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馨園馨語 

                                    校長 陳當木  

學校發展願景 

馨園有情，成為友善溫暖的學校   品德至上，陶冶人人有品的學校 

技職深耕，續造優質卓越的家商   技藝再造，營造創新翻轉的高職 

強健體魄，鍛鍊成長平衡的身心   三民有愛，廣泛照顧弱勢及障礙 

 

親愛的各位家長：大家好！ 

  首先歡迎您的孩子來到三民家商，也恭喜您的寶貝進入馨園，雖然國內目前仍有少子化

的隱憂，但報名本校的學子人數卻不斷上升，能錄取本校都是萬中取一的菁英，他們是優秀

的，希望經過三年的陶冶與學習後，未來都能成為社會中堅分子。現今教育的重點在培養孩

子的創造力、執行力與競爭力，下列是三民家商為孩子打造亮麗未來的重點： 

一、專業技能與輔導升學並重 

    呼應家長對孩子的高期望，本校的教育目標是升學與技藝並重，透過多元入學管道讓學

生能選擇符合興趣、性向的進路。近來以技能優異、專題製作發表、發明創意競賽等模式，

參加菁英計畫、繁星推薦及技優入學管道進入大學的學生越來越多，所以馨園的教師們，除

了克盡職守指導技優學生把握技優升學管道外，同時也陪伴學科優異學生掌穩讀書節奏，期

以統一入學測驗之優異成績參加甄選入學及登記分發，把每個孩子送進理想大學與學系。 

二、本土教育與國際教育並行 

    為使學生具備關愛生活與土地的情懷及放眼國際的宏觀視野，我們將愛家愛校愛社區和

節能綠化環保訂為教育內涵；同時於暑假期間安排名古屋青少年高峰會議 WYM 及參訪沖繩

尚學高校 REP 活動，年底則參加 ASEP 計畫，與日本、韓國、印尼及馬來西亞等的外籍師生，

進行英文專題發表、競賽及多項聯誼活動，請鼓勵 貴子弟一起參與所有國際活動，更歡迎

您擔任接待家庭，做成功的國民外交。 

三、關懷弱勢與社區資源連結 

  學校的主體是學生，其中身心障礙學生發生率約為 3%，近幾年社會環境劇變，經濟弱勢

家庭日增，我們覺得再苦也不能苦孩子，所以學校積極運用各管道幫忙需要的孩子，也請家

長們一起伸出援手，親師生共同打造真正溫馨的三民學園。 

四、服務學習與社團活動參與 

  為培養學生擁有服務的人生觀及愛整潔、負責任的好習慣，請與我們共同鼓勵  貴子弟

在課餘時主動參與校園清潔志工服務和參加社團活動，以發展孩子的專長興趣，培養領導才

能，並建構自信力量。 

  三民家商是個溫馨的大家園，全體教師將以無比的熱忱，協助孩子擁有最佳的發展能量，

請您與我們共同努力，培養孩子為人處事的正確態度，審慎做好每一件事，讓孩子們健康成

長、快樂學習、潛能發揮。 

校長 陳當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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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立三民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106 學年度家長懇親會暨班級學生家長會活動程序表 
 
 

106 年 9 月 23 日(星期六) 

程序 起訖時間 活  動  內  容 地   點 主 持 人 

1 

8：30 
 

9：00 
報    到 玄關 顏妤安主任

一、介紹師長 

二、校務簡介 

（一年級家長） 

2F 小禮堂 

（一年級家長） 

陳校長當木

2 

9：00 
 

10：10 

升學進路與資訊說明 

（二、三年級家長） 

6F 國際會議廳 

（二、三年級家長） 
凃主任世曜

3 

10：10 
 

11：30 

一、科主任時間 

二、親師懇談 

三、召開班級學生家長會

暨選舉班級學生家

長代表 

各科（班） 

教室 

科主任暨 

各班導師 

4 11：30 快 樂 賦 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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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立三民家商 106 學年度第 1 學期行事簡曆 
           

106 年 8 月製 

週次 月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六 重       要       行       事 

 8 20 21 22 23 24 25 26 24-25 新生訓練 25 身心障礙學生教科書彩色大字書申請截止日 

一 8 27 28 29 30 31 1 2 

27 祖父母節 28 返校打掃結束 291.普通班身心障礙學生「課業輔導」、「成績

評量調整」申請開始 2.身心障礙學生交通費補助申請開始 

301.106 學年第一學期開學及正式上課 2.副班長、學藝股長幹部訓練 3.高一

新生驗書開始 4.班際球類比賽開始報名 5.發放註冊單(高二、高三)6.本學期

學生改過銷過服勤申請開始 

311.高一高二英文小天使推薦開始 2.大考中心第一次英聽測驗報名開始(至

9/4)3.服務股長、風紀股長幹部訓練 

11.高一新生驗書結束 2.新生健檢 3.教室佈置比賽開始 4.輔導股長集合 

二 9 3 4 5 6 7 8 9 

4-5 大學學測第1次模擬考 41.招募小冬青志工2.特殊生社團選社3.特殊需求

生入班宣導月 51.班際球賽報名截止(12:30)2.班代月例會(一)幹部訓練

3.106 年度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第 3梯次校內收件截止 81.高一高二英文小天

使推薦結束 2.社團老師說明會(13:10-14:00)3.第一次選社(電腦)16:00 開始

4.發放一年級註冊單 

三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11.英文小天使訓練(一)2.晚自習開始 3.班際球賽開始 4.第一次電腦選社結

束(24:00)5.學習檔案/備審資料作品競賽報名(至 9/21)121.公告電腦選社結

果(12:00)2.第二次選社(12:00) 

131.第二次選社結束(15:00)2.國家防災日演練(一)14 第二次選社結果公告

(12:00)15 餐管科高三菜單設計暨三折頁比賽 

四 9 17 18 19 20 21 22 23 

181.英文小天使訓練(二)2.課後輔導開始 3.第三次人工選社開始(8:30) 

4.室設科高二職場體驗 19 室設科高一職場體驗 201.國家防災日演練(二) 

2.第三次人工選社截止(13:00) 211.國家防災日地震避難掩護演練 

2.公告第三次人工選社結果 221.教室佈置比賽截止2.幼保科班級布置競賽3.

「防治學生藥物濫用」校園宣講 231.懇親會(8:30-12:00)2.綜職科高一新生

個別化教育計畫 3.家庭教育宣導 

五 9 24 25 26 27 28 29 30 

251.英文小天使訓練(三)2.學習檔案/備審資料作品繳交(至 10/17)3.特殊需

求學生提報鑑定安置(本校收件)4.普通班身心障礙學生課輔服務開始 

5.幼保科高二學習檔案/高三備審資料競賽 26 綜職科校外職場實習開始 271.

高三幼保暨幼保學程實習檢討會(9/25-29)2.反毒教育宣導 

291.性別平等教育宣導(一)2.升學輔導講座 1大學多元入學說明 3.小冬青研

習(一)4.賃居生座談會 

301.補行上班上課(10/9 調整放假，週一課程)2.班際球賽結束 

六 10 1 2 3 4 5 6 7 生命教育月 3 班代月例會(二)4 中秋節放假一日 6 輔導股長集合 

七 10 8 9 10 11 12 13 14 
9 調整放假 10 國慶日放假一日 11-13 第一次段考(第 1節考試 9:10 開始) 

14-15 優質化-司儀及主持人培訓研習 

八 10 15 16 17 18 19 20 21 

16-201.幼保、幼保學程高二職場體驗活動 2.觀光科高一資源課程職場體驗 16

美容科暨美容學程、實用技能班高二職場體驗 17 餐管科高二職場體驗 181.身

心障礙學生專業團隊服務第三階段申請(至 10/30)2.反詐騙暨法治教育宣導

19-20 四技二專第一次模擬考 19 第一次實習作業抽查 

20 性別平等教育宣導(二)21 大考中心高中英聽測驗(第一次) 

九 10 22 23 24 25 26 27 28 

23-271.大考中心第二次英聽測驗報名 2.高一幼保、高三綜高幼保學程職場體

驗活動 231.大學學測報名(至 11/1)2.學習檔案/備審資料競賽作品評分(至

11/1)3.服裝科高二職場體驗 24-25 大學學測第 2次模擬考 

25 交通安全宣導、反霸凌宣導 26-27 高一公民訓練 

271.高二高三環境教育 2.普通班身心障礙學生「成績評量調整」申請截止 

28106 年度高雄市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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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次 月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六 重       要       行       事 

十 10 29 30 31 1 2 3 4 

301.英文朗讀比賽報名開始 2.綜職科補假一日(9/28 身心障礙運動會) 

31 中學生網站讀書心得寫作上傳截止 1 反詐騙暨法治教育宣導 

31.英文朗讀比賽報名結束2.性別平等教育宣導(三)3.輔導股長集合4.升學輔導

講座 2-四技二專多元升學說明會 5.小冬青研習(二)6.餐管科高二中餐烹飪比賽

十 
一 

11 5 6 7 8 9 10 11 

5106 年度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第 3梯次學科測試 61.服裝科高一職場體驗 2.美

容科高一職場體驗 7-9 全國家科技藝競賽(嘉義家職) 

7 班代月例會(三)81.友善校園宣導(反毒反黑反霸凌)101.流感接種 2.生命教育

暨特殊教育影片賞析活動(13:10-16:00 小禮堂) 

11-12 優質化-領導人才與志工培訓研習 

十 
二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3-17 觀光科高二旅館實務課程職場體驗 14 中學生網站小論文寫作上傳截止 15

交通安全暨校園安全宣導 171.英文朗讀比賽 2.原住民學生升學輔導 

十 
三 

11 19 20 21 22 23 24 25 
20 英文小天使訓練(五)21-23 全國商科技藝競賽(台南高商) 

221.防災教育宣導 2.品德教育宣導 

十 
四 

11 26 27 28 29 30 1 2 

28-29 第二次段考 1-81.英日檢定獎勵金申請 2.普通班高三身心障礙學生「升大

專校院甄試」報名作業 11.升學輔導講座 3-如何製作備審資料(高三) 2.反毒反

黑反霸凌宣講(高一、高二) 

十 
五 

12 3 4 5 6 7 8 9 

4-15 校內國語文競賽 4-8 觀光科高一觀光資源課程職涯體驗 4-29 學習檔案/備

審資料作品展覽 51.班代月例會(四)2.馨語抽查 61.美容科歲末感恩敬師活動2.

反詐騙暨法治教育宣導 7 第 2次實習作業抽查 

81.捐血日 2.輔導股長集合 3.小冬青期末研習 3.餐管科高三小論文暨專題比賽

9-10 優質化-社團幹部成長研習 

十 
六 

12 10 11 12 13 14 15 16 

111.英文小天使訓練(六)2.高二幼保科暨綜高幼保學程創意律動比賽 3.室設科

高二職場體驗 13-14 大學學測第 3次模擬考 

13友善校園宣導(反毒反黑反霸凌)14馨語獎懲登記截止15室設科高一職場體驗

16 大考中心高中英聽測驗(第二次) 

十 
七 

12 17 18 19 20 21 22 23 

國際教育週 18-221.美容科高一美髮技能競賽 2.美容科高二紙上彩妝競賽 19-20

四技二專第二次模擬考 20 交通安全暨校園安全宣導 21106 學年第二學期學雜費

減免申請開始 22 觀光科、餐飲科全年級職場英文字彙大會考 

十 
八 

12 24 25 26 27 28 29 30 

251.英文小天使訓練(七)2.第二學期教科書驗書開始 3.運動會報名開始

26-292017 亞洲學生交流計畫 27 反詐騙暨法治教育宣導 28 一、二、三年級作文

抽查 29 第二學期教科書驗書結束 

十 
九 

12 31 1 2 3 4 5 6 

1 開國紀念日放假 21.綜職科二年級校外職場實習結束 2.服裝科縫紉會考週 3.

美容科全科紙上傳情創意紙圖競賽 3 友善校園宣導(反毒反黑反霸凌) 

4-5綜高三年級學術學程期末考4106學年第二學期學雜費減免申請結束51.輔導

股長集合 2.服裝科立體裁剪比賽 3.餐管科高三烘焙比賽 

二 
十 

1 7 8 9 10 11 12 13 
9 班代月例會(五)10 校外活動安全宣導 11 綜職科三年級校外職場實習結束 121.

課後輔導結束 2.運動會報名截止 3.本學期學生改過銷過服勤結束完成銷過手續

廿 
一 

1 14 15 16 17 18 19 20 16-18 期末考 17 晚自習結束 191.休業式 2.寒假各項安全宣導 

 1 21 22 23 24 25 26 27 22-24 第二學期補行上課 26-27 大學學測 

備 
 
註 

星期一:晨間大掃除.衛生股長晨間集合(7:50)     星期二：晨間美語廣播教學      
星期三:升旗、台灣母語日.   學聯會幹部例行會議:第 1~5.8~13. 15~20 週    英語背誦比賽：第 4.5.11.13.16.19 週 
星期四:資源回收站消毒.     社聯會例行會議:第 2.3.5.10.11.12.15.16.17.18 週 
星期五:班會.第 2.3.5.10.11.12.15.16.17.18 週社團，其餘綜合活動 
★補考日期為 1 月 31 日 
★106 學年度第 2 學期開學日為 107 年 2 月 12 日（一），並為開學第 1 週，另為配合農曆春節假期，調整 107 年 2 月

12 日、13 日及 14 日為放假日，並於 107 年 1 月 22 日、23 日及 24 日補行上課，106 學年第 2 學期實際開始上課日為

107 年 2 月 21 日（三），並為開學第 2 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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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立三民家商 106 學年度各處室分機號碼 

校長室 

校  長：101 

秘  書：102、103 

教務處 

主任：281 

註冊組：282 

設備組：283 

教學組：284  

課務組：285  

幹  事：288、289 

        290 

實研組：293 

傳真：553-4888 

總務處 

主任：181 

庶務組：182、183、 

184 

經營組：187 

文書組：185 

出納組：186、188  

傳真：552-4040 

綜高：286、287、296

服裝科：391、392 

幼保科：381、382 

美容科：461、462 

室設科：371、372 

餐飲科：341、342 

觀光科：351、352 

國貿科：451、452 

資料科：311、312 

共同科:224、225 

 

人事室 

主任：131  

佐理員：132、133 

學務處    

主任 251 

訓育組 252 

衛生組 253 

活動組：260 

幹事 254、257、259 

體育組:361、362 

健康中心 258 

傳真：552-4060 

實習處 

主任：141 

實習組：142 

就業輔導組：146 

 

圖書館 

主任：151 

館員：152 

資訊組:154 

社區圖書館：156 

會計室 

主任：201 

佐理員：202、205 

軍訓室 

主任：271 

生輔組：272 

教官：273、274、275、276、

277 

護理教師：278 

 

輔導中心  

主任：321 

輔導組：328 

輔導老師：322、323 

          327、330 

特教組：324、325  

資源教師：329 

傳達室：411、412 

合作社：491 

 

 

學校電話：5525887    傳真：5524040 
裕誠幼稚園：5522066  傳真：5544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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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重點業務 

 

一、推動教師專業，提升教學成效。 

（一）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推動教師專業評鑑制度，形塑專業對話機制，增進專業能力。 

（二）建立教師專業社群：鼓勵教師積極參與各項專業成長研習，教師行動研究與分享。 

（三）充實教師專業知能：持續推動教師專業發展，提升資訊融入教學與積極研發教材能力。 

（四）推動有效教學機制與資源：運用資訊 e化教學及分享社區資源。 

（五）建立多元評量及回饋機制：建立多元評量與教學回饋機制，提供學生多元適性的學習

環境。 

（六）建立優質學習環境：透過建置軟硬體，規劃優質學習環境。 

 

二、培養基本學力，終身精進好學。 

（一）推動英語特色課程，提升自我學習成就，增進國際視野：辦理各項英語學習活動及學

藝競賽，並建置相關網路學習平台，英語聽力測驗納入定期考查。 

（二）建置補救加深加廣教學機制：妥善應用補救教學與重修課程，加強學生弱勢科目及學

習方式。 

（三）推動師生共學社群，提升學生學習成效：建立教師與學生共學社群，強化合作學習效

能；增進師生互動，提升學生學習動機與學習成就，教學相長，教師增加教學創新反

思機會；學生調整學習風格。 

 

三、實施適性教育，引導多元學習。 

（一）提昇學生英語能力：辦理各項校內英語競賽，積極參與校外競賽與英語檢定，並建置

相關網路學習平台，英語聽力測驗納入定期考查。 

（二）落實學生適性學習：校內適性轉科，並建立學生學習多元制度，提供學生適性學習的

環境。 

 

四、促進優質互動，共謀校務發展。 

（一）辦理專案計畫，充實教育資源：積極申請教育部、教育局及與各大學校院合作之專案

計畫，充實教育資源。 

（二）垂直整合，參與策略聯盟：運用技專校院資源協助學校校務推動，促進校際資源整合

交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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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處重點業務 

壹、學務處組織圖 

 

 

 

                                    

                         

 

 

 

 

 

貳、本學年度學務處工作目標 

一、落實學生生活教育： 

    陶冶學生優良品德，培養愛整潔、守秩序、勤讀書、有禮貌的馨園文化。 

二、推動優質人文環境： 

    規劃社團及週會等活動，提昇學生的涵養與氣質。 

三、培養學生法治觀念： 

    透過班會活動，深化學生民主法治的素養。 

四、加強校園安全教育： 

呼籲學生遵守交通規則，養成守秩序的良好習慣。 

五、培養良好師生關係： 

    傳承優質馨園文化，師生能在溫馨的環境培養亦師亦友的親愛關係，學習更加順利。 

六、重視健康休閒教育： 

經由完整的體育及課外活動課程規劃，促進學生健康活潑的身心發展。 

七、師生積極參與校務： 

定期召開導師會報、學輔會議、校長有約、學生會、社聯會、畢聯會、午餐會議，暢通

學校與學生之間的溝通管道、彼此溝通協調，建立祥和、溫馨的校園。 

八、馨園傳情，真愛無礙。 

推行以工代賑及 3Q 志工助學服務，協助弱勢學生安心就學。 

 

叁、本學年學生事務工作重點與目標 

一、落實學生生活教育： 

（一）實施學生生活競賽： 

      實施秩序及整潔比賽，培養學生注重團體榮譽的精神。 

（二）推動校園環保教育： 

      師生共同負責整理校園環境，配合環保教育，設置資源回收站，落實垃圾減量政

策。 

1.訓育活動。 

2.藝文競賽。 

3.公民教育。 

1.環境維護。 

2.衛生管理。 

3.營養午餐。 

1.學生生活規範。

2.學生請假事宜。

3.學生獎懲事項。

1.規劃體育課程。

2.辦理運動競賽。

3.體育班業務。 

學務處 

胡美麗主任 

訓育組 

黃春莉組長 

衛生組 

盧欽昌組長 

生輔組 

許家綾組長 

體育組 

洪瑋澧組長 

課外活動組 

何糧朱組長 

1.國際教育。 

2.課外活動。 

3.學生社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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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推行禮貌微笑運動：培養學生對師長、來賓、同學均能以微笑親切問候的禮節。 

（四）推廣校園品德教育：主動提供班會中心德目並辦理品德教育相關活動。 

（五）實施教室佈置競賽：各班積極美化教室，營造乾淨整潔的學習情境，達到境教之

功能。 

（六）加強實施校規宣導：主動提醒學生注意，如服儀、遲到、請假手續等。 

（七）培養節約用水用電習慣：節約能源、珍惜資源，建立學生「惜福」、「愛物」、「感

恩」的心靈。 

（八）善用馨語寫作效能：閱讀好心好文書寫心得，記錄在校生活的點滴，師生搭起心

語橋樑，了解學生學習狀況。 

二、推動優質人文環境： 

（一）舉辦教師節慶祝活動，培養學生尊師重道的精神。 

（二）配合節慶及社教宣導、舉辦各項藝文比賽。 

（三）善用馨園文化公布欄，宣導校內、外藝文活動。 

（四）邀請學者專家蒞校演講，建立學生正確價值觀。 

（五）舉辦各項才藝競賽、藝術電影欣賞等活動。 

（六）舉辦社區服務活動，敦親睦鄰，增進與社區之互動。 

三、培養學生法治觀念： 

（一）透過公開及民主化程序、使學生了解民主運作程序及方法。 

（二）畢業旅行、新生露營活動、行程訂定，同學代表參與規劃及表決。 

（三）實施班會，以民主運作方式選舉班級幹部，共同關心班級的成長。 

（四）各班班規由老師同學自訂，了解權利與義務。 

（五）培養自治精神： 

組訓學生自治幹部，成立學生會、社聯會、畢聯會、三大隊、生活教育評分員，

培養學生自尊、自愛、關心校務的精神，並加強溝通、協調辦理各項活動。 

（六）推廣學生志工： 

成立學生志工團隊及成立校園性志工社團，協助整理學校校園環境、協助各辦

公室雜事處裡、各項生活管理：包含交通糾察、禮儀、秩序等各項工作，培養

學生勇於任事及服務人群的胸襟。 

（七）文宣資料宣導： 

隨時就社會時事、校園事件之剪報資料、影印宣導，提醒同學勿蹈法網。 

（八）暢通溝通管道： 

１、為處理學生申訴案件，設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藉以解決學生衝突與糾紛，

培養法治觀念與態度。 

２、定期舉辦「與校長有約」活動，使學生意見能直接透過與校長溝通的管道而

獲得解決。 

（九）執行本校「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實施要點」，增進校園和諧。 

四、加強交通安全教育： 

（一）鼓勵學生儘量搭乘大眾交通工具到校，以符節能環保教育政策。 

（二）持續宣導學生勿無照騎機車，勿搭乘非家屬機車到校，避免意外事件發生。 

（三）呼籲學生遵守交通規則，尊重行人於斑馬線上通行路權、搭乘大眾交通工具禮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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老弱婦孺、並遵行守秩序、排隊等良好的行為習慣。 

五、培養良好師生關係： 

（一）全校各班均建立「學生家長電話聯絡網」，以便與家長密切聯繫。 

（二）本校教職員工捐助款成立仁愛助學基金，補助清寒學生使能專心向學。 

（三）配合「懇親會」的辦理，強化家庭與學校之互動。 

（四）辦理新生入學始業輔導，協助學生認識及早日適應學習環境。 

（五）召開寄宿生座談及訪視，重視寄宿生輔導，裨益專心向學。 

 (六) 建置學生出缺勤管理系統，加強學生到校出缺勤狀況與家長密切即時聯繫。 

 (七) 結合本校仁愛助學與善心人士合作設置 3Q 助學金，推動以工代賑助學服務培養

學生知善、好善、行善的全人教育。 

六、重視健康休閒教育： 

（一）推動環保新生活： 

1、飲食均衡適量。 

2、倡喝白開水、避免食用垃圾食品、飲料。 

3、反毒、拒菸。 

4、力行綠色消費，購買環保商品。 

5、提倡心靈環保、「樂活」概念，推動倡導綠色休閒生活。 

6、提倡節能減碳觀念，珍惜地球資源。 

（二）成立多樣化社團、充實正當的休閒生活。 

（三）舉辦高一露營公民訓練活動。 

（四）舉辦班際各項運動競賽。 

七、師生積極參與校務：師生彼此溝通協調，建立祥和、溫馨的校園。 

（一）定期召開導師會報、學輔會議，交換學生事務工作心得。 

（二）定期舉辦學生會、社聯會午餐會議，暢通學校與學生之間的溝通管道，並協助推

動有關活動。 

八、學務處全年度辦理各項學生活動日程介紹 

日期 活動名稱 參加年級 

(對象) 

負責單位 

8 月下旬 新生訓練 

(始業輔導) 

一年級新生 1. 訓育組(計畫執行) 

2. 生輔組(輔導員) 

開學 

第 1 週 

新生健康檢查 一年級新生 衛生組 

9 月初 社團博覽會 一二年級 活動組 

9 月中 教室布置比賽 全校各班 訓育組 

9 月 班際球類競賽 一年級足壘 

二年級排球 

三年級足壘 

體育組 

9 月下旬 敬師週 全校 訓育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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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初 迎新 二三年級 訓育組 

10 月

27-28 日 

公民訓練 

(走馬瀨露營) 

一年級新生 1.訓育組(計畫執行) 

2.衛生組協助環境教育 

3.體育組協助路跑運動 

9-12 月 馨園文學獎 全校徵稿  

12 月下旬 歲末活動 一二年級參加 訓育組 

12 月 感恩月活動 全校 訓育組 

12 月下旬 亞洲學生交流(A 捷社)

及沖繩姊妹校訪問 

全校 活動組 

3 月 31 日 校慶運動會 1.一二年級創意

化粧進場 

2.全校運動會 

訓育組計畫執行 

體育組負責運動會 

活動組負責開閉幕典禮 

4 月 1 日 1.校慶園遊會 

2.校慶社團動靜態展 

一二年級園遊

會設攤，開放校

外人士進校。 

1. 訓育組 

2. 活動組 

3. 衛生組 

5 月 校刊出刊 全校 訓育組 

5 月 外埠教學參觀 

(畢業旅行) 

高二 活動組 

5 月 送舊 高一高二 訓育組 

5 月 畢業紀念冊出刊 高三 訓育組 

5 月下旬 百世孝道盃創意表演賽 高一 訓育組 

6 月上旬 畢業典禮 高三 訓育組 

7 月中旬 國際交流 

REP 沖繩姊妹校 

WYM 青少年高峰會 

甄選 活動組 

肆、三民需要家長的協助 

  一、協助弱勢學生順利就學 

      本學由老師們發起捐款成立仁愛助學金，制定仁愛助金實施要點，成立迄今協助學生

助學金已超過千萬元。另由家長會協助弱勢學生無力繳納學雜費者順利就學，為讓這

愛心如源頭活水持續傳遞，需要有源源不絕的捐款溢助，歡迎所有家長在行有餘力歡

喜願意一起加入。 

      捐款方式 1.逕交給總務處出納組(仁愛助學金) 

               2.捐贈家長會指定弱勢學生助學專款 

      以上捐款皆可託導師或學務處轉交出納組及家長會，由出納組或家長會開立的收據皆

可申報綜合所得稅捐款扣稅。 

    二、協助學校各項活動鼓勵師生 

      本校辦理各項活動以學生學習與成長為宗旨，需要家長會的支持與協助。如設立獎勵

辦法，生活競賽連續 5 週成績優良表現、學生露營.運動會創意表演優良表現、學生自

治會等，三民一家親，家長會需要大家一起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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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高雄市立三民家商 106 學年度 學生到校時間與晨間活動說明 

星期 
晨間活動

名   稱 

到校進入教

室時間 
備註說明 

週一 晨間打掃 7 點 40 分 

一、7:40-8:00 為晨間打掃時間 

二、7:50 各班衛生股長集合 

三、7:55 實施生活教育整潔競賽評分 

四、7:40-8:10 到校者以【遲到】登記之 

五、未參加打掃勤務者，以校規處分之 

週二 晨間美語 7 點 40 分 7:40-8:10 到校者以【遲到】登記之 

週三 升旗 7 點 30 分 

一、7:30 開始集合 

二、已到校學生逾 7:35 分入列集合者，列

入生活教育秩序競賽扣分 

三、逾 7:35 分到校者以【遲到】登記，並

統一管制於玄關前至升旗集合結束 

四、無故不參加升旗(重要集會)者，依校

規處分之 

週四 

 

週五 

無 8 點 

一、逾 8點到校者，以【遲到】登記之 

二、各班若有安排活動，請以班為單位設

計之 

三、到校後請進入教室，安靜實施課前預

習；禁止到校後至各處走動喧嘩，違

規者列入生活教育秩序競賽扣分 

注意事項： 

1.上列到校時間為學生【進入班級教室】時間，並非指嗶卡時間，副班長確實 

 登記全班出缺勤狀況。 

2.晨間活動之秩序及整潔評分方式，依學生手冊「生活教育秩序及整潔競賽實 

 施要點」辦理。 

3.遇連續假期或颱風停課，翌日到校須晨間打掃整理環境，另行公告。 



 12

 

高雄市立三民家商學生作息時間表 
 

區分 起   迄   時   間 項         目 

08：10 ～ 09：00 第 一 節  課 

下 課 時 間 

09：10 ～ 10：00 第 二 節  課 

下 課 時 間 

10：10 ～ 11：00 第 三 節  課 

下 課 時 間 

上午 

11：10 ～ 12：00 第 四 節  課 

12：00 ～ 12：35 午     餐 

12：35 ～ 13：05 午     休 
中午 

下 課 時 間 

13：10 ～ 14：00 第  五 節  課 

下 課 時 間 

14：10 ～ 15：00 第 六 節  課 

下 課 時 間 

15：10 ～ 16：00 第 七 節  課 

16：00 ～ 16：20 打掃環境時間 

       16：20 
第一階段放學 

(無第八節課學生) 

16：20 ～ 17：10 第 八 節  課 

下午 

 17：10 
第二階段放學 

(有第八節課學生) 

【若有異動，以開學時正式公布作息時間為準】 

注意事項： 

1.學生到校時間及晨間活動安排，請參閱「學生到校時間與晨間活動說明」。  

2.學生依作息時間表按時上課，凡上課逾時 10 分鐘內為遲到，逾 10 分鐘以上 

  為曠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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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水域安全宣導  請家長與同學注意防範  學務處關心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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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重點業務 

 

工作理念  

一、以「學生安全第一」及「教師教學至上」為行政工作的辦事理念。 

二、本著「教育愛」的基礎，以包容、關懷及奉獻的胸襟來服務老師與學生。 

重點業務 

一、 規劃完善校園，提供優美安全環境。 

二、充實各科設備，提昇專業教學品質。 

三、落實門禁管理，維護校園環境安寧。 

四、嚴格財物管理，確實維護學校財產。 

五、美化綠化校園，陶冶學生身心健康。 

六、機動支援活動，提供高效率之服務。 

七、辦理出納業務，嚴謹收付相關事宜。 

八、精緻收發公文，落實檔案有效管理。 

九、推動友善校園，綠色永續環境教育。 

十、配合社會環境，共創祥和樂利社會。 

近期工作計畫 

一、  本校校舍已使用已達 30 年，近年逐年編列預算逐步進行校舍整修改善。

近年已完成廁所整修 3 棟、室外籃球場、全校屋頂防水隔熱、2/3 化糞池

更新及部分水溝整建等工程，專業教學教室也已陸續整建如示範教室、美

髮教室、縫紉教室等。 

二、  未來 107 年度規畫整修廁所、會議室等，而水溝、PU 跑道、室外通路等未

來將逐年持續更新。 

三、  專業教室部分未來亦將配合實習處與各科需求逐年更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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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處重點業務 

一、今朝學而實習，明日欣然就業。 

二、強化專業教室設施之安全衛生維護，將安全衛生觀念融入專業課程。 

三、推動證照制度，提升各科專業技能學習，鼓勵學生參加技能檢定，使職業教育與

技能檢 

定相結合，並承辦技能檢定梘關之業務工作。 

四、落實辦理產學合作，由理論教學結合職場實習。 

五、辦理全國技能競賽與全國高級中等學校技藝競賽，106 學年度服裝科參加第 47 屆

全國技能競賽共 3位選手參賽，勇奪金牌、銀牌、佳作成績。 

六、推動本校均質化計畫： 

    本校 106 學年度均質化計畫已申請通過，核定經費為 180 萬元，將執行以下子計 

畫。 

  106-1-1 攜手共美，典範分享 

  106-1-2 餐旅人生，糧心教育 

  106-1-3 妝點生活，繡出精彩 

七、本校推動優質化計畫具體成果如下： 

(一)自 96 學年度全國家事及商業類科技藝競賽設置金手獎以來，共榮獲 61 座金

手獎。以時間分析，前四學年（96～99）獲得 15 座金手獎，近六學年（100～105）

則獲得 46 座金手獎，足以證明本校在優質化輔助計畫上的努力與成果。 

(二)各職業類科對競爭型計畫的爭取與執行皆盡力爭取，今年起餐管科、服裝科、

幼保科、資處科、室設科、美容科、觀光科申辦業師協同教學計畫、幼美室資國

餐等 6科申辦業界實習計畫，皆展現各科之活力與動能。 

(三)各科與業界關係密切，辦理社區職場實習、協同教學、校外實習及職場體驗

等活動，學生課後皆撰寫心得及作業報告，彙集成冊，作為實錄。 

(四)每位畢業生考取證照數平均 1.89 張。 

 

八、推動各項第二期技職再造計畫(106 學年度第 1學期)： 

(一) 學生業界實習和職場體驗計畫，申請通過經費 672,270 元。 

(二) 發展務實致用特色課程計畫，申請通過經費 218,000 元。 

(三) 提升學生實習實作能力計畫，申請通過經費 1,377,728 元。 

(四) 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計畫，申請通過經費 983,015 元。 

(五) 特色課程設備需求計畫，申請通過經費 617,000 元。 

(六) 充實基礎教學實習設備計畫，申請通過經費 572,000 元。 

(七) 教師赴公民營機構研習計畫，申請通過經費 165,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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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館重點業務 

 

一、 辦理本校新生「圖書館利用教育」活動，介紹圖書館發展目標、館藏特色、

借閱時間、借閱規則及圖書查詢系統之使用，以利新生熟悉學習環境，並

提倡閱讀風氣。 

二、 辦理 106 學年度之「推廣閱讀活動計畫」。 

1. 近年來的技專統測，國文科試題有一半以上都與閱讀測驗有關，加上甄選

入學名額比例將提高至 70%(登分將減至 25%)，故閱讀理解、備審資料撰

寫，以及面試口條表達等能力，將會是學生最後能否脫穎而出的重要關

鍵。因此，圖書館積極推動校內閱讀風氣，除了辦理科別和個人借閱排行

榜競賽，於學期結束頒獎獎勵外，也將努力推行班級閱讀，鼓勵以班為單

位，借出整批圖書擺置班級櫃，供班上學生取閱方便。 

2. 設置社區圖書館並接受家長與社區民眾捐贈及借閱書籍，便利社區民眾利

用圖書館，歡迎家長與社區人士多加使用，以提升家長與社區民眾閱讀風

氣。 

三、 為提升學生之涵養、思辨、理解與寫作能力，以及豐富備審資料內容，推

廣中學生網站之「小論文創作競賽」及「跨校網讀比賽」，鼓勵學生踴躍

參賽，並累積多元入學方案之實力與成果。 

四、 106 年度第 1 次圖書採購，新書已於五月份入庫，歡迎學生與師長踴躍至

圖書館借閱；第 2次圖書採購工作將於 9月底前辦理，請學生與師長踴躍

推薦好書。 

五、 辦理106學年度高市數位學園-網路讀書會校內賽及參加高雄市全市競賽。 

六、 辦理 106 年度校內資訊設備與電腦教室更新作業，以及檢修班級教室資訊

設備與系統認證程序。 

七、 資訊安全與素養已是全民都需了解之重要涵養，故教育部正式來函邀請家

長與社區民眾多加參與，並進而注意貴子弟對資訊素養與安全的認知。因

此，本校歡迎家長或社區民眾參加校內辦理的資訊安全研習(或其他資訊

研習)活動，研習訊息將公告於本校網頁的最新消息，敬邀有興趣之家長

或民眾(歡迎帶上各位的親戚、朋友與鄉親父老一同參加)於研習時間至校

內研習地點簽到，即可參加資訊研習。 

八、 本校圖書館開放時間為周一至周五，8:00 至 17:00，其餘平日時間，以及

國定假日與例假日，因無多餘人力支援，在安全考量下暫不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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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官室重點業務 
 
壹、維護校園安全： 

  一、貫徹執行校園安全值勤及巡查工作，維護校園安全，使學生專心向學。 

  二、劃分校園安全責任區，編組教官及適當之人員，不定時至各區巡查，以減少校園安全

死角及校園安全問題產生。 

  三、校園安全暨災害事件通報作業系統維護與作業。 

  四、推動「改善校園治安—倡導友善校園」工作。 

  五、防範校園「幫派化」、「組織化」，防制幫派滲入校園。 

  六、執行校園反毒運動，積極推動反毒宣導各項活動，加深學生反毒、拒毒之觀念，反止

毒品入侵校園。 

  七、配合校外會執行校外各項勤務，維護學生校外活動之安全。 

  

貳、落實學生生活協助： 

  一、推動學生生活及品德教育。 

  二、推動學生安全教育(校園安全、交通安全教育.........)。 

  三、軍警院校升學輔導及辦理兵役事務(緩徵、兵役折扺等)。 

  四、學生一般生活照顧與生活教育協助。 

  五、校外賃居及工讀學生輔導與訪視、租屋資訊提供。 

  六、教育部學產基金設置學生急難慰問金申請作業。 

 

參、推動全民國防教育： 

      全民國防教育課程以提升全民愛國意識及培養防衛實務基本技能為主軸；加強應變反

恐求生、防衛動員體系基本編組運用、民防常識與射擊、核生化狀況自我防護等基本技

能，使學生了解全民國防概念，透過教育過程，使學生瞭解全民國防的目標及意義。 

 

肆、維持學生秩序： 

  一、組訓學生自治大隊，確維學生校園內(外)秩序及安全。 

  二、交通安全工作之推動及宣導，使學生均能確實遵守交通規範，維護自身安全。 

  三、落實校外聯巡勤務，避免有心人士危害學生安全。 

  四、加強無照駕駛之取締，以維學生安全。 

  五、服儀為認同學校的表現，更是自律的行為，希大家均能確實遵守相關規定。 

伍、宣導事項： 

      強化校園安全防護機制，防範校園肇生重大校安事件，落實各項校園安全應變措施，

強化學生自我防護能力，請各位家長協助宣導及提醒孩子們要有自我安全防護的觀念與

危機應變能力，相關宣導事項如后： 

  一、上學勿單獨太早到校，放學不要太晚離開校園，務必儘量結伴同行或由家人陪同，絕

不行經暗黑小巷或人煙罕至的地方及進出危險場所。 

  二、配合學校作息時間，課餘時，避免單獨留在教室(尤其上外堂課時不舒服請至保健室)，

不單獨上廁所，避免單獨到校園偏僻的死角，確維自身安全。 

  三、遇陌生人問路，可熱心告知，但不必親自引導前往，都應隨時注意自身安全，切勿聽

信他的要求而繳交金錢或接受他的要求離校。 

  四、在校外發現陌生人跟隨，應快速跑至較多人的地方或周邊最近便利商店或愛心商店，

並大聲喊叫，吸引其他人的注意，尋求協助。 

  五、保持高度的警覺心，注意上課的出缺勤情形，如果發現異常，立即與學校及導師連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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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危安疑慮。 

  六、在校內及校外遇到任何緊急事件需要協助處理，可撥打本校教官室專線:07-5532419。 

 

陸、到達本校之乘車方式有下列 3種：【請提早 10~15 分鐘至各站等車】 

  一、高雄捷運：搭乘捷運紅線至巨蛋站（R14-1 號出口）下車即可步行至本校。【服務電

話：(07)793-8888】 

  二、高雄市民營公車：可至 http://www.tbkc.gov.tw/Simple/(高雄市政府交通局網站)查

詢所有公車路線。 

      【路線僅供參考，若有異動，仍以公車業者公告為準】 

    (一)明誠幹線(紅 33 路)：鳳山商工—中華藝校途經「捷運凹仔底站」下車，坐捷運至下

一 站 巨 蛋 站 出 站 ， 由 1 號 出 口 走 出 即 到 本 校 。   

http://www.stbus.com.tw/mrtredroute33.htm 
    (二)新昌幹線(217A 路)：加昌—鳥松區公所途經「南屏路口站」下車，走 7-10 分鐘即

到本校。      http://www.gdbus.com.tw/route/bus_info/217.htm 

    (三)先搭 77 路公車至「大順陸橋站」下車，轉搭環狀 168 東或 168 西幹線，可到達本校

附近(捷運巨蛋站或三民家商站)。 

      1.77 路公車：(金獅湖站—歷史博物館)  

        http://www.ibus.com.tw/city-bus/khh/route-77/ 

      2.環狀 168 西：(金獅湖站—金獅湖站) 

        http://www.ibus.com.tw/city-bus/khh/route-168w/ 

      3.環狀 168 東：(金獅湖站—金獅湖站) 

        http://www.ibus.com.tw/city-bus/khh/route-168e/ 

    (四)下列公車可到達本校附近(捷運巨蛋站、三民家商站或捷運凹仔底站)： 

      1.３路：(高鐵左營—榮總—凹子底公園)       

http://www.stbus.com.tw/cityroute3.htm 

      2.16 路：(高鐵左營—高雄應用科大)   

http://www.stbus.com.tw/cityroute16.htm3. 

      3.301 路：(加昌站—高雄火車站)  http://www.stbus.com.tw/cityroute301.htm 

      4.紅 32 號：(凹子底站—大榮高中)  http://www.stbus.com.tw/mrtredroute32.htm 

      5.紅 36 號：(先勝路口—文藻外語)  http://www.stbus.com.tw/mrtredroute36.htm 

      6.24A 路：(圓照寺—捷運巨蛋站) 

http://www.ksbus.com.tw/schedule/part2-024.htm 

      7.24B 路(楠梓—高雄)：http://www.ksbus.com.tw/schedule/part2-024.htm 

  三、收費方式： 

      上車投幣或使用學生證(兼一卡通功能、有優惠)、一卡通或公車月票刷卡，收費依公

車業者公告標準。 

  四、各站依規劃時間請提早 5~10 分鐘至各站等車，行駛期間，有遲到 10 分鐘以上或有任

何問題者，請隨時向軍訓室及客運業者反映。 

  五、其他事項： 

    (一)本校禁止「學生無照騎乘機車或搭乘非親屬之機車」上學，可步行、搭公車、捷運、

騎腳踏車或騎乘向學校申請核准後之機車通勤上學。 

    (二)申請核准後機車、電動機車、腳踏車及電動腳踏車進入校園請減速慢行，機車通過

大門時須熄火牽車，通過大門服儀檢查後，才得以再發動機車騎車至停車場；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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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內時速限制 15 公里，勿蛇行、併騎、嬉鬧，雙載等，並統一整齊停放在指定停

車場，勿停放在校內環校道路或校外（公園、店家、騎樓下）以免遺失或被拖吊。 

    (三)騎機車及電動機車同學全程配戴安全帽並嚴禁雙載，騎腳踏車全程配戴安全帽者另

有獎勵。 

    (四)本校週一至三早自習時間為 07：30，請選擇最適切上學方式，避免遲到，影響學習

效果。 

  六、高雄市民營公車路線及服務電話(詳如附表)。 

公司 路線 服務電話 

港都客運 

中華幹線(205)、三多幹線(70)、6、7、29、38、39、56、99、

217A、218、219、245、紅 70、紅 71、紅 73、大岡山假日觀公

車、哈瑪星文化公車、舊城文化公車、36、紅 9、12、15、30、

69、214、紅 2、紅 3、紅 5、紅 8、紅毛港公車（接駛路線） 

07-3661986

建國幹線、100、53、83、紅 21、橘 8、橘 9、橘 10、11、25、

26、82（接駛路線） 統聯客運 

橘 21 、橘 22（現有路線） 

0800-676676

漢程客運 
168 西、76、72、77、0 南、168 東、33、紅 35、自由幹線、0

北（接駛路線） 
07-3424299

五福幹線、52 路、橘 7、73、大樹祈福線、鳳山文化（接駛路

線） 
東南客運 

37、62、81、248、紅 1、紅 6、紅 7、紅 10、紅 12、紅 16、

紅 18、紅 27、橘 1、橘 20（現有路線） 

07-7536569

南台灣客運 

3、16、28、91、301、民族幹線、紅 28、紅 29、紅 30、紅 32、

明誠幹線(紅 33)、紅 36、紅 50、紅 51、紅 53、紅 56、紅 58、

紅 60（現有路線） 

07-3109835

義大客運 
96、261、紅 52、8501（8501 延駛佛光山）、8502、8503、8504、

8505、 8506（現有路線） 
07-6577258

高雄客運 

5、23、24A、24B、60、87、97、98、紅 68、紅 69、紅 72、橘

12、國道 10 號快捷、旗山-內門觀光公車、旗山-甲仙觀光公

車、旗山-黃蝶翠谷觀光公車、旗山-天台山觀光公車、就醫公

車（H11、H12、H21、H22、H31）、8001、8002、8005、8006、

8008、8009、8010、8011、8012、8013、8015、8017、8018、

8019、8020、8021、8023、8025、8026、8027、8028、8029、

8031、8032、8033、8035、8036、8038、8039、8040、8041、

8042、8043、8045、8046、8048、8049（現有路線） 

0800-231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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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中心重點業務 
 

一、生活與心理輔導 

（一）本中心有三位專業輔導教師，以個別諮商、團體輔導等方式服務全校師生。高一年級

輔導教師：李家純老師（分機 327）、高二年級輔導教師：翁秋玲老師（分機 330）、

高三年級輔導教師：陳文卿老師（分機：323）。若家長需要與同年級輔導教師聯繫，

歡迎來電。 

（二）聘請合格諮商心理師與社區精神科醫師定期蒞校駐診，為全體師生提供專業的諮商心

理與精神醫療資源。 

（三）每月定期辦理輔導股長訓練，增進輔導股長同理心與助人技巧，以達同儕輔導之效果。 

（四）承辦全校同學改過銷過業務，讓同學藉由服務展現改過決心，再經導師與相關處室依

據同學服務表現核定銷過結果，改過銷過實施要點與申請表格請上輔導中心網頁-「資

訊下載」下載使用。 

二、生涯輔導： 

(一) 推動學生學習檔案與備審資料之建置，指導學生蒐集個人學習成長經驗，建立個人

的學習成果，以利未來升學推甄申請之審查資料或就業之準備。 

(二) 辦理升學輔導講座以及推甄面試模擬，協助高三學生做好升學準備。 

三、性別平等教育及家庭教育 

（一）利用導師會報以及其他重要會議宣導性別相關法令，並將性別平等教育融入生涯輔導、

護理等課程。同時，不定期於「馨知園地」刊物出版相關議題。 

（二）結合社區機構資源，辦理性別平等教育相關講座或活動，促進學生性別平權、性騷擾

性侵害防治及婚前教育等相關知能。 

（三）辦理親職教育講座、懇親會及學生家庭教育宣導活動，歡迎家長踴躍參加輔導中心辦

理之親職教育講座與五月感恩月活動。 

四、生命教育 

（一）為鼓勵同學樂觀積極、主動關懷及助人情操，每月定期接受各班推薦優良表現之同學

予以嘉獎，並透由公開場合由校長頒予「馨園關懷卡」以資獎勵。 

（二）定期於「馨知園地」刊物出版相關議題，並於每學期辦理生命教育講座及相關活動。 

五、學生申訴制度 

為維護學生權益，本校設有完善申訴辦法與管道，由輔導中心協同各相關處室，處理學

生申訴事宜。申訴辦法見本校輔導中心網頁。 

六、馨園志工 

本校於 88 年成立馨園志工隊，現有許多學生家長與社區有服務熱忱的人士參與，一同

為馨園努力。 

七、特殊教育 

（一）本校四位資源教師陳香利、伍瑋琪、陳秋芬、楊子萱老師（分機 329），提供普通班身

心障礙學生相關特教服務，歡迎家長來電諮詢特教服務事項。 

（二）每學期至少召開兩次「特殊教育推行委員會」，持續推動身心障礙學生之各項服務及方

案，主要為每位融合教育學生依個別化需求安排課業輔導與認輔教師外，另由資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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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定期與融合教育學生晤談，以協助其課業學習、人際適應及校園生活適應能力，並

為學生申請相關福利。 

（三）辦理融合教育學生轉銜輔導、個別化教育計畫、班級特教宣導及學友制度等相關活動，

並推動校內特殊教育知能宣導，以利融合教育學生學習與生活適應。本校亦結合相關

專業團隊，例如：高雄市視聽障巡迴輔導定期至校輔導與諮詢、資源中心輔具借用、

職能物理治療師至校諮詢等，此外亦協助教學及評量方式調整，期使能打造出適合融

合教育學生心理與物理環境的無障礙學習環境。 

（四）本校綜合職能科課程以教導訓練學生具備多項基本職業技能，包含門市服務、專業清

潔、汽車美容等，期許學生提升個人就業能力，並感謝歷屆家長的支持與配合。105

學年度綜合職能科多數畢業生穩定就業，部分學生升學。由於職場趨勢變動頻繁，職

場開拓日趨不易，期望家長仍一本初衷，熱力相挺，多提供適合輕度智能障礙學生的

就業機會，如蒙協助，歡迎來電本校特教組陳冠廷組長、特教班導師或職業輔導員孫

家齊先生、楊添智先生(分機 325、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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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立三民家商 

105 學年度（106 年）畢業生錄取大學/四技二專統計表 

 
 國立 私立 軍校

班級 大學 四技 二專 大學 四技 二專 志願役

錄取

人數

應考

人數

國立學校 

錄取率 
總錄取率

綜三 1 8 0 2 23 8 0 0 41 41 24.4％ 100％ 

綜三 2 1 11 0 9 15 0 0 36 39 33.3％ 92.3％

綜三 3 0 4 3 4 14 0 2 27 28 25.9％ 96.4％

綜三 4 9 18 1 3 18 0 0 49 49 57.1％ 100％ 

服三勤 0 9 1 9 19 0 0 38 39 26.3％ 97.4％

服三和 0 14 0 6 15 0 0 35 39 40％ 89.7％

幼三勤 0 18 0 5 14 0 2 39 40 51.3％ 97.5％

美三勤 0 7 0 0 27 0 0 34 37 20.6％ 91.9％

室三勤 0 8 0 1 28 0 0 37 40 21.6％ 92.5％

室三和 0 7 0 0 25 0 0 32 40 21.9％ 80％ 

資三勤 3 10 1 5 15 0 5 39 42 35.9％ 92.3％

國三勤 3 19 0 4 14 0 0 40 40 55% 100% 

觀三勤 0 25 0 4 12 0 0 41 42 61% 97.6% 

觀三和 1 29 0 4 7 0 0 41 42 73.2％ 97.6％

餐三勤 0 20 1 3 17 0 4 45 46 46.7％ 97.8％

餐三和 0 26 0 0 12 0 1 39 45 66.6％ 86.6％

普三敏 4 2 0 3 3 0 6 18 19 33.3％ 94.7％

總計 29 227 9 83 263 0 20 631 668 42％ 94.5％

            

美三和 0 2 2 0 13 0 0 17 23 23.5％ 73.9％

 
 說明： 

1. 以上為根據今年大學/四技二專推薦甄試、申請入學和登記分發等榜單製作，包含獨立招

生、夜間部、軍校等資料。 
2. 部分同學雖達錄取標準，但因生涯規劃因素擬明年重考或另行報名私立學校、軍校、志

願役、國外就學等。                                                   
3. 本表統計日期為 106.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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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立三民家商 106 年度各科取得證照人數統計表 

科  別 職  種 
報檢 
人數 

取得證 
照人數 

合格率 
（％） 

參檢管道 

女裝 77 60 78 在校生 
服裝科 

女裝（乙級） 19 13 68 105 年度第 3 梯次

女子美髮 35 35 100 105 年度第 3 梯次

美容 35 35 100 在校生 美容科 

女子美髮（乙級） 10 7 70 105 年度第 3 梯次

美容 30 30 100 在校生 

女子美髮 31 26 84 在校生 實用技能 
學程 

女子美髮（乙級） 10 4 40 105 年度第 3 梯次

建築製圖（電繪項） 78 72 92 在校生 

建築製圖（乙級） 25 9 36 105 年度第 3 梯次室設科 

視覺傳達設計 79 72 91 在校生 

電腦軟體應用 40 37 93 在校生 

電腦軟體應用（乙級） 18 6 33 105 年度第 3 梯次資處科 

網頁設計 35 29 83 106 年度即測即評

國貿業務 39 39 100 106 年度第 1 梯次

門市服務 38 31 82 在校生 國貿科 

會計事務（人工記帳） 39 29 74 105 年度第 3 梯次

飲料調製 75 75 100 在校生 
觀光科 

餐旅服務 74 74 100 105 年度第 3 梯次

飲料調製 75 75 100 在校生 

餐旅服務 80 71 89 在校生 餐管科 

中餐烹調 81 80 99 106 年度即測即評

電腦軟體應用 16 14 88 在校生 

電腦軟體應用（乙級） 3 2 67 105 年度第 3 梯次

會計事務（人工記帳） 33 7 21 在校生 

女子美髮 12 12 100 在校生 

綜合高中 

美容 12 12 100 106 年度第 1 梯次

綜合職能科 門市服務 13 8 62 106 年度第 1 梯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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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立三民家商各科學生參加技術士技能檢定職類建議參考表 

科別 可參加檢定職類 目前應檢管道 備註 

服裝科 女裝 1  

幼保科 電腦軟體應用 1  

美容 1  

女子美髮 2  美容科 

男子理髮 2  

美容 2  
實用技能學程 

女子美髮 1  

建築製圖（電繪項） 1  
室設科 

視覺傳達設計 1  

電腦軟體應用 1  

網頁設計 3  

會計事務（人工記帳） 2  
資處科 

會計事務（資訊） 1  

電腦軟體應用 1  

會計事務（人工記帳） 2  

會計事務（資訊） 1  

國貿業務 2  

國貿科 

門市服務 1  

飲料調製 1  
觀光科 

餐旅服務 2  

中餐烹調 3  

烘焙食品(麵包) 1  餐管科 

飲料調製 1  

電腦軟體應用 1  

網頁設計 3  資訊學程 

會計事務（人工記帳） 1  

會計事務（人工記帳） 1  
國貿學程 

電腦軟體應用 1  

女子美髮 1  
美容學程 

美容 2  

綜合

高中 

幼保學程 電腦軟體應用 1  

綜合職能科 門市服務 2  

備註：應檢管道說明：1.在校生檢定  2.全國技術士檢定  3.即測即評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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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家商 105 學年度師生校外競賽績效 

 

一、105 學年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技藝競賽成績 

個人獎 

職類 名次 班級 學生 指導老師 

服裝設計 第 2名、金手獎 服三勤 胡馨文 陳姿樺老師 

服裝製作 第 2名、金手獎 服三和 柯宥萱 呂淑珍老師 

室內設計 第 2名、金手獎 室三勤 許瑋珊 林金虎老師 

服裝設計 第 4名、金手獎 服三勤 盧昱雅 陳姿樺老師 

美顏組 第 7名、金手獎 美三和 陳季玄 姚湘玲老師 

教具製作 第 8名、金手獎 幼三勤 莊絵琹 孫昭雯老師 

教具製作 第 14 名 綜三 2 張丞妮 孫昭雯老師 

服裝製作 第 16 名 服三勤 陳俞瑄 呂淑珍老師 

美髮組 第 20 名 美三勤 李聖安 曾玉瓶老師 

美髮組 第 38 名 美三勤 江庭瑄 曾玉瓶老師 

中餐烹飪 第 3名、金手獎 餐三和 蘇云萱 顏鳳珍 

餐飲服務 第 5名、金手獎 觀三和 陳瀚磊 陳佳妏 

餐飲服務 第 20 名 觀三和 施妤 陳佳妏 

網頁設計 第 26 名 資三勤 許育綺 吳佳娟 

 

團體獎 

職類 名次 科別 指導老師 

服裝設計 團體組第 1名 服裝科 陳姿樺 

服裝製作 團體組第 2名 服裝科 呂淑珍 

教具製作 團體組第 2名 幼保科 孫昭雯 

餐飲服務 團體組第 3名 觀光科 陳佳妏 

 

二、 第 47 屆全國技能競賽南區分區賽成績 

職類 名次 班級 學生 指導老師 
服裝創作 第 3 名 服二和 蔡昀軒 葉怡君主任 

服裝創作 第 5 名 服二勤 慕芷瑄 葉怡君主任 

服裝創作 佳作 服二勤 黃敏怡 葉怡君主任 

國    服 佳作 服二勤 郭于甄 武玫莉老師 

 

三、 第 47 屆全國技能競賽成績 

職類 名次 班級 學生 指導老師 
服裝創作 第 1 名 服三勤 慕芷瑄 葉怡君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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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裝創作 第 2 名 服裝科 柯宥萱 葉怡君主任 

服裝創作 佳作 服三和 蔡昀軒 葉怡君主任 

 

三、學生各項藝能競賽成果 

1.本校學生參加 106 年南部六縣市自力環保造筏賽端午比賽，榮獲第三名。 

2.本校參加高雄市 106 年度祖孫金像獎比賽，觀二和陳佩蓁同學、綜二 1葉雯瑜同學榮獲

佳作、林沛瑜同學榮獲入選。 

3.本校參加高雄市 106 年度「友善校園」3Q 達人甄選活動表現優異。綜二 1 林沛瑜同學

榮獲高雄市高中職組 MQ 達人優選，餐一和洪紫菱同學榮獲高中職組 EQ 達人優選。 

4.餐三勤周美玉同學榮獲開南大學舉辦之「第八屆全國高中職生甄試入學書面審查資料  

競賽」首獎，指導老師朱珮嘉老師。（八屆裡，連續六年的首獎都是由本校餐飲科學生

獲此殊榮） 

5.高雄市 105 年語文競賽市賽 

項目 組別 名次 班級 學生姓名 指導老師 

國語演說 
北區高

中組 
1 室三和 楊雅媛 蔡正雄 

1 觀二勤 洪麗涵 曾泊英 
阿美族語朗讀 高中組

3 服一和 吳淑婧 吳淑敏 

閩南語演說 
北區高

中組 
6 觀三勤 洪裕捷 邱瑞卿 

客語演說 
北區高

中組 
6 餐二勤 黃心慧 黃一軒 

國語朗讀 
北區高

中組 
6 室三和 王瀅棋 蔡正雄 

資三勤 劉芸瑄 顏秀玲 
閩南語朗讀 

北區高

中組 
6 

綜三 1 王偉碩 蔡叔珍 

客語朗讀 
北區高

中組 
6 觀二和 傅紫芸 邱瑞卿 

作文 
北區高

中組 
6 室二勤 黃怡恩 張美玲 

6.105 學年度全國學生美術比賽全國決賽。 

項目 組別 名次 班級 學生姓名 指導老師 

書法 佳作 室二勤 李浩維 蔡郁麗 

書法 

美術班

高中組 佳作 室一和 鄭羽岑 宋鴻雁 

版畫 高中組 佳作 服三和 林知穎 呂淑珍 

7.105 學年度全國學生美術比賽高雄市初賽。 

項目 組別 名次 班級 學生姓名 指導老師 

版畫 高中組 1 服三和 林知穎 呂淑珍 



 27

項目 組別 名次 班級 學生姓名 指導老師 

版畫 高中組 1 服三和 林知穎 呂淑珍 

2 室一和 鄭羽岑 宋鴻雁 
書法 

美術班

高中組 3 室二勤 李浩維 蔡郁麗 

佳作 室三和 張凱博 宋鴻雁 
漫畫 

美術班

高中組 佳作 室二和 陳虹戌 宋鴻雁 

佳作 室二勤 蔡一帆 宋鴻雁 
平面設計 

美術班

高中組 佳作 室二勤 劉俐欣 宋鴻雁 

西畫 
美術班

高中組
佳作 室三勤 黃問塵 宋鴻雁 

西畫 高中組 佳作 服一和 陳巧芹 宋鴻雁 

8.全國高職學生 106 年度專題暨創意製作競賽 

(1).專題組家政群：複賽優勝，決賽全國第二名/幼三勤 鍾華郁 吳昭蓉 李俞緹、綜三 2 

李晨嫣 張芷菱/指導老師：張玉蓮、林紫茵 

(2).專題組餐旅群：複賽優勝，決賽全國第一名/觀二勤、觀二和/傅筠舫、張琬妮、許銘

芯、傅紫芸/指導老師：許如玲、蘇育弘 

(3).專題組餐旅群：複賽優勝，決賽全國第二名/觀二勤、觀二和/吳欣蕙、蔡明育、顏子

倫、蔡恩祈/指導老師：許如玲、陳佳妏 

(4).創意組家政群：複賽佳作/綜二 2/林玉茹、楊逸寧、蔡品漾/指導老師：林紫茵 

9.105 學年度策略聯盟專題製作競賽： 

   特優/國二勤/鄭惠文、陳品畇、林柏諭/指導老師：湯翠萍 

   佳作/國二勤/楊思亭、洪寶澐、蔡淯婷/指導老師：湯翠萍 

   佳作/國二勤/張家綾、葉鎧瑜、侯靖廷/指導老師：湯翠萍 

   佳作/室二勤/劉俐欣、鄔舒晴、馮怡君、孫詩涵、盧致羽/指導老師：蔡郁麗、謝美玉 

   佳作/綜二 2/張羽萱、呂品誼、盧昱如、馬瑞琪、林玉茹/指導老師：張玉蓮、林紫茵 

10.高雄市第 57 屆中小學科學展覽高級中等學校組數學科第三名/美三勤/黃翊涵、葉咨

亨、劉嘉惠、魏于庭/指導老師：王必欣。 

   

  四、本校教職員工及團體優良事蹟  

1.本校李家純老師榮獲 106 年度高雄市教育會愛心教師。 

2.本校邱靖玉小姐榮獲高雄市 106 年度教育芬芳錄。 

  3.本校榮獲 106 年度高級中等學校校務評鑑結果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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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多元入學方案 
 

壹、目標：為落實大學入學考招分離及多元入學之精神，使招生制度符合「公平」、「多元」、

「簡單」之原則，並達到各校選才之目標，特訂定本方案，流程圖如下。 

 

 

 

 

 

 

 

  

  

 

 

 

 

 

 

 

 

 

 

 

 

 

 

 

 

 

 

貳、考試：                                  

一、學科能力測驗： 

（一）學科能力測驗由大學入學考試中心於每年一月~二月辦理。明年考試日期訂於 107

年 1 月 26、27 日。 

  （二）學科能力測驗包括國文、英文、數學、社會、自然等五科，五科成績均採十五級分 

        制。五科試題範圍，國文、英文兩科測驗範圍為第一冊至第五冊，其餘數學、自然、 

        社會等三科以高一及高二之必修科課程標準為基準，另外今年新增國語文寫作能力 

報名 

（統一彙辦） 

大學甄試 

錄取 

（各校放榜） 

甄選入學 

繁星推薦

個人申請

考生登記 

(每人可填 100 個志願) 

聯合分發錄取 

考試分發入學 

大學多元入學方案 

學科能力測驗(含國語文寫作能力測驗 )/高中英語聽力測驗  

指定科目考試 

(大學校系採計 3~5 科) 

篩選作業 

名額回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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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測驗(簡稱國寫)，分節獨立施測。 

 

（三）學科能力測驗成績可提供繁星推薦、申請入學及考試分發入學、離島及原住民學生

保送甄試、科技校院日間部四年制申請入學、中央警察大學申請入學、軍校甄選入

學、進修學士班、部分國外大學等招生管道使用。 

二、指定科目考試： 

（一）指定科目考試由大學入學考試中心於每年七月 1、2、3日辦理。 

（二）指定科目考試包括國文、英文、數學甲、數學乙、物理、化學、生物、地理、歷史、

公民與社會等十科，由考生依大學校系規定之考科選考，成績均採百分制。各科之

命題範圍以高一至高三課程標準為準。 

（三）指定科目考試成績提供「考試分發入學」、進修學士班分發採用。 

三、術科考試：  

（一）術科考試由大學術科考試委員會聯合會於每年 1月底至 2月中旬辦理。 

（二）術科考試包括音樂(107/2/08-107/2/11)、美術(107/2/02-107/2/03)、體育

(107/02/05-107/02/07)三組。 

（三）術科考試成績可提供「甄選入學」及「考試分發入學」等各項招生管道採用。 

四、高中英語聽力測驗 

(一) 兩次報名日期：106.09.04～106.09.08/106.11.03～106.11.09 

(二) 兩次考試日期：106.10.21/106.12.16 

(三) 測驗時間：共 60 分鐘（含說明時間） 

(四) 測驗範圍：涵蓋普通高級中學必修科目「英文」課程綱要所訂之第一至第四學期必

修課程。 

(五) 題型與題數：所有試題皆為選擇題，整卷共 40 題，依據測驗目標設計，評量考生對

詞彙、句子、對話、篇章的聽解能力，共含四大題：「看圖辨義」、「對答」、「簡

短對話」與「短文聽解」，除「看圖辨義」包括部分多選題外，其餘皆為單選題。 

(六) 測驗成績：成績之表示採等級制，共分四等級，依序為：「A」、「B」、「C」、「F」。 

(七) 自 104 學年度起，將高中英語聽力測驗成績納入大學「甄選入學」與「考試分發」

之檢定項目，部分學系納入「個人申請」的審查資料；各招生管道使用方式依招生

簡章規定辦理。 

 

參、招生 

各大學得依其特色訂定招生條件，招收適才適性之學生入學。招生管道有二，第一種為

「甄選入學」；第二種為「考試分發入學」，茲說明如下： 

一、甄選入學：「甄選入學」為採計大學學科能力測驗成績之升學方式，包含有「繁星推薦」、

「個人申請」，說明如下。  

（一）招生方式 

1.分為兩種方式： 

（1）繁星推薦：由高中向大學各學群推薦大學學測成績篩選符合各學群推薦條件之

應屆畢業學生，每位學生限被推薦至一校一學群，一所高中對一校一學群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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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推薦二名學生。本升學管道採計高一～高二在校成績作為錄取比序，學測

成績僅作為報名門檻及後續同分比序之用。 

（2）個人申請：符合大學入學資格者可申請志趣相符之大學校系，每人以申請六校     

系（含）為限，採 2階段辦理，第一階段為大學學測成績篩選，第二階段為

面試及備審資料審查，錄取總成績各校系依第一、二階段成績有不同計算比

例。 

2.經由繁星推薦錄取之同學，無論放棄與否，一律不得報名「個人申請」及參加「科

技校院日間部四年制申請入學」第一階段篩選。 

（二）本年度「繁星推薦」報名時間為 107.03.07～107.03.08；「個人申請」報名時間為

107.03.20～107.03.22。而各校「繁星推薦」與「個人申請」甄試時間將於

107/4/11~107/4/29 日集中辦理。 

二、考試分發入學：  

（一）招生方式：凡公、私立高中（職）畢業生或具同等學力者，均可以其參加該年度指

定科目考試或學科能力測驗、術科考試等各項考試之成績，參加「考試分發入學」。 

（二）辦理方式： 

1.考生均須參加指定科目考試，大學校系自訂其指定考試科目，以3~5科（含術科考試，

不含學科能力測驗）為限。 

2.「考試分發入學」之報名作業採登記制，考生向「大學考試入學分發委員會」登記

志願，每位考生選填之志願至多 100 個。 

3.已錄取「甄選入學」或保送錄取資格者，於規定期限內放棄其錄取資格者，得依其

志願及考試成績參與登記及分發。 

 

※大學升學資訊網站 

◎大考入學考試中心     http://www.ceec.edu.tw/ 
◎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   https://www.caac.ccu.edu.tw/cacportal/index.php 
◎大學招生委員會聯合會    http://www.jbcrc.edu.tw/ 
◎大學考試入學分發委員會        http://www.uac.edu.tw/ 
◎大學術科考試委員會聯合會      http://www.cape.edu.tw/ 
◎大學多元入學升學網     http://nsdua.moe.edu.tw/ 
◎漫步在大學—大學校系查詢系統  http://major.ceec.edu.tw/search/ceec.htm 
◎哈學網大學多元入學保固站   http://w3.mingdao.edu.tw/ceec/ 
◎大學招生資訊網                http://linkus.ceec.edu.tw/ 
◎大學網路博覽會                http://univ.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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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專校院多元入學管道介紹 

技專校院多元入學進路圖 

 

 

 

 

 

 

 

 

 

             

統
一
入
學
測
驗 

甄選入學 

（採計統一入學測驗成績） 
（甲）高職應屆畢業生 

（乙）綜合高中（修畢 
      專門學程25學分 
      以上)應屆畢業生 

統一入學測驗成績、學習

歷程檔案審查（成績、作

品、證照）、面試 

日間部聯合登記分發

（僅採計統一入學測驗成績） 

（甲）高職、綜高應屆、

      非應屆畢業生 

（乙）高級中等學校 

      非應屆畢業學生 

生

招生委員會依考生統一入

學測驗類別、加權計分後

依所填志願分發 

（甲）高職、綜高應屆、

非應屆畢業生 

（乙）高級中等學校 

      非應屆畢業生 

丙 同等學

進修部及夜間部 

（依委員會性質採計或酌採統

一入學測驗成績） 

1. 各校單獨招生：各招生

學校之招生方式、招生

日程、報名方式、成績

採計方式及相關規定皆

依各校所公告之單獨招

生簡章辦理。 

2. 幾校聯合單獨招生：如

105年國立虎尾科技大

學、中臺科技大學、修

平科技大學、南開科技

大學、國立臺中科技大

學等5所學校採此方

式。分發成績計算方

式，統一入學測驗成績

佔 50%，「畢業成績」佔

50%。其他相關規定見簡

章 

四技二專 

技優保送/甄審入學 

保送：國際技能競賽國

手、國際展能節職業技能

競賽國手、全國技能競賽

前 3名、全國身心障礙者

技能競賽前 3 名、全國高

級中等學校技藝競賽前 3

名之得獎者。 

甄審：簡章認可之競賽得

獎者或取得乙級以上技

術士證之優秀人才(111

學年度起，技術士證從報

名資格調整為甄選入學

採計) 以上本校職業科同學可參加

四技繁星聯合推薦 

（不採計統一入學測驗成績） 

（甲）高職應屆畢業生 

（乙）在校五學期學業成

績排名在各科（組）

學程前30%以內 

（丙）全程均須就讀同一

學校 

依在校學業成績排名、各

校系（組）和學程招生名

額、考生所選填登記就讀

志願序，以及各高職學校

推薦順序等排名做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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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技繁星聯合推薦入學 

 適用對象： 

 各高級職業學校應屆畢業生。 

 在校學業成績（採計至畢業前一學期之各學期學業成績平均）排名在各科（組）、

學程前30%以內（綜高各專門學程歸屬各科合併計算）。 

 全程均須就讀同一學校。 

 可推薦人數：各高職學校至多可推薦12名考生。 

 甄選方式： 

 各高職學校須提供被推薦考生之不同推薦順序，作為同一高職學校考生之比序

排名名次（含同名次參酌）相同，於分發錄取同一科技校院之優先順序。校內 

比序以在校 5學期學業成績為比序依據，依 5學期學業總平均、5 學期專業及

實習科目平均成績、5 學期英文平均成績、5 學期國文平均成績、5 學期數學

平均成績、「競賽、證照及語文能力檢定」之總合成績、「學校幹部、志工、

社會服務及社團參與」之總合成績，依序做為比序排名依據。 

 107 學年度「科技校院繁星計畫聯合推薦甄選」分發程序調整為四輪分發，第

一輪分發各校比序第 1名推薦學生若參加第一輪分發之推薦學生未獲錄取，由

原訂第二輪分發之推薦學生優先遞補分發，第二輪分發各校比序第 2名推薦學

生，第三輪分發各校比序第 3名推薦學生，第四輪分發其他推薦學生。 

 錄取限制:自 107 學年度起(今年高三生適用)繁星錄取生不論放棄與否，均不得再參 

         加甄選入學。 

二、甄選入學 

 適用對象： 

 專科學校、高職、綜合高中(修畢職業學程科目 25(含)學分以上)應屆畢業生。   

每位考生可甄選 3校系報名。 

 甄選方式： 

 第一階段：以統一入學測驗成績篩選進入第二階段的甄試生。 

 第二階段：各校系指定項目甄試，如面試、學習檔案資料審查、技術士證加分。 

 

三、日間部聯合登記分發 

 適用對象：持統一入學測驗成績之考生。 

 錄取方式：採用統一入學測驗成績辦理分發，不再辦理第二階段指定科目或參採其他  

  項目成績。 

四技日間部申請入

學 

大

學

學

測 

普通高中畢業生、綜合

高中生畢業生 

招生流程分為初試及複

試，初試為學測成績篩

選，通過篩選的考生可

參加第二階段複試 

以下本校綜合高中、普通班同學可參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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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技優入學 

 技優入學分為保送及甄審兩種，一律不採計統一入學測驗成績。 

 技優入學資格如下：  

 保送：凡取得認可之國際技能競賽優勝者、全國技能競賽，以及全國高級中等

學校各類科學生技（藝）能競賽前 3名獎項者，至多可選填 50 個志願，由招生

委員會依獲獎種類、名次及志願分發。 

 甄審：凡取得認可之競賽獲獎者或持有乙級以上技術士證者，可選填 5個志願，

並參加各校之指定項目甄審。(111 學年度起，技術士證從報名資格調整為甄選入學

第二階段採計項目，且技術士證職種須明確對應招生群(類)別) 

 

五、四技日間部申請入學 

 適用對象：普通高中畢業生、綜合高中生畢業生。 

 申請方式：各校系科組依特色訂定招生條件，主要以大學學科能力測驗成績、書面資

料或面試等項目來選才。 

  

六、進修部單獨招生 

適用對象：高職、綜合高中應屆畢業生、高級中學已畢業一年(含)以上學生及同等學力  

  考生。 

選才方式：105學年度起四技進修部二專夜間部取消進修部分區聯合登記分發管道，改

採各技專校院單獨招生，本類型之單獨招生作業日程原則於日間部聯合登記分發入學管

道放榜後始得截止報名，招生期程至遲至9月底開學前辦理完畢，因此考生可先參加四

技二專日間部各聯合招生管道，若參加四技二專日間部各聯合招生管道皆未獲錄取，或

僅有意報考進修部之考生，則可選擇報名各校四技進修部二專夜間部單獨招生之機會。

各校採單獨招生方式，各招生學校之招生方式、招生日程、報名方式、成績採計方式及

相關規定皆依各校所公告之單獨招生簡章辦理。 

 

七、107 學年度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考試專業科目（僅列本校學生常報考之群別）： 

107 學年度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考試單群(類)考生考試科目表  

代碼  群(類)別名稱  共同科目  專業科目  

（一） 色彩原理、造形原理、設計概論  
07  設計群  國文、英文、數學(B) 

（二） 基本設計、繪畫基礎、基礎圖學  

（一） 商業概論、計算機概論  
09  商業與管理群  國文、英文、數學(B) 

（二） 會計學、經濟學  

（一） 基礎生物  
10  衛生與護理類  國文、英文、數學(A) 

（二） 健康與護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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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家政概論、家庭教育  
12  家政群幼保類  國文、英文、數學(A) 

（二） 幼兒教保概論與實務  

（一） 家政概論、家庭教育  
13  家政群生活應用類  國文、英文、數學(A) 

（二） 色彩概論、家政行職業衛生與安全 

（一） 商業概論、計算機概論  
15  外語群英語類  國文、英文、數學(B) 

（二） 英文閱讀與寫作  

（一） 商業概論、計算機概論  
16  外語群日語類  國文、英文、數學(B) 

（二） 日文閱讀與翻譯  

（一） 餐旅概論  
17  餐旅群  國文、英文、數學(B) 

（二） 餐旅服務、飲料與調酒  

 

※107 學年度可以同時報考兩種以上群類別的包括 

1. 可同時考【電機與電子群電機類+電機與電子群資電類】 

2. 可同時考【家政群生活應用類+家政群幼保類】 

3. 可同時考【商業與管理群+外語群英語類】 

4. 可同時考【商業與管理群+外語群日語類】 

5. 可同時考【外語群英語類+外語群日語類】 

6. 可同時考【商業與管理群+外語群英語類+外語群日語類】 

其餘的群類別每位考生僅能選擇其中一種報考（例如：無法同時報考設計群及藝術群影視

類），亦不可同時報考其他的組合（例如：無法同時報考商業與管理群及餐旅群）。 

 

八、重要變革： 

107 學年度起，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各校系可彈性制定統測各科權重比例，共同科目(國

文、英文、數學)權重於 1~2 之間自訂，專業科目(專一、專二)權重在 2~3 之間自訂，權重級

距設定為 0.25，以增加成績採計彈性。 

※四技二專升學資訊網站 

◎技專校院招生委員會聯合會    https://www.jctv.ntut.edu.tw/ 

◎技專校院招生策進總會       http://www.techadmi.edu.tw/ 

◎技專校院入學測驗中心        https://www.tcte.edu.tw/page_new.php 

◎網路技職博覽會網站       http://techexpo.moe.edu.tw/ 

◎科技校院四技二專日間部聯合登記分發  https://union42.jctv.ntut.edu.tw/ 

◎科技校院繁星計畫聯合推薦甄選委員會   https://star.jctv.ntut.edu.tw/ 

◎科技校院日間部四年制申請入學聯合招生委員會  https://caac.jctv.ntut.edu.tw/ 

◎科技校院四年制及專科學校二年制聯合甄選委員會 https://enter42.jctv.ntu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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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 / 台灣警察專科學校入學方式 

 

壹、 中央警察大學（四年制學士班） 

一、招生學系（依105學年度簡章提列） 

（一）甲組（自然組）：刑事警察學系、消防學系（災害防救組）、消防學系（消防組）、

交通學系交通組、交通學系電訊組、資訊管理學系、鑑識科學學系、水上警察學

系。 

（二）乙組（社會組）：行政警察學系、公共安全學系(社會安全組)、公共安全學系(情

報事務組)、犯罪防治學系（矯治組）、犯罪防治學系（預防組）、外事警察學

系、國境警察學系（國境管理組）、國境警察學系（移民事務組）、行政管理學

系、法律學系。 

二、報名時間：每年3月初～3月下旬，採網路個別報名。 

三、考試方式：採二階段考試錄取。 

(一) 第一階段：採計大學學科能力測驗成績為篩選標準，甲組（自然組）採計國文、

英文、數學、自然四科，乙組（社會組）採計國文、英文、數學、社會四科。 

(二) 第二階段：約於7月上旬辦理，通過第一階段後需另行報名第二階段，主要內容

為：體檢、體能測驗、口試等，另有身家調查等作業。 

 

四、放榜時間：7月底～8月初 

五、相關網站：http://www.cpu.edu.tw/files/11-1000-135.php 

 

貳、 台灣警察專科學校（二年制正期班） 

一、招生學系（依105學年度簡章提列） 

1.甲組：消防安全科、海洋巡防科 

2.乙組：行政警察科 

3.丙組：刑事警察科、交通管理科、科技偵查科 

二、報名時間：每年3月中下旬～3月底，採網路個別報名。 

三、考試方式：採二階段考試錄取。 

1.第一階段：約於五月中旬，以筆試方式辦理。 

（1）甲組及丙組考科：國文（含作文佔40%）、物理、化學、數學甲（自然組數學）、

英文五科。  

 （2）乙組考科：國文（含作文佔40%）、中外歷史、中外地理、數學乙（社會組數學）、

英文五科。 

2.第二階段：約於7月上旬辦理，通過第一階段後，依通知辦理第二階段甄選，主要內

容為：體檢、體能測驗、口試等，另有身家調查等作業。 

四、放榜時間：7月底 

五、相關網站：http://www.tpa.edu.tw/06_admission.php#p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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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事校院入學簡介 

壹、 四年制學士班 

一、招生學校： 

(一) 軍費生：陸軍軍官學校、海軍軍官學校、空軍軍官學校、國防醫學院、國防大學(政

治作戰學院、管理學院、理工學院)。 

(二) 自費生：陸軍軍官學校、海軍軍官學校、空軍軍官學校、國防醫學院、國防大學(政

治作戰學院、管理學院、理工學院)。 

(三) 代訓生：國防醫學院(代訓輔導會醫學系、護理學系公費生)。 

二、體檢：報名軍事校院必備條件，每年 12 月至隔年 2月底需至簡章規定之各醫院進行體

檢，體檢後方可辦理報名。 

三、報名：每年 3月上～中旬，採網路或通訊報名。 

四、甄選方式： 

（一）學校推薦：公立或已立案之私立高中(職)應屆畢業生(不含中正國防幹部預備學校

應屆畢業生)，由就讀學校師長推薦。 

1.參加學校推薦之每一學生，只得被推薦至一校(院)系(組)。 

2.採 2 階段甄選 

（1）第 1階段：採計「智力測驗」、大學學科能力測驗成績及書面資料審查。 

（2）第 2階段：指定項目甄試項目有「生活與情緒適應問卷」、「口試」、「面試」及

「資料審查」等。辦理時間約在 4月中旬。 

（二）個人申請： 

1. 每人以申請7個志願系(組)為限。申請自費生者每校(院)限選填1個志願系(組)，

同校(院)軍費生、自費生合計以申請3個志願系(組)為限。 

2. 參加國防醫學院醫學系甄選者，可同時選填軍費生、自費生或軍費生、代訓生。

但不得同時選填自費生與代訓生2個志願。 

3. 採2階段甄選 

（1）第 1階段：採計大學學科能力測驗成績、「智力測驗」。 

（2）第 2階段：指定項目甄試項目包含「生活與情緒適應問卷」、「口試」、「面試」

及「資料審查」等。辦理時間約在 4月中旬。 

     (三) 統測入學 

        1.依同等學力報名，符合資格者先參加第二階段共同項目考試。再參酌當學年度 

          統一入學測驗成績，通過各校系檢定標準始得入學。 

        2.每人以申請 3個志願系(組)為限，且需符合該系(組)所訂之招生類群。 

五、報名限制：考生僅得擇一參加「統測入學」或「學測入學」，如重複報名或入學方式 

              選填錯誤，由國軍軍事學校正期班聯合招生委員會逕行更正。 

六、放榜時間：約4月下旬～6月上旬（學校推薦與個人申請分別放榜） 

七、相關網站：http://rdrc.mnd.gov.tw/rdrc/Recruit/A-left01c01.aspx  

 

貳、 士官二專班 

一、 招生學校：陸軍專科學校、海軍軍官學校(士官二專班)、空軍航空技術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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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報考程序：線上智力測驗站(網址：http://rdrc.mnd.gov.tw/)採預約檢測，完成註

冊預約後實施測驗→體檢→報名→繳交資料→4月中下旬參加加生活情緒適應問卷與

口試。 

三、 體檢：報名軍事校院必備條件，每年 12 月至隔年 2月上旬需至簡章規定之各醫院進

行體檢，體檢後方可辦理報名。 

 

四、 報名方式：一律採網路報名並郵寄報名文件及審查資料方式辦理。 

（一） 網路報名：每年1月下旬 ～2月中旬。 

（二） 通訊報名：每年1月下旬 ～2月中旬。 

五、 甄選方式： 

（一） 學測入學： 

1.成績採計應屆「大學學科能力測驗」國文、英文、數學成績。 

2.尚須於4月中下旬參加加生活情緒適應問卷與口試。 

（二） 統測入學； 

1.成績採計應屆「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國文、英文、數學成績。 

2.尚須於中下旬參加加生活情緒適應問卷與口試。 

3.統測入學組別： 

(1) A組：招收統測類群有衛生與護理類、家政群。  

(2) B組：招收統測類群有設計群、商管群、食品群、農業群、外語群、餐旅 群、海 

          事群、水產群。 

(3)C組：招收統測類群有機械群、動力機械群、電機與電子群(含電機與資電類)、 

          化工群、土木與建築群、工程與管理類。 

 六、報名限制：考生僅得擇一參加「統測入學」或「學測入學」，如重複報名或入學方式選   

     填錯誤，由國軍士官二專班聯合招生委員會逕行更正。 

 七、放榜時間：約6月初～中旬 

 八、相關網站：http://rdrc.mnd.gov.tw/rdrc/Recruit/A-left13a01.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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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職教育宣導文章~                    

教孩子在愛情中學會保護自己 

文／ 張益勤 

    青春期少男少女對愛情的未知與渴望，經常讓父母、老師擔心，尤其在情人節的商業宣

傳或是電視電影的影響下，青少年對於愛情的界線往往拿捏不清。台北市松山高中教務主任

劉桂光長期投入生命教育，在校園裡是學生信任的諮詢對象，對於現下青少年的愛情觀，他

有一套解方提供父母、師長參考。 

一、教孩子認識，對方和我想的不一樣 

    很多父母見到性侵的新聞，第一個反應是要「好好教女兒」，但是劉桂光認為，「男生也

要教」。他強調，兩性都必須互相認識，尤其是「對方想的與我想的不一樣」。他舉例，「女生

覺得擁抱是溫暖的，但是男生可能覺得擁抱是想要身體接觸的暗示」。 

    認識彼此對相同事物的不同解讀後，更重要的是「尊重」。「有了尊重，即使男生想要更

進一步，也會明白必須要學會尊重女生，得到對方同意。而女生也會明白擁抱對男生的影響，

便會從約會的地點、時間等因素，學習預先防堵。」互相認識、尊重，劉桂光認為是男女都

要學的課題。 

二、一起預想、討論可能會發生的事，避免陷入難回頭的困境 

    與其一昧禁止，劉桂光對孩子的男女交往保持比較開放的態度。他認為，與其想像各種

可怕的結果，不如教孩子如何處理、面對。而且，「越禁止、越好奇，現代社會已經不是禁止

就能解決青少年的愛情問題」，劉桂光認為「禁止」反而會讓青少年「做了很多沒想過的事」。

因此「打開天窗說亮話」是比較好的方法。 

    男女交往，很多事情是漸漸發生的。他建議，大人要擔任小孩的警示燈，協助小孩去「預

想」會發生的事情，不要逃避。他以自己與女兒的談話為例，在女兒交往男友前，就曾討論

過「未婚懷孕」的話題，「我對她有信心，但是有沒有可能一時激情就發生了？」劉桂光開放

談性，不只是「可以」、「不可以」的判斷，更要明白性的倫理，譬如性在愛當中的意義？背

後的價值是什麼？「性也不只是性行為，可以擴大成各種身體的接觸」。劉桂光強調，帶著孩

子去預想未來可能會發生的事，預先釐清想法，避免孩子「讓自己陷入難以回頭的困境」。 

    他也舉例，很多家長擔心有狼師，那也可以預先教孩子辨識狼師的特徵。「譬如老師是否

講一講話就碰你？或是經常下課後約你留下來單獨在教室？」一旦這些特徵出現，小孩就能

有所警覺。 

 



 40

三、愛是不逾越身體自主，在愛裡人人平等 

    每個人都有自己的身體自主權，他建議要從小教起。他談到，有些小孩並不習慣被摸頭，

但是大人往往認為「這是爸爸媽媽的朋友」，反要求小孩大方一些。「可是小孩跟他不熟，為

什麼要被他摸頭」，劉桂光說，父母也必須認清小孩是單獨的個體，小孩不習慣跟不熟的人來

往，也必須尊重孩子。而這在孩子長大後，也會讓孩子明白，「即使交往也不能逾越彼此的身

體自主權」。 

    劉桂光說，學校課程也經常教孩子辨識喜歡與愛，「愛是彼此自由的，不是依賴、佔有、

控制、犧牲、崇拜......。」他強調，在愛裡，人人平等，即使是師生戀，弱勢的一方也不

該受到權力的壓迫，甚至被要脅、欺負。他認為，學生固然會崇拜老師，但是彼此都要認清，

崇拜是一種投射與想像，並不是愛。「愛是不帶來任何傷害，為對方著想」，劉桂光強調。 

    劉桂光說，在孩子的感情世界裡，大人不是用贊成、反對的二元判斷，而要陪伴孩子，

協助孩子了解自己的限制。譬如孩子是個容易心軟的人？有沒有可能被利用？或是孩子個性

過度樂觀，總認為自己不會那麼倒霉？「父母的角色就是扮演孩子的生命導師，要常討論不

同問題『你怎麼想？』，協助他們跳脫思想的限制」。 

 

 

文章出處：2017.05.03 

親子天下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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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職教育宣導文章~                    

為孩子建立網路使用規範，關鍵在於家長教養態度的一致性 

文／ 陳志恆(諮商心理師) 

    現代人活在一個網路普及與 3C 產品充斥的世界裡。這些工具為我們帶來諸多便

利，同時也造成了許多負面影響。於是，在孩子成長的過程中，許多家長會擔心孩子

3C 產品使用過度，甚至到了網路成癮的程度。 

    網路成癮為什麼會受到重視？因為一旦孩子沈迷於網路世界中，可能會嚴重影響

到身體健康、心理健康、社會與人際關係、學習或工作任務，甚至無法扮演好其該有

的角色職責。而且，網路使用不當，也會讓孩子在網路世界裡身陷各種問題或陷阱中，

包括詐騙、賭博、性、資訊濫用、網路霸凌……等。 

    這些問題都引起家長的高度關心，並開始重視孩子在 3C 產品及網路的使用情形。

究竟應該如何為孩子建立起合理的網路使用規範，才能避免孩子落入網路成癮的境

地？ 

    專家學者在這個問題上提出不少專業見解。像是，國內學者柯慧貞教授便參考國

外研究整理出不同年齡層孩子的 3C 產品使用教養建議： 

0-3 歲：任何地方/任何時間都不可以使用。 

3-6 歲：在家長監督下使用，限制一天不可使用超過 1小時。 

6-9 歲：在家長監督下使用，限制一天不可使用超過 2小時。 

9-12 歲：在明確規範下使用 3C 產品，一天以不超過 2小時為原則。 

12-18 歲：自主管理，家長與孩子一同討論，規劃網路使用時間。 

    其他類似的建議、原則或指南還不少，這些教養方針對家長而言是相當實用的。

然而，家長在執行這些教養建議的過程中，難免感到滯礙難行，甚至懷疑專家學者的

說法究竟是否正確。 

    事實上，沒有一項教養原則可以完全適用於所有的家庭、家長與孩子身上，不同

的家庭狀況、家長或孩子身心發展狀態，都需要個別差異的做法。更重要的是，做到

這些客觀的數據與步驟，並非最重要的；關鍵在於，建立網路使用規範時，家長所表

現出來的教養態度。 

    是什麼樣的教養態度，能使專家學者提出的教養指南奏效，而能成功地為孩子逐

步建立起 3C 產品或網路使用規範？答案是「一致性的教養態度」，包括四個「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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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時間前後的一致性 

    當為孩子建立起網路使用規範後，像是：何時使用、使用多久、如何使用……等，

不論任何時間點，都要盡可能完全做到。例如：規定孩子不可以在用餐時間使用手機，

每一餐都要如此，不能有例外；規定孩子每天使用網路不得超過 1 小時，就要每天如

此執行，即使寒暑假也不能破例。當然，更不可以依照父母的心情或好惡隨時調整規

則。如此會讓孩子知道父母的立場堅定，不要期待可以透過撒嬌、耍賴或鬧脾氣來打

破規則。因為，一旦破了例，讓了步，便難以收回來。 

（二）父母態度的一致性 

    許多父母對於孩子使用 3C 產品並沒有事先的共識，或者就算有共識，也有人無法

確實執行，於是在孩子使用 3C 產品或網路的規範上有不同的做法。像是，家長中的一

方嚴格規範，另一方卻偷偷放水，使得孩子知道自己可以從哪裡鑽漏洞。我常在很多

場合聽到以下的對話： 

媽媽對孩子說：「說好只能玩手機 1小時，現在時間到了。」 

孩子回答：「再一下下啦！」 

媽媽說：「不行，1小時就是 1小時！」 

孩子生氣地說：「妳很奇怪耶！上次爸爸說可以多玩半小時的！」 

    對於需要嚴格執行的教養規範，若雙親之一打破規則，另一方便會失去嚴格執行

的立場，這常會造成教養上面不必要的麻煩。父母雙方的共識與共同執行是關鍵，別

成了另一半的猪隊友。 

（三）親子行為的一致性 

    這便是「以身作則」。當父母不希望孩子邊用餐邊滑手機，自己就不該以任何理由

在孩子面前用餐時也滑起手機；當父母希望孩子溫習功課時能夠專心於書本而暫時收

起孩子的手機時，父母也盡量不要在孩子身邊使用 3C 產品。 

    曾有個父親告訴我，他的孩子就讀小學五年級，他因為擔心孩子讀書不專心，每

天晚上總會煞費苦心地陪著孩子溫習功課，但孩子總是坐不住，難以專注。他問我怎

麼辦？ 

    我問：「孩子在做功課時，你都在一旁做什麼？」父親說：「因為很無聊，我都在

旁邊滑手機。」我接著問：「滑手機做些什麼呢？」父親說：「有時候是玩線上遊戲，

有時候則是上臉書瀏覽一下，有時候則是看一下影片。」 

    我以為這位父親是滑手機處理工作上的事，卻是上網進行休閒娛樂，也難怪孩子

會坐立難安。如果，這位父親能也拿起一本書或雜誌來閱讀，或許狀況會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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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說與做之間的一致性 

    這便是「說到做到」。父母立下的規則，就得確實執行。當孩子有確實遵行或未能

做到時，若事先有講好獎勵或懲罰，也必須確實執行。 

    父母的言行舉止，孩子都看在眼裡，也會不自覺地模仿起來。若父母可以說一套，

做一套，無法確實履行自己訂下的規範，孩子也學不會為自己的行為負責，未來成了

一個只會空口說白話的人。 

    因此，在為孩子制訂行為規範前，必須三思而後行：這些規範是否合理？孩子是

否做得到？家長是否做得到？一旦話說出口，便不宜再更改了。對於越小的孩子，我

們會直接為孩子訂立網路使用規範，但對於大一點的孩子或青少年，則要與孩子一同

討論規範如何建立，在某種程度上尊重其自主權，但無論如何，一旦規範確立了，就

要確實執行，否則便失去了身為家長的威信。 

    在這裡，家長的以身作則尤其重要。事實上，當家長能夠以身作則，正是為家庭

建立起一個良好的 3C 產品使用文化。像是，在家人或親子共享的時光裡，堅持不拿起

手機或 3C 產品，即使是處理公事也不行。 

    一旦家人相處時，各自低頭滑手機的時間減少了，真實互動、談話與分享的時間

增加了，自然能促進家庭成員之間的緊密連結。 

     

    我們都知道，高品質且有意義的人際關係，是避免任何成癮行為的最好良方（請

參考《自我破壞行為來自於關係的斷裂》一文）。許多青少年即使大量使用網路在遊戲、

社群或影音娛樂上，也不會陷入難以自我控制，或嚴重影響課業學習的境地，那是因

為他們與家人之間一直有著正向且緊密的關係連結，甚至與同儕間的人際關係也非常

好。 

所以，回到最根本，檢視並改善與孩子之間的關係連結品質，這才是防治網路成癮的

治本之道。 

 

 

文章出處：2017.09.03 

http://blog.udn.com/heng711/108497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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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基於推動終身學習及家庭教育的立場，思考「滑年代」的現象如何影響著家庭以

及人際間的互動關係，延伸至「正向使用」數位科技及社群媒體的力量，於 105 年 515 國際

家庭日，推出「善用 3C 幸福 3T」的正向理念。「幸福 3T」－「全家共讀、同樂、一起動一

動」(Reading together、Playing together、Running together) 的愛家行動，鼓勵民眾於

生活中建立家庭共學的習慣，營造家人美好的相聚時光，一起維護家人的身心健康，詳細資

訊請至「善用 3C 幸福 3T」活動官網(https:// iCoparenting.moe.edu.tw/3c3t)查詢。 

附表：相關網站資源介紹 

網站名稱 主要對象 主要內容 網址 

教育部家庭教育網 全國民眾 查詢各縣市家庭教育
中心服務及活動資訊 moe.familyedu.moe.gov.tw 

iLove 戀愛時光地圖 年輕世代 交友、婚姻預備 ilove.moe.edu.tw 

iCoparenting 
和樂共親職 

新手父母、
幼兒期父母 共親職 iCoparenting.moe.edu.tw 

iMyfamily 愛我的家 家庭成員 家庭共學 iMyfamily.moe.edu.tw 

412-8185 全國家庭
教育諮詢專線 家庭成員 

親職教養、親子關
係、婚姻關係及其他
家人關係等問題諮詢 

服務時間︰ 
週一至週六 上午 9:00~12:00 
下午 14:00~17:00 
週一至週五晚間 18:00~21:00 
手機撥打，請加區域碼 02 

教育部 
全民資安素養網 家長 子女資安素養指導 isafe.moe.edu.tw/parents/ 

教育部中小學網路素
養與認知網路 

學生及 
家長 網路素養 eteacher.edu.tw/Desktop.aspx 

網路守護天使軟體
(Network Guardian 

Angels, NGA) 
家長 

過濾網路不當資訊的
軟體，瀏覽到不當網
址就會進行阻擋。可
安裝在家用電腦、筆
電、智慧手機或平板
使用 

nga.moe.edu.tw/2016/ 

iWIN 家庭網安諮詢 一般民眾 
提供民眾對於網際網
路上之兒少保護相關
諮詢關懷服務 

諮詢電話︰(02)3393-1885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09:00-12:00、13:0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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