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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年來，士林高商憑藉著專業熱忱的師長、熱心付出的家長、無私回饋的校友、犧牲奉獻的行政以及認真努力的學生，71 年來，士林高商憑藉著專業熱忱的師長、熱心付出的家長、無私回饋的校友、犧牲奉獻的行政以及認真努力的學生，
共同培育了十餘萬優質傑出且品學兼優的社會人才。隨著時代潮流的演進、觀念趨勢的變遷，除了持續跟隨先進前輩的腳步共同培育了十餘萬優質傑出且品學兼優的社會人才。隨著時代潮流的演進、觀念趨勢的變遷，除了持續跟隨先進前輩的腳步
前進之外，又該提升強化哪些事項才能與時俱進並符合期待且滿足需求？前進之外，又該提升強化哪些事項才能與時俱進並符合期待且滿足需求？

教育是一切的根本，也始終是社會進步與發展的原動力，回顧學校創辦的初衷和設立的目的，就是希望讓孩子們到校園教育是一切的根本，也始終是社會進步與發展的原動力，回顧學校創辦的初衷和設立的目的，就是希望讓孩子們到校園
學習「灑掃應對、待人接物、做人處事」成為「知禮識理、終身學習」的人，更期盼校園裡能努力做到「有教無類、因材施學習「灑掃應對、待人接物、做人處事」成為「知禮識理、終身學習」的人，更期盼校園裡能努力做到「有教無類、因材施
教」，逐步達成「適性揚才、多元展能」的目標；而這一些都得先讓大人們學會欣賞孩子的優點，發現孩子的獨一無二，先教」，逐步達成「適性揚才、多元展能」的目標；而這一些都得先讓大人們學會欣賞孩子的優點，發現孩子的獨一無二，先
拿掉好壞的定見、做欣賞孩子的伯樂，找出孩子的優點，幫孩子建立自信，著重過程的陪伴、關心、鼓勵、支持、提醒以及拿掉好壞的定見、做欣賞孩子的伯樂，找出孩子的優點，幫孩子建立自信，著重過程的陪伴、關心、鼓勵、支持、提醒以及
協助，而非結果的檢核、評斷、指責、批判、限制或者懲罰。協助，而非結果的檢核、評斷、指責、批判、限制或者懲罰。

每一個優秀的人，都不是與生俱來帶著光環的，雕塑自己與成長蛻變的過程必定伴隨著疼痛與辛苦，但那一錘一鑿的自每一個優秀的人，都不是與生俱來帶著光環的，雕塑自己與成長蛻變的過程必定伴隨著疼痛與辛苦，但那一錘一鑿的自
我敲打，終究能讓你收穫一個更好的自己；方向對了就不怕路長，有了目標夢想就不遠。士商是一所擁有卓越升學、多元社我敲打，終究能讓你收穫一個更好的自己；方向對了就不怕路長，有了目標夢想就不遠。士商是一所擁有卓越升學、多元社
團、超群專業、友善校園以及輝煌榮耀的學校，我們希望所有的孩子都能夠在士商發現更好的自己、找到喜歡的自己、成為團、超群專業、友善校園以及輝煌榮耀的學校，我們希望所有的孩子都能夠在士商發現更好的自己、找到喜歡的自己、成為
最好的自己、做快樂的自己，學習快樂、快樂學習，平安健康自在一輩子。最好的自己、做快樂的自己，學習快樂、快樂學習，平安健康自在一輩子。

校長的話校長的話

風樓榮譽榜風樓榮譽榜
  8.  排球隊參加 110 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排球聯賽，榮獲第四名
  9.  田徑隊林峻毅同學參加 2022 年世界中學生運動會，榮獲銀牌　
10.  男女子壘球隊參加臺北市 110 學年度教育盃中小壘球錦標，皆榮獲亞軍
11.  壘球隊參加 110 學年度中小學女子棒球聯賽，榮獲第三名
12.  壘球隊參加 111 年臺北市青年盃壘球錦標賽，榮獲冠軍
13.  308 林峻毅參加 111 年度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榮獲高男組撐竿跳高第
      一名並破大會紀錄
14. 212 楊茵筑榮獲 2022 第 12 屆玉山盃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高中女子黑  
      帶 E 組第三名
藝術類
  1. 312 周湘庭榮獲衛生局校園菸檳防制繪畫比賽高中職組第三名
  2. 122 曾馨頨榮獲 110 學年度全國技藝教育高中學生組績優人員 
  3. 廣設科 221 張硯晴、220 張恩瑄參加第 22 屆創意競賽台電瓩設計獎 kW
      Design Award 榮獲第三名及優選
  4. 廣設科榮獲第 31 屆時報金犢獎新銳獎 1 名、優勝 2 名、入圍 11 名
  5. 221 潘詩媛參加 111 年風起雲遊全國高中職插畫 A4 秀榮獲優選
  6. 122 黃昱庭參加第四屆非常《繪》- 環保購物袋設計大賽榮獲第三名
  7. 廣設科楊子嫺參加全國技能競賽，榮獲青少年組平面設計技術金牌
  8. 215 李典佑榮獲台北市文化盃音樂大賽鋼琴類甲等
語文類
  1. 應英科江昀、蔡涵琳參加臺北市 110 學年度英語創意 Youtuber 競賽，榮
      獲二項第二名
  2. 應英科 218 同學參加中國科大 CUTe 盃全國高中職英語口說大賽，囊括第
      一、第三、第四、二項佳作等五個獎項
  3. 119 嚴雲裳、蘇禹丞參加德明盃全國英語朗讀比賽，榮獲第四名及佳作
  4. 本校參加全國高級中學第 1110310 梯次閱讀心得寫作比賽，榮獲 1 特優、
      1 優等、1 甲等

5. 應英科參加外語群科中心英文閱讀心得寫作比賽，廖亭昱、 魏湘庭榮獲
優選，黃玟惠、 陳偉騫榮獲佳作

  6. 本校參加 111 年度教育部國教署 CoolEnglish 競賽，普技高口說菁英比賽
     共 143 位學生獲獎，英語資安達人比賽共 109 位學生獲獎
  7. 211 邱品瑄榮獲 2022 年林燈盃全國英語文表達力競賽高職五專組佳作
 8. 本校同學參加台北市高中閱讀代言人閱讀經驗分享競賽，榮獲團體賽 2 項
     佳作、個人賽 1 優等 1 佳作
國中技藝班
 1. 本校國中技藝班同學參加 110 學年度國中技藝競賽，於商業與管理、海報

設計、基礎素描等職種，榮獲 1 項第一、1 項第三、1 項第四、1 項第五、
1 項第六、5 項佳作等多項榮譽

方向對了   路就不遠              方向對了   路就不遠              余耀銘 校長余耀銘 校長

學校榮譽
   1. 本校榮獲臺北市 110 學年度校園災害防救計畫及防災成果網頁特優　
   2. 本校榮獲 109 學年度臺北市國際學校獎 (ISA) 基礎級認證 
師長榮譽
   1. 吳鳳翎主任榮獲 111 年教育部杏壇芬芳獎
   2. 鍾允中主任榮獲第 10 屆星雲教育獎典範教師
   3. 劉淑華主任榮獲 110 學年度全國技藝教育績優人員　
學生榮譽
商業類
   1. 國貿科參加致理科技大學專題競賽，榮獲第一名、第三名及佳作
   2. 301、216 同學參加 110 學年臺中科大高中職專題競賽榮獲二項優勝
  3. 301 蘇志韋、林子馨、 劉峻瑋、王尚謙參加臺北科技大學第五屆全國性

學術創業競賽榮獲第一名
  4. 106 年畢業校友邱文慈錄取 111 學年度台灣大學會計學系碩士班會計組

5. 313 潘云甄、許朝貴、吳承諺、許博翔、蔡沛君參加全國專題及創意製
作競賽，榮獲佳作

  6. 本校參加全國高級中學第 1110315 梯次小論文寫作比賽，榮獲 1 特優、
      3 優等、10 甲等　

7. 本校日、進修部參加 2022 全國高中職簡報競賽榮獲 2 項佳作
   8. 資處科 216 陳孟暄、張又勻、羅云霞、張湘翊參加致理科大全國「i-Life
      創新服務企劃 」 高中職組創新創業組競賽，榮獲優勝！
體能類
  1. 田徑隊參加 111 年臺北市春季全國田徑公開賽，分別榮獲高男除撐竿跳
      高第一破大會紀錄、跳遠第七、高女組撐竿跳高第二名佳績

2. 107 邱羣祐參加身心障礙者會長盃游泳錦標賽自由式及蛙式等競賽，榮
   獲第一、第二、第三名等佳績 

  3. 田徑隊參加臺北市 110 學年度中等學校運動會，榮獲三項第一名、一項
      第三、一項第八名等佳績，撐竿跳高破大會紀錄　
  4. 田徑隊 308 班林峻毅同學獲選為 2022 年世界中學生運動會國手
  5. 柔道隊參加 111 年臺北市青年盃柔道錦標賽榮獲 3 項第一、3 項第二、4
     項第三名等佳績
  6. 女子壘球隊參加 110 學年度中小學女子壘球聯賽決賽，榮獲第七名　
 7. 柔道隊張耕銜、宋語湘參加 111 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榮獲高男、高
     女組季軍



士林高商與京都昴星高校交流紀事
緣起 : 2015 年首次由士商校長帶領行政團隊拜訪昴星高校後，2015 至 2019 年

期間，兩校開始進行交流互訪 : 昴星高校共有 46 位師生前來本校進行校
園訪問，而本校則共有 96 位師生前去參訪學習交流。
此外，在 2017 至 2022 年期間二校更是有 1655 位師生透過線上的方式
進行視訊的交流與互相學習，兩校雙方的互動與交情完全沒有受到疫情
而中斷，學校老師與學生們努力和堅持相互學習。
之前預計要簽訂的姊妹校合約，因為疫情影響無法實體交流，所以延至
七月以線上方式辦理。兩校交流成果電子書如右。

2022 日本京都昴星高校 & 士林高商姊妹校線上簽約紀實 
時間：2022 年 7 月 14 日 ( 星期四 ) 上午 11：00
地點：行政大樓 3 樓第一會議室
與會人員：
士商代表：余耀銘校長、家長會劉奇昌會長 、 教務處吳鳳翎主任 、 學務處鄭旭

峰主任、實習處劉淑華主任、圖書館鍾允中主任、應英科黃韻如主
任、實研組李庭芸組長、日文翻譯高政能先生

昴星代表：貴島良介 ( 校長 )、谷口智史 ( 副校長 )、小川建治 ( 国際教育担当 )、
企劃科三年級學生共 100 名

國 際 交 流

士商 111 學年國際交流辦理計畫表
111 學年國際交流 ( 日本 ) 預計辦理共五校交流，包括京都昴星高校、青森

商業高校、広島呉商業高校、静岡濱松湖北高校與群馬共愛學園高校，其中前
三所已簽訂姊妹校協議。

交流內容包括課程、專題、語言文化等交流，暫定有兩所學校若疫情允許
將進行實體來訪交流。近年因為疫情影響無法進行實體交流，
線上交流已漸趨成熟，同學們藉由線上交流的機會，可以認
識彼此並互相學習，期待今年底疫情能趨緩讓實體交流可以進
行，讓大家有機會面對面學習。

編
號 交流學校 校徽 活動內容 形式 承辦單位 之前交流紀錄

1. 京都昴星
高校

2023 年台日合作課程專題
交流計畫 (ICCE)

線上
交流

A 組資處科
B 組國貿科
圖書館

歷年交流紀錄
電子書

2. 京都昴星
高校

2023 士商昴星交流銷售實
習活動
暫定 2023/2/ 中下旬來訪
( 規劃中，視疫情狀況辦理 )

實體
交流

B 組國貿科
圖書館

2019 銷售實習
活動紀錄電子書

3. 青森商業
高校

2022 SAEP 士商青商交流
計畫

線上
交流

實研組
應英科
圖書館

2021 交流紀錄
電子書

4. 青森商業
高校

2022 青商來訪交流活動
暫定 2022/12/16 來訪 ( 規
劃中，視疫情狀況辦理 )

實體
交流

實研組
應英科
圖書館

首次辦理

5. 広島呉
商業高校

2022 SKCE 士吳文化交流
計畫

線上
交流

應英科
實研組
圖書館

首次辦理

6. 静岡濱松
湖北高校

2022 SHPE 士濱專題交流
計畫

線上
交流

商經科
圖書館
實研組

首次辦理

7. 群馬共愛
學園高校 2022 文化交流活動 線上

交流
實研組
多語社

110 學年共愛學
園交流心得分享

姊妹校線上簽約流程紀要
一、雙方與會人士介紹 Introducing participants、
二、雙方校長致詞 Principals’ greetings，
三、簽約儀式：

1. 兩位校長朗讀合約內容
2. 兩位校長同時簽約
3. 兩位校長拿著已簽署之合約拍照
Signing the contract:
1.Principals read the contract
2.Principals sign the contract at the same

 time
3.Taking photos with both principals

 holding the signed contract
四、團體合照 Group pictures

校長致詞 ( 摘要 )
余耀銘校長 : 

今天是一個讓人非常開心歡喜而且滿心期待
的日子，我們雙方將透過線上視訊的方式完成姐
妹校協議的簽訂程序，從今日起二所學校的關係
將更加穩固感情更加深化，讓我們攜手同心為兩
所學校的交流、發展以及未來一起努力。
翻訳：本日は、嬉しさと期待に満ちた日です。

オンラインを通じて姉妹協定を締結し、
両校の関係は強い絆で結ばれました。そ
して良好な関係の発展を促進しましょ
う。

貴島良介校長 :
お会いできない中でも、オンラインによる

交流を続けていただいたので、オンラインによ
る姉妹校提携をむすぶことができました。とて
も嬉しい気持ちです。士林高商と京都すばる高
校が姉妹校として、これからも共に発展してい
くことを心から願い、感謝の言葉とさせていた
だきます。
翻譯 : 即使在不能面對面期間， 還透過網路進行線上交流，並可以藉由網路

進行姊妹校的簽訂。非常高興，衷心期待士林高商與京都昴星（Subaru）
高校兩姊妹校的共同發展。在此，特別致上感謝之意。

線上簽約紀錄
電子書 QR CODE

士商榮獲 109 學年度國際學校獎 - 基礎認證

本校 109 學年度榮獲北市 ISA 國際學校獎基礎認證！
ISA 國際學校獎，旨在結合課程與國際議題，培養學

生對多元文化的感知力、瞭解力及適應力，進而成為具備
全球化視野的世界公民。

本校國際學校獎認證計畫，由圖書館鍾允中主任為專
責窗口，與國貿科翁英傑主任及國貿科教師組成六人以上
之跨領域國際學校獎社群，與日本京都府立京都昴星高校
（京都府立京都すばる高校）簽訂姊妹校，確立以課程為
基礎之合作意向，並完成四個包含全球議題或跨文化理解
之國際教育課程的教學活動。

台日視訊課程，士商由國貿科同學參與，昴星高校則
由企画科同學參與。

台日教師決定舉辦商品研發及販售課程與實務，士商
成立貿易商務學習社群，進行五次台日學生視訊交流，結
合產品開發、產品包裝與設計、產品定價與通路、行銷活
動等內容，讓每次台日學生以中英日三語交流，互相呈現
及討論彼此商品研發及販售的內容與進度。

昴星商品引進台灣咖啡豆在日本募資平台販售，士商
則自行設計環保餐具於校內夢想市集販售。本計畫能順利
運作、達到台日師生交流創課並有實質成品問世，開展未
來更多教育創新
面向，實為振奮
人心的創舉！

圖書館鍾允中主任

圖書指導老師彭仰琪

圖書館鍾允中主任



閱 讀 天 地

【校長有約•我愛閱讀】個人競賽                                 209 徐韻閑
每年圖書館都會舉辦【校長有約•我愛閱讀】

個人競賽的活動，目的是為了推廣閱讀，使更多
的學生喜愛閱讀。

本次活動因疫情一再延期，居家學習讓能閱
讀寫作的時間增長，也導致競爭空前激烈，除了
激起同學們的好勝心，還讓整場活動變得更有意
義！

參賽同學除了透過借書讀書，還要撰寫閱讀
心得，發表在文淵閣心得本及青春博客來閱讀平
台。借閱量及寫作量越多的人積分排名也就越
高，榮獲特優的同學可獲得平板、電腦、手機及
自選證書等禮物；其他優勝、佳作的同學也可分
別獲得 500、200 元獎金及好書等獎勵；獲得優
等以上的同學還可與校長一起共進午餐、分享閱
讀。

本學年度的個人競賽獎勵餐會，6/17 於巴登咖啡廳舉行。在校長、主任、
家長會長的帶領下，一群熱愛閱讀的夥伴們，一邊聆聽好書分享，一邊享用
美食，分享了許多不同類型的書籍，讓大家一起增廣見聞，度過愉快的時光！

【校長有約•我愛閱讀】班級競賽                                 218 黃翊婷
「校長有約，我愛閱讀」班級競賽，是個鼓

勵全校閱讀的活動，以班級為單位參加，通過借
書、寫文淵閣心得和博客來心得來獲得積分。讓
全校同學發自內心閱讀，在認真思考後撰寫閱讀
心得，從而培養閱讀的習慣，獲得班級榮譽感。

第一名的班級可以獲得獎勵金 1000 元及獎
狀一張，全班記嘉獎 2 支；第二、三名的班級可
以獲得獎勵金 500 元及獎狀一張，全班同學各記
嘉獎 1 枝。除此之外，第一名的得獎班級還可與
校長一同共進午餐，並於餐會上分享讀書心得。

經過全班同學與導師的共同努力，本學期由
日間部一年 11 班榮獲第一，並於 6 月 24 日 ( 五 )
中午與校長在本校圖書館舉辦餐會。除了校長、
導師及同學上台分享閱讀心得，還有熱情的同學
帶來精彩的吉他彈唱表演。另外，圖書館也邀請了畢業校友黃榮昌學長和大
家分享人際愛情的經營方式，讓大家除了書籍的閱讀，對於青春這本精彩的
手工書，也能撰下更多的信心與勇氣。

整場餐會充滿了歡聲笑語，過程中，許多同學除了上台講閱讀心得，還
為明年的自己訂了目標，期許明年的班級競賽也能和全班同學一起努力，再
次獲得冠軍。那麼就期待他們明年繼續參加比賽、熱愛閱讀，並且取得好成
績吧！

第二次讀書會 -- 作家有約                                              204 鄭淑婷   
4 月 15 日第二次讀書會邀請到了木果文創

負責人林惠美女士、旺寶英國遊學顧問蔡宜真、
聚思國際事業負責人劉華欣等三位女士擔任主
講人，藉由三位講師分享各自不同的文創事業
創業經歷，帶大家進一步了解究竟何為文創產
業。

林惠美講師首先分享了自己轉業、創業過程
中的經歷和感想，在努力的過程中是如何審視自己，並列出創業者應具備的
六大特質，帶領大家認識自己，挖掘自己潛藏的創業者特質。蔡宜真講師將
自己在國外旅遊時的種種經歷，用活潑生動的方式傳達給同學們，同時也告
訴大家在旅行中能夠學習到種種事物，而這些見聞又該如何吸收成為自己文
創事業的養分。最後，則是由劉華欣講師根據過往經驗歸納出「文創企劃心
法」，讓大家更清晰地看到文創產業的思維方向。

三位講師帶來的分享，先讓我們對自己有初步的認識，探索自我特質，
打穩文創基底；再讓我們知道如何在旅行中增長見聞，增加自我深度，加深
文創內涵；最後透過企劃心法總結、歸納，最終讓我們能夠一窺文創產業究
竟特殊在哪，真正認識文創產業。

第三次讀書會 -- 閱代講堂：暢遊世界，幸福生活      218 林千羽 
5 月 6 日，第三次讀書會 - 閱代講堂，由閱讀

代言人鄭淑婷、徐韻閑、林子庭主講，分享與旅
行相關的三本書籍，分別是《有時出走 : 島嶼抒
情手記》、《 HYGGE ！幸福丹麥流：每一天愉
悅舒心的生活提案》、《自己才是旅程的終點》。

在這疫情嚴峻的時刻，這些書籍可以讓想出
國卻無法踏出國門的我們，以不一樣的方式，在
書中環遊世界。第一本書，用不一樣的眼光發現台灣生活之美，第二本介紹
世界知名的丹麥幸福學，讓我們發現如何在生活中、在人際關係上營造幸福
氛圍，最後一本由環遊世界的作家為我們提醒：如何培養用旅遊的心發現喜
悅、探索不一樣的自己。

在疫情的當下，未能出國旅遊的我們也能用不一樣的心思，融合不同國
家的氛圍，為我們帶來生活中的喜悅。

110 學年度下學期風雲電子書票選活動                       218 黃翊婷
士林高商特別鼓勵學生養成閱讀的習慣，不僅圖書館的藏書量豐富，

還有高達 3 萬冊的線上閱讀資源，每個學生都有自己的帳號，登入網站或
APP，就能夠不受時空限制線上閱讀，大幅減少需要背著厚重的書回家及忘
記還書的困擾了，在這疫情嚴峻的時代更是提供了更好的閱讀方式，推動學
生養成雲端閱讀的習慣。

本學期的風雲電子書活動和以往的不同，為了能更吸引學生參加活動，
特地添加了轉扭蛋的獎勵，每寫五篇閱讀心得可以轉一個貓咪扭蛋，還有原
本的四種獎勵 -- 書籍借閱最多、心得單繳交最多、心得單抽獎、心得單寫作
優良，依照名次送出 3C 產品或腳踏車等獎品。在老師的推廣與同學的積極
參與下，電子圖書館被更多學生使用，不再受限於紙本書，解決了許多實體
書才會出現的煩惱，讓同學能更享受閱讀。

第一次讀書會 -- 閱代講堂 : 小說中的策略與秘密       222 林子庭
110 年度下學期的第一場讀書會，於 3 月 4

日精彩登場第一位主講人 -- 閱讀代言人林千羽分
享《別相信任何人》這本書，講述了女主角失憶
後的故事，以及一連串懸疑推理的過程。

第二位主講人 -- 閱讀代言人黃翊婷，介紹的
則是《后羿棄兵》這本書。故事中講述了當時對
女權的不公，以及女主角在西洋棋的造詣，這次讀
書會也加入和以往不同的活動，讓參與的同學在聽的同時，也在主講人的主
導下，試著玩線上版的西洋棋對弈。過程中大家很認真的在玩，每個人都為
了要如何下下一步而思考著。

本次讀書會不只是帶大家巡遊了一場充滿懸疑的故事，還帶大家認識了
西洋棋的初階玩法，更讓大家對於過去時代女權的不公與主角不放棄人生的
奮鬥精神有了新的認識。



    本年度的募書送愛心 ~ 偏鄉服務活動，因疫情影
響，採取和往年不同的方式來進行。除了贈送二手童
書及電腦，更挑戰以視訊教學的方式，一次教會三所
國小的師生使用電子圖書館的課程。 
       3 月 11 日士商師生以精簡的人力，前往東北角
辦理偏鄉服務活動。
      上午在貢寮鄉社區活動中心舉辦了贈書儀式，將
二手電腦及童書贈予新北市貢寮、鼻頭、福隆、福連
、十分等五所國小。貢寮鄉鄉長及里長皆到場參與，
對能接受士商愛的捐贈表達感謝。
      致贈儀式後，隨即進行士商電子圖書館及國立公
共資訊圖書館的使用課程，不同的是，志工指導的對
象，不是偏鄉學童，而是二十多名報名見習本活動的
台北市中小學閱讀指導教師。藉由教會老師們使用電
子圖書館，便能讓這些閱讀指導老師將國資圖的資源
帶回各校推廣，放大教學的力量與意義。在閱讀代言
人黃翊婷及林千羽的解說、志工們手把手的用平板教
導老師們從登錄到學會使用，每個老師不但覺得志工
們教得很細心，更直呼「能帶給學校這麼好的資源，
真是太棒了！」
      下午，配合東北角偏鄉國小聯盟，進行實體及視訊教學。當所有志工在大禮
堂教導鼻頭國小師生使用電子書使用方式時，閱代徐韻閑也在視訊教室以連線方
式教導福隆、福連、十分等三所國小的師生學習士商與國資圖電子圖書資源的使
用方法。雖然是第一次用這種方式進行教學，得配合不同年齡層學童理解、使用
速度而進行即時的調整和適應，但還是很順
利的完成所有教學及借閱活動。為了確保所
有小朋友真的會使用，不論實體或視訊教學
，都加入遊戲互動：只要在不同電子圖書館
分別借兩本電子書，並各借閱一本有聲書，
即可獲得精美小禮物。
      今年除了東北角的五校獲得士商的餽贈
，雲林舊庄等八所國小及宜蘭大洲國小，也
都已獲得這些珍貴的資
源。今年總計餽贈 14
所學校近 2500 冊童書
及 153 台二手電腦。
      募書送愛心，將持
續送愛偏鄉，造福更多
學童！

 
 
  ☆研習一：自殺防治守門人研習
    日期：5 月 20 日 ( 五 )13:00-15:30
    講師：莊淑婷心理師
    參加對象：全校教職員
    研習內容：透過具體案例說明青少年的心理
                   特徵，並提供實用的對話技巧幫
                   助教職員了解如何與情緒低落之
                   青少年對話，進一步探詢與了解
                   學生內心的感受與想法，成為學
                   生情緒低落時生命中的守護者。

  ☆研習二：教師性平研習
    日期：3 月 23 日（三）13:10-16:00
    講師：郭怡伶
    參加對象：本校教師
    研習內容：講師以生活中各種常見的性別刻
                   板印象情境，與教師們進行討論，增加教師們的性平意識覺察，
                   以期在課程教學或學生輔導過程中，也能適時引導學生。
                                 

愛 心 園 地
  ☆主題一：雲端升學博覽會
    日期：5 月 9 日 ~5 月 27 日
    參加對象：全校師生 ( 高三為主 )、家長
    活動內容：建置專屬網頁，介紹各種升學管道及各所大學、科大介紹影片或
                   資料，幫助師生及家長能充分了
                   解各校系，以評估未來方向及適
                   配性。

  ☆主題二：新住民多元文化週
    日期：6 月 17 日（五）12:20-13:00
    主持人：趙慧敏老師
    參加對象：全校師生自由參加
    活動內容：以 Kahoot 進行緊張刺激的多元
                   文化知識王爭奪賽，並提供 13 
                   種異國美食供參賽者品嚐，讓師
                   生體驗不同文化及食材，增加對
                   於新住民的認識與接納。 

  ☆主題三：線上模擬面試
    日期：6 月 7 日（二）9:20-15:00
    辦理單位：教務處 / 實習處 / 輔導室合辦
    參加對象：高三學生
    活動內容：因應疫情，邀請科大教授為高三
                   學生進行線上的模擬面試，讓學
                   生體驗面試的臨場感並練習應對
                   技巧。 

  ☆主題四：線上模擬面試
    日期：3 月 25 日 ~5 月 27 日 ( 週五班會 )
    主講人：周家琪老師
    參加對象：本校學生自由參加
    活動內容：透過團體的人際支持與回饋提升
                   對自我的認識與接納，並增進自
                   我的覺察，練習溝通與表達。覺
                   察自我在人際中的人際模式與因
                   應之道，透過覺察與調整提升自
                   我在人際關係中的滿意度。 

三、學生宣導活動

  募書送愛心 ~ 偏鄉服務活動    222 林子庭222 林子庭

  

  ☆主題一：親子手作 ~ 植物方塊
    日期：3 月 29 日（二）13:10-16:10
    講師：王欽泉
    參加對象：本校教職員工 / 家長 / 學生
    研習內容：以環保材質實際手作一個兼具盆
                   栽、土壤的植物盆景，提升教師
                   與家長對環保意識的覺察與維護
                   ，並能美化居家環境，透過親子
                   一起完成，增進親子關係的親密
                   與交流。

  ☆主題二：親子手作 ~ 貝殼釘釦包
    日期：6 月 17 日（二）13:10-16:10
    講師：葉明福老師 ( 泰弘皮革文創工作坊 )
    參加對象：本校教職員工 / 家長 / 學生
    研習內容：講師示範皮革染色技巧、打印方
                   法，讓教師家長及學生能實際操
                   作並完成獨一無二的零錢包。親
                   子一同學習、參與、合作完成，
                   增進親子互動，共同創造美好回
                   憶。

  

一、教師研習

二、家庭教育研習

場合 日期 時間 主題 參加對象

1 9/17( 六 ) 08:30-12:10 學校日親師座談會 本校親師生

2 9/17( 六 ) 13:10-16:10 家庭教育研習：情緒與溝通 本校親師生

3 9/21( 三 ) 12:10~13:10 認輔工作會議暨
自殺防治講座 本校認輔教師 

4 10/18( 二 ) 13:30-15:30
青少年心理健康暨家長心理
健康促進－青少年心理健康

及自我傷害預防

本校教職員工
家長學生

5 10/28( 五 ) 11:20-12:10 生命教育宣導講座
心情 DIY，青春 HIGH 起來 高二學生

6 11/07( 一 )  
11/14( 一 )   09:00~16:10 臺北市高中職教師研習：

沙遊治療初階
臺北市高中職

教師

7 11/25( 五 ) 風樓心語第 86 期出刊 本校教職員工
學生

8 12/02( 五 ) 14:10-16:10 性平教育講座
親密關係與婚姻教育 高一學生

輔導室 110 學年度第二學期各項研習活動

 111 學年度第一學期輔導室講座 / 宣導活動預告
（主題與時間皆為預計，以下學期行事曆與公告為主）

輔導主任  游青霏主任輔導主任  游青霏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