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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lin High School of Commerce

105學年高職優質化
專業諮詢報告

報告人:校長曾騰瀧



士商基本資料
全校班級數 90 含全校日夜間及進修學校等核定之全校編

制班之班級總數和學生總人數全校學生數 3228

全校教師數 204 編制內之專任教師(包含教官及護理教師)

學制 總班級數 總學生數 備註
1.日間部 60班 2238人
2.夜間部 6班 213人
4.高中部 3班 61人 體育班
5.進修學校 18班 505人
11.綜合職能班 3班 43人

合 計 90班 3060人



計
畫
編
號

子計畫名稱
(請依辦理學年度順序填寫)

期程 辦理項目

105
學
年
度

106
學
年
度

107
學
年
度

(1)

強化
學校
辦學
體質

(2)

增進
教師
專業
素養

(3)

導引
適性
就近
入學

(4)

強化
學生
多元
學習

(5)

深化
學校
課程
特色

(6)

落實
行政
效能
提升

(7)

形塑
人文
藝術
素養

(8)

激發
學校
卓越
創新

105-1
一起來敲「專」-專題製作能力精進培
養

V V V V

105-2
教師專業成長-全面提升教師教育專業
能力

V V V V

105-3 學用合一大道-產學鏈結啟動計畫 V V V V

105-4
全人服務學習-學生社團及多元學習表
現發展計畫

V V V V

105-5
活化英語教學-培養學生良好語言溝通
能力

V V V V

105-6
摘下雙證照-一併考取【國貿業務】及
【國貿大會考】

V V V V

105-7 愛書悅讀閱樂-深耕閱讀成長 V V V V

105-8
創設計-設計與藝術教與學專業能力精
進培養

V V V V



子計畫列表

【105-1】

一起來敲「專」-專題製作能力精進培養

【105-2】

教師專業成長-全面提升教師教育專業能力

【105-3】

學用合一大道-產學鏈結啟動計畫

【105-4】

全人服務學習-學生社團及多元學習表現發展計畫



子計畫列表

【105-5】

活化英語教學-培養學生良好語言溝通能力

【105-6】

摘下雙證照-一併考取【國貿業務】及【國貿大會考】

【105-7】

愛書悅讀閱樂-深耕閱讀成長計畫

【105-8】

創設計-設計與藝術教與學專業能力精進培養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活動-

商業簡報術科試題分析~~三民出
版社特約編輯 劉政辰先生分享

103-1~商經科~~一起來敲「專」
-專題製作能力精進培養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活動-

陳佳君老師簡報製作技巧教學
教師認真練習簡報進階製作

103-1~商經科~一起來敲「專」
-專題製作能力精進培養



商經科專題製作成果發表會—
學生作品大圖展示

高三學生專題成果發表



高二觀摩專題發表有獎徵答—

禮品豐富~~感謝老師樂捐金費

103-1~商經科~~一起來敲「專」
-專題製作能力精進培養



105年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策略聯盟高中職專題製作
競賽榮獲第三名

致理科技大學
2016 核心商務技能實作
競賽榮獲第二名



商經科專科教室建置前

高架地板建置改良中

103-1~商經科~~一起來敲「專」
-專題製作能力精進培養

網路機櫃完成



子計畫105-2~教務處 教師專業成長
-全面提升教師教育專業能力

建置並維護教學資源分享平台

辦理教師專業發展評鑑

成立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辦理教師專業知能研習

辦理教學演示及公開觀課

製作數位化教學檔案



子計畫105-2：教師專業成長計畫執行成果
1.建置數位教材暨電子出版中心網站。
2.各次段考之考題上傳至考古題專區。
3.成立教師專業發展綱頁，方便教專及社群相關資料
上傳、下載。

4.辦理數位教材暨數位化教學檔案研習，鼓勵教師製作
數位教材及數位化教學檔案。參加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教
師166人均完成教學檔案製作。
5.辦理3年期教師專業發展，進入第3年。
6.教師公開觀課20場。



子計畫105-2：教師專業成長計畫執行成果
7.已取得教專評鑑初階證書152人，取得進階證書43人，教學
輔導教師17人。

8.共有20個教師專業學習成長社群申請並實際運作中。

9.國貿科秦秘書玲美榮獲105年臺北市特殊優良教師之

殊榮。

10.商經科教師張碧暖為臺北市榮獲特聘教師。

※遭遇困難：
1.鼓勵教師參加教師專業成長發展評鑑，教師參加數年之後
無法有重大突破 。

2.改進策略—鼓勵教師參加跨校教師成長社群激勵新的火花。



辦理參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及推
動教師社群會議~校長親自主持

參與教師用心聆聽及閱讀

會議資料。

105-2~教師專業成長
-全面提升教師教育專業能力活動照片舉隅



辦理全校性教師研習~

洪新富老師主講(扶風創意總監)

展示令人驚艷的立體手工書。

105-2~教師專業成長
-全面提升教師教育專業能力活動照片舉隅



辦理教師專業社群運作經驗分享
~翻轉教師的思維

教師專業社群負責人~

藍秀子老師主講

105-2~教師專業成長
-全面提升教師教育專業能力活動照片舉隅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活動-

國文科學習共同體研習活動--

國文學習共同體研習活動—

邀請萬芳高中余懷瑾老師

蒞校分享

105-2~教師專業成長
-全面提升教師教育專業能力活動照片舉隅



105-2~教師專業成長
-全面提升教師教育專業能力活動照片舉隅

快樂生命工作坊社群活動—
朱志樺生命故事分享
分享人：郭裕芳老師

社群教師認真用心的聆聽

裕芳老師的分享



會計科黃郁敏老師-

學習共同體教學活動

以學生為學習主體

--分組學習的教學現場

105-2~教師專業成長
-全面提升教師教育專業能力活動照片舉隅



結合策略聯盟師資與業師資源，發展本校特色課程

推動教師赴企業深度研習，強化教師實務經驗

辦理學生業界實習和職場體驗，深化務實致用與

學用合一

105-3

學用合一大道-產學鏈結啟動計畫



學生參訪科技大學相關科系，共4次。

學生參加科大專題製作競賽，共1場。

引進業師辦理教師專業進修研習，共6場。

外籍教師協同教學，共2人。

業師協同教學，共3場。

學生赴企業參訪體驗，共110人。

期中成果



科大參訪暨體驗活動

辦理臺北護理大學資訊管理系參觀暨體驗活動



參加科大專題製作競賽

參加致理科大2016 Top Sales 核心商務技能實作競賽



引進業師辦理教師專業進修研習

商業簡報技能競賽術科破題技巧與備
賽策略研習

「行銷企劃書之基本架構與撰寫技巧」
專題講座習



外籍教師協同教學

應外科外藉教師協同教學



學生赴企業參訪體驗

SOGO百貨展場參觀



105-4~學務處 全人服務學習-學生
社團及多元學習表現發展
強化樂儀旗舞社團表演能力

深耕全人教育之服務學習

(城東扶少團.慈幼社.康輔社或童軍社等)

偏鄉學校辦理三天兩夜營隊



1.具體成果

(1)樂儀旗舞社團表演場次已9場次，包含校內、

社區、跨社區及全市表演，且頗受好評。

(2)學生社團透過服務學習，展現其多元學習成
果，使國中生對本校多一層認識，另一社團一
公益，讓學生從服務中學習並培養人文關懷的
情操。

(3)預定105/1/23-25辦理新北市十分國小營隊，

目前積極規劃演練課程，十分國小學生報名中。



105-4~學務處 全人服務學習-學生
社團及多元學習表現發展
儀隊及吉他社至社區表演 樂儀隊65週年校慶表演

http://gallery.slhs.tp.edu.tw/gallery3/index.php/slhs301/65/DSC_0263-720029516
http://gallery.slhs.tp.edu.tw/gallery3/index.php/slhs301/65/DSC_0263-720029516
http://gallery.slhs.tp.edu.tw/gallery3/index.php/slhs301/65/DSC_0253
http://gallery.slhs.tp.edu.tw/gallery3/index.php/slhs301/65/DSC_0253


105-4~學務處 全人服務學習-學生社團
及多元學習表現發展
日本千歲來訪社團表演 校慶社團表演及闖關活動

http://gallery.slhs.tp.edu.tw/gallery3/index.php/slhs301/65/DSC_0916
http://gallery.slhs.tp.edu.tw/gallery3/index.php/slhs301/65/DSC_0916
http://gallery.slhs.tp.edu.tw/gallery3/var/albums/slhs301/%E5%A3%AB%E6%9E%97%E9%AB%98%E5%95%8665%E9%80%B1%E5%B9%B4%E6%A0%A1%E6%85%B6/DSC_0925.JPG?m=1479778546
http://gallery.slhs.tp.edu.tw/gallery3/var/albums/slhs301/%E5%A3%AB%E6%9E%97%E9%AB%98%E5%95%8665%E9%80%B1%E5%B9%B4%E6%A0%A1%E6%85%B6/DSC_0925.JPG?m=1479778546


105-5~應外科 活化英語教學
-培養學生良好語言溝通能力

辦理學生英語歌唱比賽

開設英檢課輔班

辦理教師專業研習

辦理校內英文科教師檔案觀摩



 高二英語歌唱比賽已於10/21舉辦，圓滿落幕。選出本校優
勝隊伍參加「台北市高職英語歌唱」比賽，榮獲第三名佳
績。

 已辦理初、中級英文檢定輔導課程:活動期間9/13-12/24(

多益課輔班)。今年有111位學生參加多益測驗，有49人
600分以上，其中更有4位學生考取900分以上，一人滿
分。

 每個月進行教師社群研習，也針對學生延聘校外英語專業
人士及傑出校友為應外科同學辦理英語學習講座，

 與致理科技大學、Live雜誌合作外師協同教學，提昇同學
英語學習興趣，活化英語教學。

105-5~應外科 活化英語教學- 培養學生良好語言溝通能力



-教師社群研習

特色課程模組討論

105-5~應外科 活化英語教學- 培養學生良好語言溝通能力

數位科技之翻轉教學



-教師社群研習

參訪動畫展

105-5~應外科 活化英語教學- 培養學生良好語言溝通能力

教學共備



學長經驗座談

-學生工作坊

繪本教學講座

105-5~應外科 活化英語教學- 培養學生良好語言溝通能力



台灣科技大學參訪

-學生工作坊

動畫展參訪

105-5~應外科 活化英語教學- 培養學生良好語言溝通能力



-英語歌唱比賽

105-5~應外科 活化英語教學- 培養學生良好語言溝通能力



-外師協同教學

105-5~應外科 活化英語教學- 培養學生良好語言溝通能力



國際貿易科

子計畫105-6：摘下雙證照

一併考取【國貿業務】及【國貿大會考】



105學年度核定經費



經費執行狀況
講師鐘點費：

國貿業務丙級檢定課後輔導(10-12月)
執行中，本年度預定上課至12/27

膳宿費：
共同備課與入班觀課之準備與實施(已執行，
10/21)

企劃書之基本架構與寫作技巧(已執行，11/4)
寒假營隊與檢定外聘講師(已請購，預定於
12/20討論)



經費執行狀況
物品費

桌子：與商經科共用(已提出，採購中)

椅子：補充電子商務教室之不足(已執行，準備
交貨)

雜支：

信義樓大圖輸出之場地布置(已執行，驗收中)

展示架：

採購專題製作展示架(已執行，12/13交貨)



活動摘要-共同備課與入班觀課之準備與實施



活動摘要-行銷企劃書之基本架構與寫作技巧



相關照片

國貿丙檢課後輔導 專題製作展示架



相關照片

電子商務教室椅子 信義樓大圖輸出



執行過程遇到的問題
科內老師上課時間迥異，而且因近年來師資總
量管控，因此老師普遍都超鐘點上課，因此每
次聚會夥討論都相當的匆忙，難有較長的共同
時間研討相關事務

規定須跨班選修的特色課程，若平日開課會與
學生活動衝突；若寒暑假開課，一則各科都擠
在相似時段，時間難免重疊，二則會有課輔或
重修問題，對學生和老師都有一定的困難



105-7~圖書館
愛書悅讀閱樂-深耕閱讀成長計畫
建置 e 化閱讀環境、充實館藏
悅讀閱樂競賽
悅讀閱樂士商人-讀書會
校長有約~我愛閱讀-班級競賽、個人競賽
校長有約~我愛閱讀-中學生網站小論文、閱讀心得比
賽

辦理閱讀走天下系列活動以及日本教育旅行
組隊參加「有任務的旅行」
募書送愛心活動



閱讀走天下
閱讀走天下(1)：雲遊與薩伐旅：
來去肯亞：本校劉明亮老師

(2016.10.14.)

閱讀走天下(2)：英倫風情與版
權風雲：林燕秋版權經理

(2016.11.11.)



讀書會
第一次讀書會：譜一首文學的金
典(前奏)：閱讀甘耀明作品

學生們上臺導讀(2016.10.28.)

第二次讀書會：與作家有約：千
面寫手甘耀明：作家蒞臨本校

(2016.12.16.)



第二次讀書會後，學生
們留下來向作家甘耀明
先生請益寫作相關問題。
(2016.12.16.)



參加有任務的旅行計畫：到基隆
旅行：海科館(2016.11.4)

日本教育旅行(2016.12.15-21)：
參訪日本京都府立京都昂星高校

(2016.12.16)



募書送愛心活動：整書

(2016.12.9.14:20至17:30)
有任務的旅行團隊接受政大之聲
訪問(2016.12.9.17:10至18:00)



105-8~廣設科：創設計-設計與藝術
教與學專業能力精進培養
辦理業界設計大師研習與各項合作交流活
動

辦理與參與校內外設計競賽

透過設計相關課程或產學合作，讓學生進
行研發設計。

辦理設計學習成果發表與展覽

研發校訂多元特色選修課程



每學期-固定舉辦：
 全科“藝術周”活動，邀請業界知名設計大師蒞校演講(設計界、廣告界、插畫界、出版界、影視界、學界等)。

 廣設科學會，期初/期末會議。
 專業學習社群：深化教師教學專業。
 校內外各項設計協助。
每年-固定舉辦：
 辦理設計競賽：

上學期：臺北市學生美術比賽平設類收件/評審/退件、學生美術比賽校內競賽、
技能競賽選手選拔、技術獎組別選拔。

下學期：技藝競賽選手選拔、專題製作校內競賽、日本漫畫甲子園比賽校內初選/出國
參賽等。

 校內展：一~三年級班展、實商美展、高三專題展。
 校外展：臺北市政府學生藝廊、師生藝廊、行政院展出。
 書展。
 士商四月天“創意市集”實習商店，販售學生自創商品與店面等設計，學生皆能將所學

與商業行銷相結合的目的。
 各項人像速寫攤位：彼立恩公司產學合作/愛天使園遊會/實習商店/士商校慶/高中職博覽會/國中端招生等。

 金犢獎、台灣國際創意設計大賽校內演講。
 各項設計研習、科技大學參訪。
 學會儲備幹部選舉。
每2年-固定舉辦(與圖書館)：日本設計實習見學團：團員徵選/教學與見學/設計/市府發表。



計畫一:辦理業界設計大師研習與各項合作交流活動

‧105年「乙級圖文組版-印前製程」證照檢定術科研習

‧105年廣設科設計與藝術講座-廖韡，平面設計的工作現場演講

‧105年廣告設計科書展

‧105年高三雲科參訪

‧105年臺灣國際學生創意設計大賽說明會

‧105年金犢獎競賽說明會



計畫二:辦理與參與校內外設計競賽

‧辦理技能/技藝競賽選手徵選

‧105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辦理校內初選、校外收件/評審/退件‧105年度學生美術比賽：臺北市32件獲獎，全國5件獲獎。

‧105年日本株式會社BS富士電視台採訪廣設科。‧105年第25屆日本全國高中漫畫錦標賽，獲選代表台灣赴日出席觀摩賽。

‧日本第五屆東亞高中職國
際公募展，獲得入選。

‧105年第七屆
創意之星設計
獎，獲得金獎、
銀獎、評審團
特別獎、優選、
入圍2件。‧辦理第65屆士

商校慶LOGO徵選



‧105年校慶攝影組

‧105年士商四月天創意市集，販售自創商品、店面服裝等設計。

計畫三:透過設計相關課程或產學合作，讓學生進行研發設計。

‧105年家樂福母親節活動-人像速寫

‧105年愛天使園遊會人像速寫

‧105年學生參與各項國中招生人像速寫

‧105年校慶人像速寫

‧105年校慶主視覺設計

‧105年校慶廣設展覽解說



計畫四:辦理設計學習成果發表與展覽

‧105年廣設科學生作品於行政院展出

‧105年高一、高二、高三班展、高三專題展、廣設科科展(邀請卡、海報、留言板、個人作品、布展、攝影等)。

‧105年
臺北市政
風處比賽
獲得優勝，
萬華剝皮
寮展出。

‧105年教育廣播電台採訪

‧ 2016
台灣海報
新星獎，
獲得佳作，
郵政博物
館展出。

‧105年
《天天想
你》攝影
展徵件入
圍，金石
堂展出。

‧105年
全國學生
美展，多
件獲獎作
品，臺灣
藝術教育
館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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