技能競賽表現優
良師生等。 

王貞宏先生助學金：主要捐助對象包括經濟弱勢需要校內工讀者、家境清寒需要愛心營養午餐
或晚餐者、突遭變故需緊急急難救助者等。 

經濟弱勢助學金：主要捐助對象包括經濟弱勢需要校內工讀者、突遭變故需緊急急難救助者等。 

勤務隊助學金：主要捐助對象包括經濟弱勢、突遭變故需緊急急難救助者、勤務隊執勤所需等。 

11 

每個孩子都是獨一無二更是我們的未來 
希望我們都可以成為士商孩子們的貴人 

讓每個孩子都可以順利完成學業平安長大 



當孩子的貴人 
您的一句關懷、一個問候、一個微笑或者一個鼓勵 

就可能為學生帶來希望與溫暖，讓孩子產生勇氣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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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謝謝您 



適性揚才、多元展能 

13 士商品德教育：六肯精神 士商學校願景：六藝教育 

幫孩子找到著力點 讓學生盡情向前跑 

培養學生成為 
溫暖、善良、懂愛 

https://docs.google.com/a/saihs.edu.tw/viewer?a=v&pid=sites&srcid=c2FpaHMuZWR1LnR3fHlhby1taW5nfGd4OjcwNGJkYzY0OWRkNWFhZTU
https://docs.google.com/a/saihs.edu.tw/viewer?a=v&pid=sites&srcid=c2FpaHMuZWR1LnR3fHlhby1taW5nfGd4OjcwNGJkYzY0OWRkNWFhZTU
https://docs.google.com/a/saihs.edu.tw/viewer?a=v&pid=sites&srcid=c2FpaHMuZWR1LnR3fHlhby1taW5nfGd4OjcwNGJkYzY0OWRkNWFhZTU


歲月靜好、因為有您 
人生中難免遭遇挫折、否定、煩腦、傷害或冷嘲熱諷等不如意的事情 

 

請把自己活成一道光，因為你不知道，誰會藉著你的光，走出了黑暗。 

請保持心中的善良，因為你不知道，誰會藉著你的善良，走出了絕望。 

請保持心中的信念，因為你不知道，誰會藉著你的信念，走出了迷茫。 

請相信自己的力量，因為你不知道，誰會因為相信了你，相信了自己。 
 

讓我們一起用生命影響生命、用生命改變生命 

雖然生活很難盡如人意，但請不要迷失自己弄丟自己 
 

 
14 



言教身教境教，同時發揮功效 
尊重包容放下，莫忘從教初心 
正向教育 正念指導 



期末感恩餐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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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所有師長同仁這一年來對於士商的付出與努力。 
 01月19日(四)中午12:00至13:30。 
行政大樓3樓第一會議室(中式餐點)和國際交流中心(西式餐點)。 
敬請自備環保餐具，夾菜時請配戴口罩。 
學校與家長會期待所有師長同仁們一起前往用餐。  



兔年大吉、錢兔似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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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 健康 



111學年第1學期期末校務會議 

教務處業務報告 

報告人：劉淑華主任 



【宣導事項】 
1.依據中華民國111年7月15日北市教中字第1113066336號辦

理，重申「臺北市高級中等學校定期評量命審題注意事項」

一案，請務必落實校內定期評量命審題工作。 

2.月考期間未進入考場逾時15分鐘為缺考與曠課為標準。 

3.111年「推動中小學數位學習精進方案」校內尚有少部分

教師尚未參與研習「A1數位學習工作坊(一)」及「A2數位學

習工作坊(二)」，於112年度完成上傳A1+A2研習證明的教師

仍可設備組領取觸控筆1支，規定於113年前全校教師皆須完

成。 

 



【宣導事項】 
4.依據中華民國111年10月19日臺教國署高字第1110131719號函 

    (1) 不強制規定學生須上傳學習歷程檔案之「件數」 

    (2) 任課教師「認證」時「確認是學生本人修習課程之產出結 

           果」不應以成果質量或成績高低，作為是否「認證」之    

            準據。 

     (3)請學校或教師秉持「尊重」之原則，輔導學生製作並上傳。 

5.111學年度的高三學檔繳交普通高中、技術型高中分流： 

    高中普通科提交至中央資料庫截止時間為112年4月25日；  

    專業群科學校提交至中央資料庫截止時間為112年5月26日。 

     112年技高同學報考學測，將無法使用學習歷程檔案申請大學 



各組重要事項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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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組 

2/3~2/9辦理11學年度寒假高三課業輔導，共13班課表

已發放各班級及任課老師，感謝導師及任課老師之辛勞。 

本次寒假計開設5個重補修班，上課時間為1/30~2/4，非

常感謝授課教師協助。  

本次寒輔及重補修班，皆實體授課方式進行，若因應疫情

而需改為線上遠距教學，則會再通知，在尚未通知前，請

務必採實體授課方式。 



各組重要事項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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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考與學期補考宣導事項】 

今年春節較往年提早，加上疫情波動，相關補考日程有所調整。 

〔期末考補考申請〕:請於考試次日起3個工作天內完成請假

補考申請(如：學生1/18日(三)請假請最慢於1/31(二)日前提

出申請，請務必經註冊組核章)。 

〔期末考補考成績繳交〕:請老師於2/2(四)中午前繳交 

〔公告學期補考名單〕:2/6(一) 

〔學生學期補考登記〕:學生2/6(一)-2/7(二)於校務系統登記

方可補考 

〔學期補考日程 〕:2/10(五)敬請各科補考監考老師務必到

場監考，如有私人事務，敬請事先找好代理人並告知教學組。 



各組重要事項報告 

6 

3/4為學校日，敬請老師協助於學校日前一週將教學計畫

的書面交給班導，並將教學計畫檔案上傳。 

第2學期因對開課程、教師請假及教師個人特殊排課需求

等等因素，教師及班級課表會有所變動，惟仍以教師有健

康事由為首先排課考量，若無法符合需求，敬請包涵見諒 

因疫情稍有波動，故仍常有臨時調代課的狀況，請同仁們

若有臨時調代課的需求，務必盡早告知教學組，讓教學組

有充分的時間安排課務；若是一般的公假、事病假調代課，

請盡量提早五天前告知教學組，方能確保同學的受教權益

與同仁們鐘點費的核算，若教學組有調代課請託請老師盡

量協助配合。 

 



各組重要事項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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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組 

因學期成績結算時程緊迫，上傳截止時間如下： 

 

 

 

 

 

 

敬請所有任課老師務必配合上傳截止時間，以因應2月6日(一)

線上成績系統開放查詢期末考及學期成績，及學生2月6、7日

(一、二)上網登記補考。 

 

 

考試日期 上傳截止時間 

1/16（一）考的科目 

2/2（四）中午
12：00前 

1/17（二）考的科目 

1/18（三）考的科目、 
所有不列入考程要送成績的
科目 



各組重要事項報告 

8 

敬請各位老師務必在期限內將全學期成績及期末考成績2項

成績上傳成功，否則學生上網查詢期末考成績將會是0分。 

請老師上傳完成績後，印下一份成績單大表(A4)，並在大表

上簽名，交至註冊組。（成績單大表列印方式：新校務系統

一般教師 教師成績登錄底選科目輸入列印(有記分原

則)，請印成A4大小。） 

2月10日(五)為補考日，請負責的老師協助返校監考、閱卷

及評分，並請當日將補考成績繳至註冊組。 

2月10日(五)為學習歷程檔案老師認證截止日，請所有任教

老師在期限內協助同學認證，並記得按「發佈」。 
 
 



各組重要事項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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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研組 

感謝藍秀子老師參加臺北市第23屆中小學及幼兒園教育

專業創新與行動研究高職組，榮獲優等。李曉菁老師、黃

鴻盛老師、陳惠貞老師參加臺北市第23屆中小學及幼兒

園教育專業創新與行動研究高職組，榮獲佳作。本校參加

臺北市第23屆中小學及幼兒園教育專業創新與行動研究

榮獲高職組團體獎第四名。 

本年度(112)預計5月中旬第24屆行動研究將開始徵件，本

年度【數學科】、【社會科】各至少繳交一件作品。 



各組重要事項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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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組 

111學年第二學期教科書業務 
 
 
 
 
 
 
 
 
 
 
 
 
 
 
 
 
 
 
 
 

日 期 作 業 內 容 

1/12（四） 設備股長幹部訓練 

1/19（四） 因應2/6高三寒輔課程開始，提前發放高三教科書 

2/13（一） 發放一、二年級教科書 

2/20（一） 發放一到三年級教科書繳費三聯單 

2/20（一） 

～3/6（一） 

全校教科書繳費期間，請各班導師協助提醒督促

學生，透過銀行、超商、信用卡…等方式準時繳

納。 



各組重要事項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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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教組 

教育局這學期多次來函督導各校人員特教相關研習須達規

定時數，學校行政人員每年至少3小時、普通班教師及教

官每年至少6小時，請大家務必參與各學期辦理之全校教

師特教知能研習，也謝謝大家111年度的配合與協助。 

本學期資源班共服務學生106人(含進修部1人)，感謝全體

個案管理老師、導師、任課教師、輔導教師、輔導教官及

相關行政同仁參與IEP會議，給予各項協助及輔導。 
 



各組重要事項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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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教組 

提供特殊需求學生名單(含障礙類別)給重補修班授課教師，

請任教教師留意班級特殊生，針對其學習特質與限制調整課

程目標與評量標準，讓讓生在可努力的範圍內，有學習的的

目標與動力。 

感謝所有老師為資源班學生的付出，及願意協助抽離及外加

課程的老師。 

實習職場開發：若有各職場相關資訊如後勤清潔、餐飲、門

市服務與烘焙類的實習機會，懇請師長協助提供給特教組，

拓展門市服務科學生的實習工作經驗。 

 
 



【重要教育政策方向宣導】 

1.創造雙語環境 

2.落實數位精進 

3.本土語言實施 

4.學年課程評鑑 

13 



 教務處敬祝大家           

       闔家平安            

       新春愉快 



111學年第1學期期末校務會議 

學務處業務報告 

報告人：鄭旭峰主任 



16 

第 14 條第八款: 
 
知悉服務學校發生疑似
校園性侵害事件，未依
性別平等教育法規定通
報，致再度發生校園性
侵害事件；或偽造、變
造、湮滅或隱匿他人所
犯校園性侵害事件之證
據，經學校或有關機關
查證屬實者 
-> 

應予解聘，且終身
不得聘任為教師 

  

第 21 條 







「非號誌化路口行車安全」宣導 



賀!   
 111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    
                           榮獲佳績~ 
感謝廣設科老師及陳郁茜主任協

助與指導。 

第一名:  3名 
第二名: 4名 
第三名: 3名 
佳   作:  9名 



二、111學年度學務處重要業務績效 

本校榮獲「臺北市111年度田園城市建置成果競賽學校」-- 
                                                                                      小田園類優等獎 



三、111學年度第一學期學務處已辦理活動: 
                           112/01/05 學生疫苗追加劑施打作業 

莫德納次世代疫苗施打人數共349人 

1.學生: 
-日間部308人 
-進修部16人 
2.教職員工25人 
 
 



四、111學年度第一學期學務處已辦理活動:熱食部餐食檢驗作業                                                     

*111/12/16送驗茶碗蒸檢驗報告1份 

*111/11/10送驗黑椒肉片便當檢驗報告 

*111/12/23送驗烏龍麵便當檢驗報告 

*111/12/28送驗部隊鍋檢驗報告 



 

-施工區域:校園四周花園水溝 
-放置地點: 垃圾集中處、四週花園水溝 
-使用材料:德國拜耳鼠餌/鼠剋命 

五、111學年度第一學期學務處已辦理活動: 
       112.01.10 富士公司  除蟲鼠害巡檢紀錄 
 



六、111學年度第一學期學務處已辦理活動:教育儲蓄戶、急難救助作業 
                                                                       

本年度教育儲蓄戶，截至 111年 12 
月 20 日查詢結果，收入總計50萬
9,008，帳戶餘額為 56萬0,439元。 

本年度教育儲蓄戶，截至 111年 12 
月 20 日查詢結果，帳戶餘額為 
463萬 2,066 元。 



111學年度第2學期開學日(2/13，星期一)當日流程 
 
 
1. ～08:10   到校 

 
2. 08:10～08:30   開學典禮 

 
3. 08:30～09:10   全校大掃除 

 
4. 09:10～            第2節起正常上課 

 



111學年度第二學期預計辦理活動 

112年2月 
-21日 期初膳食管理委員會 
-23日 交通安全諮詢委員會期初座談會 
-24 日  第一次社團課 
 

112年3-4月 
-3/24-27 全國原住民運動會隊本部 
-4月初      全國金安獎評選活動 
-4/14      班級代表大會 
-4/15-16 北市樂儀旗展演活動(和平籃球館) 
-4/21       高三祈福活動 

112年5月 
-10-12日  高二校外教學活動 
-19日 高三德行會議 

112年6月 
-1日 畢業典禮 
-17日 高一、二德行會議 
 



《WE ARE》2023我們的除夕夜 



簡報完畢   感謝聆聽 

祝福大家 假期快樂! 



111學年第1學期期末校務會議 

總務處業務報告 

報告人：洪華廷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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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祝各位師長  
新年快樂  
  闔家平安～ 

 

 總務處簡報完畢 
  感謝聆聽～ 



111學年第1學期期末校務會議 

實習處業務報告 

報告人：林彩鳳主任 



一、舉辦商業季，持續關注疫情變化，調整商業季防疫措施。 

二、在校生丙檢：各職類學科及會計人工術科測試將於5/27進行 

三、與台北商業大學合作之產攜班「會計產業實務專班」開班 

各項工作執行期程表 ：如下 

（一）1月與北商、廠商簽定合約 

（二）6月進行招生宣導 

（三）7月遴選 

四、辦理台北市111學年度技能/技藝競賽獲獎師生表揚活動。 

五、辦理台北市111學年度國中技藝競賽頒獎典禮。 

111學年度第二學期實習處重要工作項目 



111學年度第二學期實習處重要工作項目 

實習處全體同仁 

敬祝各位夥伴新年快樂 

新的一年幸福滿滿 









































111學年第1學期期末校務會議 
 

圖書館業務報告 

報告人：鍾允中主任 

 



圖書館業務報告 

1.閱讀/圖書館 

2.資訊/網路 

3.國際交流 

圖書館年度工作計畫 
(112 年版)ebook 



111學年度全國小論文、閱讀心得 

• 閱讀心得寫作比賽 
–第1學期：111年9月1日至10月10日中午12時止；
第2學期：112年2月1日至3月10日中午12時止 

• 小論文寫作比賽 
–第1學期：111年9月1日至10月15日中午12時止；
第2學期：112年2月1日至3月15日中午12時止 

• 中學生網站 
http://www.shs.edu.tw 

http://www.shs.edu.tw/


111學年度閱讀代言人(第12屆) 

• 指導老師：彭仰琪老師 

 
第1閱代 1102121 林昱辰 

第2閱代 1101226 陳玥蓁 

第3閱代 1100416 王薰儀 

第4閱代 1100614 王楚媗 

第5閱代 1102026 莊澄馨 

第6閱代 1101120 邱品瑄 



資訊相關 

• Windows surface go觸控平
板電腦(含鍵盤) 

• iPad 

• Acer觸控小筆電 
–請至圖書館借用(每學年9月
初需攜回圖書館盤點財產) 

–各專科教室內有教學 
(學生用)平板/surface go 
(含平板充電推車) 



資通安全 

• 112年度依資通安全管理法D級單位規定「一
般使用者及主管，每人每年接受3小時以上
之資通安全通職教育訓練」 

• 台北e大、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選修線
上相關課程(關鍵字搜尋:資通安全) 

• 上傳研習證明(資訊組另行公告) 



111學年國際交流 

• 京都昴星高校: (線上) 2023年台日合
作課程專題交流計畫(ICCE) (A組資處
科+B組國貿科、圖書館) 

• 青森商業高校: (線上)  2022 SAEP 士
商青商交流計畫 (實研組、應英科、圖
書館)  

• 広島呉商業高校(線上) 2022 SKCE 士
吳文化交流計畫 (應英科、實研組、圖
書館) 



111學年國際交流 

• 静岡濱松湖北高校(線上) 2022 SHPE
士濱專題交流計畫 (商經科、圖書館、
實研組) 

• 群馬共愛學園 (線上) 2022文化交流
活動 (實研組、多語社)   

• 静岡沼津商業高校 (來訪) 2023/8 
(圖書館、心閱社) – 規劃中 



111學年第1學期期末校務會議 

進修部業務報告 

報告人：陳澤榮主任 



進修部112學年度課程計畫 

第一次審查：缺課程計畫實施檢討 

第二次審查：補實施檢討後通過 

本土語文課程維持在高一 



教育局核定112學年度招生班級數 

商經、國貿、應英各1班，共3班 

普通班9班 + 特教班1班 = 10班 

4位組長 



各入學管道學生資料 

入學管道 分區免試 優先免試 單獨招生 轉學 技優 

學生人數 45% 23% 21% 9% 2% 

平均年齡 17.4 17.1 23.4 18.8 17.5 

平均成績 56.4 54.7 59.4 67.2 50.2 



進修部退場 

111/12/21(三)進修部各科召集人會議 

主動申請退場 

若招生人數未達成班人數則減班 

 (成班人數：國教署10人；教育局50%) 





111學年第1學期期末校務會議 

教官室業務報告 

報告人：鍾龍沅主任教官 



協調事項 

1.兵役變革：行政院宣布義務役役
期恢復為一年，民國 9 4年次
（2005年）以後出生役男役期將 

  延長為一年，時間將於2024年上 
  路，薪資部分將由原本6,510元 
  調整至26,307元。 



協調事項 



協調事項 

2.國防部後備指揮部公告的112年 
  各階除役年齡： 
（1）上、中、少尉及上、中﹑下

士：50歲。 
（2）志願役士兵：45歲。 
（3）義務役士兵、補充兵：36歲。 



協調事項 

3.112年度臺北市防災校園一類基 
  礎建置訪視：第1次預於112年4 
  月27日蒞校訪視，第2次訪視時 
  間訂在9、10月份，屆時請各位 
  師長配合本校各階段規劃期程實 
  施演練。 



完成事項 

1.教官室現有教官共計 6員，其中
毛嘉賀教官兼任生輔組長乙職，
負責全民國防教育學科授課、學
生輔導及校園安全維護工作。 

2.協助完成111-1友善校園週主題
融入全民國防教育學科宣導。 



完成事項 

3.配合派員參加教育局「反毒守門 
  員」種子教官培訓，並完成年度 
  校內入班宣導專案工作。 
4.完成111年度下半年軍訓教官軍 
  保及健保經費扣繳結報。 
5.配合完成本校111-1學期賃居生 
  訪視工作。 



完成事項 

6.完成111年七分會第4季校外聯巡 
  經費結報。 
7.配合總務處實施111-1學期災害 
  應變演練學生防災教育宣導及疏 
  散演練相關工作。 



完成事項 

8.協助有意願報考軍事院校及志願 
  役士兵同學諮商及報考工作。 
9.完成軍訓教官111年度候晉資料 
  陳報及俸級晉支作業。 
10.完成甲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 
  管訓練並考取證照。 



待辦事項 

1.配合學校防災訪視演練規劃，實 
  施學生防災教育宣導及疏散演練。 
2.協助學務處辦理交通安全評鑑各 
  項整備作業。 



待辦事項 

3.辦理112年度上半年七分會校外 
  會校外聯合巡查規劃。 
4.支援陽明高中全民國防教育學科 
  授課。 



報告完畢 
敬祝大家 新年快樂 



111學年第1學期期末校務會議 

人事室業務報告 

報告人：簡淑玲主任 



臺北市政府1111011府授人考字第
1110139786號函轉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1111003總處培字第1113029103號函：在
指揮中心解散之日前，各類人員平日及
假日出國，仍應依本總處前開109年3月
17日函規定，明確填報或使機關知悉所

前往國家、地區（含轉機）。 



承上，寒假期間如安排出國探親旅遊，
均應明確填報或使機關知悉所前往國家、
地區（含轉機）  
相關申請方式及表單，請洽人事室張競
月小姐（分機852）辦理。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1110823北市教人字第
1110133105號函轉行政院核定修正「公立
中小學兼任及代課教師鐘點費支給基準
表」，並自111年2月1日生效一案：高中每
節調增為 420 元，學校已於111年10月31日
前補發自111年2月1日起鐘點費調增差額。 



申請加班請具體說明加班事由（如：公務
人員考績會資料準備），並有完整加班刷
卡紀錄，本校未開放無刷卡加班及在家加
班，請同仁遵守上開規定。 



 
臺北市健康促進體位 

宣傳影片 
健康體位宣傳影片 

健康體態三原則-一日營養師實作 (90秒及
30秒版本)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2vz_
JpdIb-2H7w-n4SCpH_Hu-

sJ1fN9F?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2vz_JpdIb-2H7w-n4SCpH_Hu-sJ1fN9F?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2vz_JpdIb-2H7w-n4SCpH_Hu-sJ1fN9F?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2vz_JpdIb-2H7w-n4SCpH_Hu-sJ1fN9F?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2vz_JpdIb-2H7w-n4SCpH_Hu-sJ1fN9F?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2vz_JpdIb-2H7w-n4SCpH_Hu-sJ1fN9F?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2vz_JpdIb-2H7w-n4SCpH_Hu-sJ1fN9F?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2vz_JpdIb-2H7w-n4SCpH_Hu-sJ1fN9F?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2vz_JpdIb-2H7w-n4SCpH_Hu-sJ1fN9F?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2vz_JpdIb-2H7w-n4SCpH_Hu-sJ1fN9F?usp=sharing


111學年第1學期期末校務會議 

會計室業務報告 

報告人：林純禮主任 



本校本(112)年度法定預算數 

1. 基金來源5億981萬8,000元。 

2. 基金用途5億1,593萬2,000元。 

3. 本期短絀611萬4,000元。 



本校111年度申請執行補助款情形 
 

本校111年度各處室申請、執行教

育部或教育局補助計畫計132案，核銷

經費達3,410萬8,705元。 



報告完畢 
 
敬祝大家 
 
 新年快樂！萬事如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