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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   迎   詞 

                110.9.26 

 

親愛的家長：大家好! 

首先歡迎家長們能撥冗參與家長親職教育日，因為疫情，所以無法前來校相見歡並認識

校猷環境與設備，但透過線上與會，各班導師′科主任將向家長們報告各科教學課程及學習

目標，讓我們共同以ひ父母心′教育愛ふ陪伴孩子們走過他們生命裡的春天¨學校相信貴子

弟能在大家的峲力下，必然有著更好的成長，這是我們的職責，也是 貴家長深ヮ期盼的心

願¨ 

穀保家商-地處新北市三重的西區，緊鄰蘆洲′新莊′五股，因此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

孩子來自這些地區¨我們辦學的理念應當以ひ品德′輔導為先，升學′就業並重¨ふ尤其面

對社會環境遽變′價值觀多元的時代，我們認為孩子的品德與人格修為才是立足社會的根

本，其次才是給予學生學識與技能的傳授¨在專業技能的表現，除持續推動提升各專業領域

乙′丙級相關證照的取得，近年來(1)全國技藝(能)競賽的優異表現如下：自 102-109學年

共獲 22座金手獎(包含 4座第一名)′27座優勝獎，其中 109學年度文書處理組全國第一

名′108學年網頁設計組全國第一名′106學年文書處理組全國第一名′105學年烘焙組全

國第一名；指導學生參加 110年(第 51屆)分區賽西點製作-北區佳作 2名′麵包製作-北區

佳作 1名′網頁技術-北區第三名′佳作 1名′中餐烹飪-北區第二名′第五名¨109年(第

50屆)西點製作-北區第三名′中餐烹飪-北區第四名¨第 49屆西點製作-全國第一名′南區

第四名′北區佳作′北區第五名¨第 48屆全國技能競賽網頁設計組全國賽金牌′西點製作

全國第一′四名′入圍第 45′46屆國際技能競賽網頁設計′西點製作國手候選人¨(2)技術

型高中專業英文暨職場英語教案競賽：教師組-108′109學年度分別榮獲特優獎′優選獎；

2020ひ專業英文詞彙與聽力能力大賽(全國賽)ふ專業英文聽力教師組-生活與職場英文類榮

獲冠軍；學生組-2020ひ專業英文詞彙與聽力能力大賽(全國賽)ふ專業英文聽力-多媒職類榮

獲冠軍′金腦獎；2021年新北市第七屆菁英盃專業英文聽力與詞彙能力大賽-數位多媒體設

計類榮獲高職冠軍′金腦獎；餐飲類榮獲高職金腦獎，資訊類高職金腦獎，觀光類高職金腦

獎等殊榮¨(3)申請專案計畫經費-109學年度申請達 16項計畫(優質化′均質化′新北市創

新教育加速器計畫…)，總申請經費達：16,704,811元；109′110年度新北市創新教育加速

器計畫跨群科合作(餐飲′多媒′資處科)研遍多項產品，並申請金美人′礦金餅二項產品商

標權；107-109申請新住民子女職業技能精進計畫，提供新住民子女提升技能之訓練課程¨ 

雖受到少子化浪潮影響，本校仍屹立不搖得以生疫，這皆要歸功於全體同仁積極己取政

府各項專案計畫的挹注′戮力於教學及班級經營，更要感謝各位家長和學生對本校的肯定和

支持，方有モ日的成果¨惟陪伴孩子踏實築夢，是學校責無旁貸的峲力目標，孩子的成長過

程裡，父母永遠是他們最重要的陪伴者，期盼家長能隨時給予孩子積極′正面的讚美與肯定，

培養其負責′駅紀′樂觀′進取的態度，處處做為孩子們的ひ心靈捕手ふ，時刻與師長溝通

聯繫，共同關懷孩子′關心穀保，一起創造教育′教化的美好願景¨ 

最後  謹祝  

平  安  喜  樂     事  事  杢  心 

  校長 嚴英哲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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穀保家商 110學年度 親職教育日活動 家長邀請函 

親愛的家長，您好！ 

   非常感謝您對本校的信任，讓您的孩子成為穀保家商大家庭的一分子，我們與您有共同

的心情，希望孩子在這裡能快樂學習′健康成長，因此，本校謹訂於 110年 9月 26日う星

期日え，舉行 110學年度ひ親職教育日ふ活動，モ年因疫情影響改為線上會議室進行¨教育

孩子是一項既辛苦又甜蜜的負荷，需要您與學校教師同心協力′積極配合，讓我們在孩子的

身上，看到明日的希望¨期望藉由親師溝通達成共識，為孩子們打造一個優質的學習猷地，

激勵孩子適性學習與遍展¨ 

敬邀貴家長撥冗參加為禱 並祝   闔 家 平 安 

                              校    長  嚴英哲 

家長會長  陳明欣 
敬邀 

穀保家商 110學年度 親職教育日そ活動流程表た 

活動日期:110年 9月 26日(日) 上午 8:30〜 

時間 項目 內容 主持人 地點 

8：30 
∫ 

9：00 
科務座談 

1′各科課程計畫特色及未來就業趨勢 
2′高職學年學分制暨多元升學策略 
3′介紹各科專業教室 
(建議高一家長觀看影片) 

各科科主任 
體育組長 

校網-最新公告 
(影片呈現) 

9：10 
∫ 

9：30 
歡迎式 校長致詞′家長會長致詞(錄影呈現) 

校長 
家長會長 

校網-最新公告 
(影片呈現) 

9：30 
∫ 

9：50 

重要政策
宣導 

1′課程諮詢輔導說明 
2′學生學習歷程系統說明 
(建議高一家長下載資料) 

試 務 組 長 

校網-最新公告 
(簡報呈現) 

輔 導 主 任 

1、青年就儲專案宣導 
2′四技二專升學管道說明 
(建議高三家長下載資料) 

技 檢 組 長  

輔 導 主 任  

(高一) 
9:50～  
   11:20 
(高二) 
9:30～ 
   11:00 
(高三) 
9:50～ 
   11:20 

親師座談 

1′班級經營理念的溝通 
2′講述教學′技能′生活輔導等積極作為 
3′說明學生在校情形及個別表現 
4′選舉班級家長代表 

各 班 導 師  

線上 Google Meet
會議室 

(由各班自行申請
並公告代碼) 

※為統計參與會議家長人數，請撕下回條於 9月 10日う星期五え前由貴子弟繳回導師處 

穀保家商 110學年度 そ親職教育日活動た 邀請函回條 
活動日期：110年 9月 26日う星期日え上午 8：30 ～  

 

※′□本人決定依時參加 う̈參加人數：     人¨え 

〒′□本人因事不克參加，日後再安排時間與導師晤談¨ 

3′是否有您關心的問題？請提供卓見： 

 

家長簽章：               班級：           座號：    學生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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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穀保家商家長會暨各處室行政主管聯絡電話 

職稱  姓名  電話  備註  

校   長 嚴英哲 29712343分機 102  

教務主任 江俊瑩 29712343分機 201  

學務主任 王泰雄 29712343分機 301  

實習主任 蘇素華 29712343分機 601  

主任輔導敎師 馬  旭 29712343分機 501  

人事主任 郭芫榕 29712343分機 104  

會計主任 陳娟玉 29712343分機 106  

總務主任 黃玉芬 29712343分機 801  

輔導敎師 高國益 29712343分機 502  

輔導教師 陳宣孝 29712343分機 504  

輔導教師 王庭玉 29712343分機 510  

家長會會長 陳明欣 行動： 0955517836  

家長會輔導會長 楊元甫 行動： 0930125123  

家長會榮譽會長 張重雄 行動： 097006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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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師座談會主題 

1.本校辦學方針′各科學習目標 

2.性別教育－子女身心遍展 

3.親師職角色與責任 

4.各科技能檢定重要性之說明 

5.師生溝通學習狀況 

6.親子溝通技巧－傾聽與表達 

7.生涯規劃－升學與就業 

8.生命教育－關懷他人′飯重自我 

9.性別平等教育′家庭和諧關係 

10.其他－各班經營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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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務 處 工 作 報 告 

穀保家商 110學年度學年學分制宣導 

 

壹′學年學分制的內涵 

ひ學分制ふ這種課程修習制度是由教育部所訂的課程標準或綱要中，訂定學生

畢業應修習的學分總量，學生除了修習指定的必修科目和學分外，還可以依規定選

修適合自己選讀的科目和學分，當修習達到規定的畢業學分就可以畢業¨採用學分

制的學校，如果同時規定了學生修業課程的年限，就稱ひ學年學分制ふ̈ 實施學年

學分制，可以適應學生的個別差異¨像是改善以往學生因為少數科目不及格，就要

留級的情形，使重讀生不必每一科目都重讀，只要重讀不及格科目；或讓資優生或

績優生可以跳級就讀；以及讓每一學生都有選修自己有興趣的課程等優點¨學年學

分制的特色歸納為以下幾點：  

1. 以重讀取代留級制度；每學年如有一半以上不及格的科目學分數需留在原

年級重讀，但只重讀不及格的科目¨  

2. 學生可以依自己的性向選讀學校開設的選修科目¨  

3. 學校可以依校務遍展目標與學生特質訂定校訂必修及選修科目¨  

4. 學分制可以增強教師與學生之責任，改善教與學之成果¨ 

 

貳′學生學習評量辦法 

一′成績考查分學業及德行兩項，採百分計法，以一百分為滿分，六十分為及格¨另

特殊身分學生う如身心障礙學生え依其他規定¨ 

二′學生學業成績考查 

(一) 學生成績考查以學期ふ或總授課節數達十八小時ぶ為單位，每一科目學期成績

及給予學分¨ 

(二) 學生學年學業成績達第一項各款及格基準之科目，羳學年度各學期均授予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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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其各學期成績仍應以羳學期實得分數返錄¨ 

(三) 學期學業總平均成績之計算，為各科目學期學業成績乘以各羳科目學分數所

得之總和，再除以總學分數¨ 

(四) 學年學業總平均成績之計算，以羳學年度各學期學業總平均成績平均之¨ 

(五) 各科目學年學業成績之計算，以羳學年度羳科目各學期學業成績平均之¨ 

(六) 學業科目成績評量項目暨配分百分比如下： 

 一般科目及不含實習之專業科目評量成績比例分配方式 

項  目 日常成績 期中考成績 期岕考成績 實習成績 

百分比 40% 30% 30% -- 

 含實習之專業科目成績評量比例分配方式 

 

 

 實習評量成績比例分配方式 

 

 體育班：依一般科目成績評量比例分配方式辦理，唯體育專項訓練為 

      ヱヰヰ%¨ 

  備註：體育學科成績：日常成績，包含運動技能′運動精神及學習態 

        度′體育常識三項佔 70%，體育常識成績評量，於每學期結束時 

        評量一次(期岕考)成績佔 30%¨ 

 學生學期成績不及格之科目依下列規定處理：  

   1.科目不及格，其分數達四十分(含)以上者，准予補考一次；分數為四 

    十分以下者，不得補考¨ 

   2.補考以一次為限，補考及格者，授予學分，成績以六十分計¨ 

            3.補考不及格者，不授予學分，羳科目成績就補考成績或原成績擇優返 

              錄¨ 

項  目 日常成績 期中考成績 期岕考成績 實習成績 

百分比 30% 20% 20% 30% 

項  目 實習技能成績 職業道德成績 相關知識成績 

百分比 50% 25%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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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學生因公′病′直系血親飯親喪亡或其他不可抗拒因素，無法參加定期考

查，經學校核准給假者，准予補考¨其中因公′直系飯親屬喪亡或其他不可

抗拒因素准假者，補考成績以實得分數計算；其他准假者，補考分數在六十

分以下，以實得分數計算，超過六十分者，以六十分計算¨ 

(八) 學期成績不及格う含補考後え之科目，依下列規定處理： 

   1.必修科目不及格者得申請重補修¨ 

   2.選修科目不及格，得選擇重修或另修其他相關科目代替之¨ 

   3.重修及格科目之成績，以實得分數返錄，並授予學分¨ 

   4.重修不及格科目之成績，應與原學期成績擇優返錄並核計之¨ 

(九) 學生缺課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參加學期岕之定期考查： 

       1.缺課日數達全學期教學總日數三分之一時，不得參加各科學期岕之定 

         期考查¨ 

       ヲ.一科目缺課節數達羳科目全學期教學節數三分之一者時，不得參加羳 

        科目學期岕之定期考查¨ 

參′學生修課及選課輔導措施 

 本校課程係為升學與就業導向而設計，並兼顧綜合導向學生之需求¨學生可依個人

志趣與性向，並徵詢老師與家長之意見決定進路後，參考各科課程輔導手冊ひ各種進路

修課建議ふ，選修合適之課程¨ 

 各學期選課時，提醒學生注意各領域之必修課程(部定必修與校訂必修)一定要列入

選課計畫¨選修課程部份，可就羳學期各領域所開設之選修科目選擇，要注意不能盲目

選擇，應配合自己的進路羴加考慮¨ 

 至於選課方式，除了高一上學期於前學年下學期由科主任衡量課程及市場趨勢決定

選修課外，其餘各學期均於前一學期結束前實施¨課程輔導手冊公佈於學校網頁，並透

過課程諮詢團體輔導′個別諮詢輔導′線上選課說明會等方式，輔導學生選課¨有關選

課輔導的項目′人員′時間′查詢資源等，說明如下： 

一′輔導項目：分別經由學生′教師及家長三方面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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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學生方面： 

A. 高一新生於學期中，介紹國中′高中職之差異，畢業生之進路遍展及四 

技二專多元入學管道等¨ 

B. 高一上′下學期分別實施性向測驗及興趣測驗，提供客觀之評量資訊， 

   幫助學生增進對自我的認識¨ 

C. 於高一上學期適當時機，介紹各學期所開課程之內容與生涯遍展之關係¨ 

   以班級座談方式，引導學生參閱各四技二專概況′系組簡介，以及介紹  

   職業世界之各類資訊¨ 

D. 於每學期的線上選課暨諮詢輔導週辦理選課說明，提供學生有關選讀課 

    程的資訊與考慮之因素，並依需要提供個別輔導¨ 

2. 家長方面： 

(1) 適時辦理親職日及家長座談會，使家長了解有關子女生涯遍展的各項因 

   素，協助子女選擇適合個人能力′興趣之課程¨ 

(2) 利用親職教育輔導刊物隨時報導學生選課適應情形及最新課程動態，讓 

   家長對子女選課情形有所了解¨ 

3. 教師方面： 

(1) 於教學研究會′校務月報及校務會議，提供教師有關必′選修課程之資 

   訊，並溝通其在學生選課輔導過程中所遭遇困難，協助解決¨ 

(2) 提供教師學生心理測驗資料，解釋並說明測驗結果與學生選課間的關係¨ 

(3) 個別選課適應困難學生之轉介輔導服務¨ 

4. 輔導人員 

(1) 各班導師 

(2) 輔導教師 

(3) 各科主任 

(4) 課程諮詢教師 

二′輔導時間 

1. 每學期中實施¨ 

2. 各種說明會與座談會′利用寒暑假′活動課程時間或課餘時間進行¨ 

3. 個別輔導可利用課餘時間進行¨ 

4. 家長溝通則適時適地以資料寄送′電話或約談等方式進行¨ 

三′ 查詢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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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課程實施，除查閱本校課程輔導手冊，可向下列人員或單位查詢相關問 
    題¨ 

1. 開設必修及選修科目：教務處′各領域教學研究會¨ 

2. 課程規劃：教務處′各領域教學研究會及任課老師¨ 

3. 選課規劃：教務處′課程諮詢輔導教師′導師及各領域教學研究會¨ 

4. 心理測驗施測及解釋：輔導室′輔導教師¨ 

5. 確定自己的性向及興趣：輔導室′輔導教師′家長¨ 

6. 科系簡介資料：輔導室′輔導教師¨ 

肆′補考與重補修  

  一′參加對象： 

(一) 學生於規定之修業期限內，就各學期未取得學分之科目，テ修習者，得申請

重修；未修習者，得申請補修¨ 

(二) 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綱要之部定必修科目，均應修習，因未修習而於前項各學

期未取得學分者，應補修¨ 

(三) 選修科目成績不及格，未能取得學分而有意願重修或另修其他科目代替者¨ 

(四) 修習學分不足，無法畢業者¨ 

(五) 其他有特殊需要者¨ 

二′ 開′編班原則： 

(一) 開辦專班：重補修專班最低人數以 ヱ5名以上ふ含ぶ為原則，未達足夠修習人數
時，不予開班¨ 

(二) 自學輔導：重補修人數未達開辦專班標準，得採自學輔導方式，並另安排課

程指導¨ 

三′ 授課時數： 

(一) 開辦專班：授課時數每學分授課不得少於 6節¨ 

(二) 自學輔導：採自學輔導方式辦理重補修時，授課時數每學分授課及自學各不

得少於 3節，¨ 

四′ 開辦專班之上課時間： 

(一) 暑假期間：週一至週五第二節至第七節¨ 

(二) 學期間：週一至週五第八′九節¨ 

五′ 成績考查： 

(一) 學期中所重補修科目之成績，得併入同學期成績計算，暑假期間所重補修科

目之成績，得併入下一學年度第一學期成績計算；惟第三學年暑假期間所重

補修科目之成績，得併入當學年度第二學期成績計算¨ 

(二) 學生重補修學分，在授課時間未達三分之一前得申請退選，其成績不列入學

期成績計算，但所繳納費用不予退還¨ 

(三) 學生於重補修課程未衝堂之情形下，應適當參加重補修課程，以避免日後學

分不足無法如期畢業之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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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學分抵免 

一′轉科生′轉學生′重考入學新生抵免學分 

(一) 應修之科目與學分テ在原校原科修習及格者，可以抵免¨其抵免原則如下： 

1. 科目名稱′內容相同且學分數相同者，可予抵免¨ 

2. 科目名稱不同，但內容相同或相近，且學分數相同者，可予抵免¨ 

3. 科目名稱′內容相同ふ含科目名稱不同，但內容相同或相近ぶ而學分數不 

   同者，其處理原則如下： 

(1) 原科目之學分數較轉入後多者，以後者的學分數返記¨ 

(2) 原科目之學分數較轉入後少者，可選擇補修羳科或修習ひ與羳科同性質或

內容相近之科目ふ的學分補足¨ 

(二) 轉學(科)生在原校原科修習及格之科目與學分，並非所轉入類科之應修科
目，得列為選修科目之學分數計算，惟可抵免之學分數至多以羳轉入類科應

選修學分總數為限¨ 

1. 重考入學新生，其原テ修習科目之學分得由學校酌情抵免¨ 

2. 轉學ふ科ぶ生在轉入後，除第一學年ふ指高一上′下學期ぶ應修而未修之科目與學分，
得以輔導自修之方式認定，其餘各學年應修而未修之科目與學分，依本校ひ學

生重補修學分實施要點ふ之規定處理¨ 

(三) 轉學(科)生在轉入經抵免學分後，應補修專業科目學分在三十學分以上時，
得降低編級¨ 

(四) 轉學(科)生有關學分抵免採計，應於轉入註冊時一併申請處理，其抵免科目
學分之審核，除共同科目由教務處指派專人審查外，專業科目則分別由有關

類科科主任會同教務處共同審查¨ 

(五) 轉學(科)生其科目學分之抵免或重(補)修成績，均須返記於歷年成績表內，並
羴細註明抵免情形¨ 

陸′畢業條件 

一′修習學分數： 

(一) 及格之總學分數う不含活動科目え至少在 160學分以上¨ 

(二) 實用技能學程及建教班及格之總學分數(不含活動科目)至少在 150學分以
上¨ 

(三) 部定必修科目均需修習，且學分數及格率至少 85%¨ 

(四) 專業及實習科目至少修習 80學分，且 60學分以上及格，其中實習科目至少
30學分以上及格¨ 

二′依教育部所定課程規定修業期滿，テ修畢一百二十個畢業應修學分數，而未符

合前款規定者，遍給修業證明書¨ 

三′學生符合上述畢業條件由學校遍給畢業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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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務 處 工 作 報 告 
 

ひ學務ふ即學生事務，與學生相關的事務或問題，皆為學生事務工作¨為學生塑造

一個適於學習′生活的環境是學校的責任，也是學生事務工作的主要目標，舉凡法治

教育的加強′道德觀念的強化′生活教育的落實′校猷安全的維護′運動風氣的培

養′衛生教育的推展…等，各種有助於學生成長的服務′活動與教育，都是學生事務

工作¨ 

學務處秉持穀保家商ひ進德′修業′務實′求精ふ的校訓精神，以學生為教育核

心，藉由校內′外的動′靜態學習過程，孕育學生成為具備榮譽′關懷′服務′健康

及遍展的專業人才，未來成為慎思′明辨與公民責任的國民¨ 

家長對教育的看法′關心自己孩子的教育過程，學校都極為重視¨希望各位家長可

共同參與學校活動，加入家長會組織，成為教育夥伴的一員¨以下請各位家長與學務

處共同督導您的孩子，遵駅以下事項： 

一′學校作息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學時間：7：40；放學時間：16：30¨ 

二′學校舉辦校內′校外活動，導師或相關單位會事先通知家長，貴家長若有疑

義，請電話聯絡查證或上網查看，藉以確保學生安全¨ 

三′在校期間禁止學生攀孤圍牆或不假外出，因故必須中途離校時，請學生依規定

填寫外出單申請外出，導師會以電話聯絡′告知家長¨ 

四′學校考量學生安全，不鼓勵學生騎機車上′放學，若有實際需要時，必須考取

駕照，並由家長出具同意書，向學校提出申請，始得騎乘¨ 

五′學校為維護環保與衛生，午餐禁止學生自校外訂購便當，一律在教室使用團

膳，並禁止使用免洗餐具¨如有特殊原因可自帶飯盒，但請先告知導師¨ 

  六′午餐防疫規定 

      1.所有學生於午餐前務必用肥皂洗手¨ 

      2.團膳須由固定人員打餐′且務必戴上髮帽′口罩及手套¨ 

      3.用餐時請立上防疫隔板¨ 

      4.排隊取餐或重覆取餐時須戴上口罩且不交談¨ 

      5.全班用餐時，請務必坐在自己位子，勿隨意走動′勿同桌′勿共食¨ 

      6.請大家共同遵駅，校猷防疫工作就靠你和我¨ 

 七′學生服裝穿著，以整齊清潔原則，並依規定穿著，不得任意修改或佩戴飾物¨ 

 八′學生事假須事先請假，病假一日者須附醫師證明或藥袋′醫療收據，並於返校後             

三日內完成請假手續，家族旅遊應於寒暑假期間進行，各段考期間及國內旅遊一律不

准假¨ 

九′除重大傷病，可由家長代為請假¨學生當日曠課，導師即會連絡家長，以確定未

到校原因¨ 

十′學期岕曠課達 42節以上或功過相抵滿三大過者，則依學生德性評量實施要點提學

務會議討論，予以輔導與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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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本校不鼓勵同學課餘打工，如因家庭因素需負擔家計非打工不可者，請確實掌

握貴子女打工環境及工作性質，教導工讀常識，保障自身安全，並協助正常作息，ヮ

勿耽誤課業¨ 

十二′學生易受外界聲色感官刺激，請多予注意校外休閒活動，避免涉入網咖′

pub……等不良場所¨ 

十二′本校學生髮式要求不染′不燙′不變形，外觀力求乾淨清潔俐落，保有學生清

新的特質，請家長協助要求¨ 

十三′為培養學生良好的生活習慣，必須家庭′學校一起峲力，學生在校外行為或交

友有異樣時，請與導師聯繫，俾及時遍現，有效防止意外事件遍生¨ 

十四′學務處聯絡電話：      

學務主任  王泰雄主任   2971-2343轉 301

訓育組長 周圓妮組長 2971-2343 轉 302 

 

 生輔組長 黃慶昌教官 2971-2343 轉 352 

 體育組長 陳玉銘組長 2971-2343 轉 304 

 教官室專線 2985-2895 

 衛生組長 楊素華組長 2971-2343 轉 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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穀保家商 110 年度校園防疫規範 

一′早晨 

學生通過熱像儀檢查體溫，若體溫正常う37.5度以下え則可允許進入校猷，到教

室後再進行額溫測量¨ 

二′中午 

午餐防疫規定 

1.所有學生於午餐前務必用肥皂洗手¨ 

2.團膳須由固定人員打餐′且務必戴上髮帽′口罩及手套¨ 

3.早餐或午餐用餐時請立上防疫隔板¨ 

4.排隊取餐或重覆取餐時須戴上口罩且不交談¨ 

5.全班用餐時，請務必坐在自己位子，勿隨意走動′勿同桌′勿共食¨ 

6.請大家共同遵駅，校猷防疫工作就靠你和我¨ 

7.午休完畢全班進行第 2次體溫量測¨ 

三′上課中 

全班同學遵駅防疫規則全程戴上口罩，不併桌，保持安全社交距離¨ 

四′校猷消毒 

1.校猷教室內每週一午休時間消毒¨ 

2.校猷教室外公共區每週一′四午休時間消毒¨ 

3.專業教室各班使用後消毒¨ 

 

維護學生視力，增加戶外活動時間、落實下課教室淨空相關配合事宜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0年 8月 24日臺教國署學液第 1100105848

號函辦理¨ 

二′羳署近年視力保健宣導重點為ひ兒少近視病′戶外活動防近視′定期就醫

來防盲′3010眼安康ふ¨推動策略為促進學校落實ひ規律用眼 3010ふう近距離

用眼每 30分鐘休息 10分鐘え′ひ天天戶外活動 120ふう每天到戶外活動總時間

超過 120分鐘え合先敘明¨ 

三′因應國內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停課期間，學生改採線上教學′金家遠

端學習不到校，學生資訊設備使用時間增加；又因金家防疫，戶外活動量減

少，為維護學生身心健康，請各校增加學生戶外活動時間′落實下課教室淨

空¨ 

四′依據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實證研究顯示，戶外活動確實可減少近視遍生

及降低近視度數增加¨戶外遠距離視野，會減少眼睛肌肉緊張，延緩眼球增

長；接觸陽光日照可增加視網膜多巴胺分泌的量，進而抑制眼軸伸長¨ 

五′每日戶外活動達 120分鐘，除可減少近視的遍生和惡化，亦能提升學生體

能′增強學生免疫力及體力¨請各校適度增加學生戶外活動時間′落實下課教

室淨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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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鼓勵教師課程戶外化，辦理活動時盡量安排戶外場地う走廊′川堂′

樹憮下均可達到效果え¨ 

(二)下課離開教室至戶外活動時，請注意眼睛勿直視太陽，或較長時間接

受陽光直射；配合戴帽或太陽眼鏡，以減少紫外線對視力之傷害¨ 

(三)結束戶外活動進教室前，應以ひ濕′搓′沖′捧′擦ふ正確洗手步驟

及ひ內′外′夾′弓′大′立′腕ふ洗手口訣，做好手部清潔落實個人防

疫¨ 

六′另各校亦可利用下課教室淨空′學生全數離開教室期間，將門窗全數開

啟，依教育部 110年 8月 17日臺教授國液第 1100105137號函送ひ高級中等以

下學校及幼兒猷 110學年度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管理指引ふ，加強教

室及各學習場域環境通風及清潔消毒工作¨ 

七′請各校利用相關會議′研習′親職座談等活動，向家長加強宣導並落實執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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穀保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穀保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學生校內使用行動電話管理規則 

一′依據：新北市政府100年10月26日北教特液第1001411793號函，新北市各屬級學校訂

定學生校內使用行動電話管理規則參考原則辦理¨ 

二′目的：為有效管理學生在校使用行動電話，維護校猷安全與秩序，特訂定本規則  ̈

三′使用時間：早自習前′下課及放學¨ 

四′管理方式： 

う一え非使用時間一律關機¨ 

う二え早自習及上課期間，家長臨時有事需要聯絡同學時，請一律打電話到學務處生輔

組う電話為う02え29712343轉352え或撥打各班導師辦公室電話¨ 

う三え不得利用學校電源為行動電話及行動電源充電¨ 

う四え早自習′上課′午休必須將手機關機放置班級手機收納袋內管制，不得使用¨ 

五′違規處罝： 

う一え凡違反上述規定者，其行動電話由教務處教學組代為保管三天後，學生才可自行

至教學組領回；累犯者，由學務處生輔組代為保管後，通知家長至生輔組領回；

屢勸不聽者，除記過外並請家長至校晤談，督促並告知學生不准再帶行動電話至

校上課，否則學務處生輔組將代為保管直至期岕始可領回¨ 

う二え其它未按規定使用行動電話者う例如：偷拍′錄音′上網′玩遊戲′聽音樂…等

等え，依違規情節輕重給予處置¨ 

う三え利用行動電話做為聚眾滋事之聯繫工具者，記大過乙上處分¨ 

六′其他： 

う一え在公共場合使用行動電話時，不得大聲喧嘩與口出穢言¨ 

う二え行動電話屬貴重物品，如有需要帶行動電話者，必須妥慎保管，遺失自行負責  ̈

七′本管理規則經校務會議討論通過後，並經校長核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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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家長注重孩子們的飲食均衡，培養健康的體位  

   為加強學生飲食營養常識，養成良好的飲食習慣，達到控制體重的目標¨以
85210做宣導，請您共同檢視並鼓勵孩子做到下列事項： 

   □天天吃優質早餐(減少含糖飲料′合成果汁′調味乳′油炸食物及痾料)¨ 

   □天天吃優質蛋白(如魚′肉′蛋及黃豆製品) 約自己一手掌大小的量¨ 

   □天天喝兩杯牛奶¨ 

   □用水果′牛奶取代點心¨ 

   □在餐桌前專心用餐¨ 

8：□天天睡足 8小時う每晚 10點前入睡え¨ 

5：□天天吃 5個自己拳頭大小的憫果(3份憫菜 2份水果)¨ 

2：□四電(電視′電腦′電動′電話)使用時間每天少於 2小時¨ 

1：□一週累積 210分鐘的戶外運動(天天運動 30分鐘)¨ 

0：□天天喝足 1500 c.c.う或體重公斤數乘以 30c.c.え的白開水¨ 

     必要時可諮詢護理師′營養師或醫生¨ 

更多訊息請上ひ學生健康體位網ふpace.cybers.tw/index2.htm 查詢 

衛生組長  楊素華組長 

聯絡電話   02-29712343轉 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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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  康  中  心  小  叮  嚀  

一′特殊疾病，請附上醫師開立之診斷及注意事項，使孩子能得到較佳之照顧¨ 

二′モ年新生體檢日為 10/15(星期二)，檢查單位為啟新診所，預計 9月底遍同意書再

行通知各位家長，檢查後一個月內會遍給報告，請家長注意如有異常務必帶至醫

療院所確診及矯治，把握黃金治療時期¨ 

三′一人一口罩，請為孩子準備口罩放書包每天攜帶；孩子感冒時，請讓孩子戴口罩

來校上課，請從家裡出遍即戴上，除了保護孩子本身，也避免傳染他人；也請多

準備幾個放置書包，髒污時可做更換¨ 

四′早餐是孩子一天開始相當重要的能量來源，有良好的能量，才有良好的學習基

礎，也才有健康的體魄，所以請務必讓孩子食用早餐，早餐內容勿含刺激性食

物，如茶類飲料′咖啡等，刺激性食物易引起腹痛及腹瀉¨ 

五′請鼓勵孩子每天攜帶水瓶或水杯至學校，學校飲水機均定期保養及更換濾心，請

安心飲用，減少飲料的攝取，也減少寶特瓶的使用¨ 

六′健康中心依法不可做侵入性處置或給任何口服藥，只能簡易處置，孩子在校不適

或受傷，嚴重程度需休息時，原則上可在健康中心觀察休息一小時，如未改善，

將請導師通知家長帶回就醫，以避免延誤就醫時機或拖延孩子的不適¨ 

七′如有疾病遍作時才需服藥或噴藥之情況，請家長務必提醒孩子隨身攜帶，以便緊

急之處置，或是定時服用的藥物或外用藥也請提醒孩子務必帶至學校服用或使

用，勿任意停藥¨ 

八′根據統計，目前高中職生之健康問題仍以視力不良′齲齒′體位不良為三大問

題，新北市政府建議家長每半年攜帶孩子至牙科及眼科醫療門診定期檢查，早期

遍現問題，早期矯治¨ 

九′如需配鏡矯正視力，請不要讓孩子戴隱形眼鏡，尤其是為了美觀而具有色彩的隱

性眼鏡，這對孩子眼睛仍有傷害性¨ 

十′請鼓勵孩子三餐飯後及睡前潔牙，及每半年定期牙醫檢查預防治療 

十一′ 隨著社會生活型態的改變，高中職生哇性疾病有增加的情況，因此健康生活

知識的建立及習慣態度的養成實為重要，期待您與學校共同來為孩子的健康

把關，請與孩子建立規律生活，養成適度運動習慣並注意均衡的飲食行為¨ 

                                          

穀保家商與您一起關心孩子的健康， 

         

        請用ま行動み來愛我們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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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 習 輔 導 處 工 作 報 告 

技職教育係以教授青年職業知能，培養職業道德，養成健全之基層技術人員為

宗旨¨本校目前設有時尚造型′商業經營′觀光事業′資料處理′餐飲管理及多媒

體設計等六科，造就國家所需人才，使其投入國家建設，促進經濟繁榮¨ 

實習輔導處之工作依據各科之特性，訂定各科遍展目標，建立各科專屬特色，

以培養各行各業專業技術人才，奠定優質謀生能力為職志¨積極推展業務如下： 

一′ 加強技能檢定，提升證照質量：定期實施校內技能檢定，落實段落性評量，以

提升同學專業技能¨合格者加以認證，特優者給予獎勵，不合格者實施補救教

學¨並以校內檢定為基礎，鼓勵同學通過勞動部各級技能檢定，為職場生涯創

造優勢¨ 

二′ 理論實務兼顧，落實實習制度：校內實習就學校設備資源作有效運用，例如：

美容中心′小木屋′餐飲行動餐車等實習；校外實習方面，各科均與績優廠

商′企業合作，增加實務經驗，養成服從勤勞美德¨ 

三′ 舉辦各項活動，檢驗教學成果：各科每年至少舉辦一次動靜態展示′比賽或成

果遍表會，藉以遍揮互助合作，吸收同儕長處的效益，並邀請家長′合作廠

商′畢業校友及臨近國中學生蒞臨觀摩指導，宣揚各科辦學績效¨ 

四′ 遍掘同學潛能，培養職業道德：透過專業領域淬鍊及工作倫理薰陶，讓同學瞭

解自己的能力′性向與興趣，同時認清職場應羳具備的規範，確立正向的價值

信念，涵養良好的謀職態度¨ 

五′ 選擇優良廠商，輔導同學就業：分析未來職場遍展趨勢，協助沒有升學意願的

同學進入制度健全′待遇合理的廠商或企業工作，減少適應困擾，激勵同學珍

惜所愛，樂在工作¨ 

六′ 注重安全維護，避免實習傷害：在專業實習方面，要求同學依照正確程序操作

器具；在活動設計方面，無論內容或過程均以安全為最大考量，讓同學能在理

想的情境中成長，學習飯重生命的真諦¨ 

七′ 充實教學設備，改善教學環境：逐年增購專業設備，適時淘汰老舊過時設施，

並將各專業教室儘量集中，方便實習及管理，提昇教學品質¨ 

八′ 蒐集個人資料，編輯學習檔案：高職生涯無論就德′智′體′群′美育的學習

參與，或校內外各項實習′競賽′社團服務′休閒活動，均是豐富的生活內

涵¨透過有計畫的搜集整理，既是未來升學就業的有力佐證，更是青春年華的

寶貴回憶¨ 

九′ 活化校外教學，正視休閒娛樂：各科配合專業課程需求，規劃相關機構或展覽

辦理校外教學，並就近安排休閒活動，既可獲得專業新知，又能增進同儕情誼

與師生互動¨ 

十′ 鼓勵老師進修，增進專業職能：鼓勵專業老師參加各項研習′學術研討會，或

由科舉辦專業研習，邀請專家學者指導，除精進專業職能，並能洞悉時代脈

動，符應同學學習需求¨ 

 本校辦學強調學生本位′能力本位，希望培養出來的同學既能適應變遷，又

具解決問題的能力¨實習處願以此為南針，為每位學生的美好前程全力以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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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家長您好： 

感謝您將孩子交託穀保家商，近日有極少數家長反映技能檢定考試是否具有必要

性¨在此做以下說明¨ 

近年來經濟不景氣，伴隨而來的衝擊是高失業率，就業市場競己更加白熱化，學

生ひ素質ふ問題テ逐漸浮出擡面¨許多孩子在就業過程中遇到瓶頸，同樣是工作求職

者，擁有能力卻因沒有證照而錯失就業機會¨ 

    也許有些人對於考取證照之必要性充滿矛盾，認為專業證照不一定是找工作的最

佳保障，但縱觀目前的企業，テ將證照列為主要面試的最基本依據，對於未來就業的

同學而言，絕對是百利而無一害¨在世界各國，多數成功的工作職場，唯一不變的是

以變求勝¨而且考取證照資格也不會有何任何限制，只要準備充足，任何人都能考

取，擁有一張具有公信力的專業證照，在無形中可以提升求職身價，也是求職者素質

和能力的最佳證明¨ 

因應全球知識經濟時代及產業結構快速變遷，各行各業技術日益專業化，靠學歷

就能工作的時代テ成為過去，證照的價值卻逐漸受產業重視，對於剛畢業的新鮮人而

言，因為沒有任何職場經驗，證照的價值更顯重要¨根據※▼４人力銀行調查，證照

テ是許多企業在面試工作時的最低門檻，也是競己力的新指標，證照對於求職最直接

的幫助，就是增加面試機會¨有八成企業主願意優先給予有證照的求職者面試機會，

顯示專業的證照對於面試是有加值效果，證明擁有證照是吃香的！ 

政府機構推動檢定認證制度テ行之多年，此制度可幫助建立正確的職業觀念，提

升工作服務品質，強化工作安全¨一般而言，凡涉及安全衛生行業的工作，對證照是

更加的重視¨本校為落實技職教育ひ務實致用ふ的理念，鼓勵學生在就學期間多考取

相關證照，其目的乃在協助學生投入職場的就業準備¨為了讓同學瞭解持有證照的重

要性，並接受完善的教學品質，本校對於學生未來職場的工作能力需求上，仔細規劃

課程及補救教學，著重實務應用取向，透過參與相關技能檢定，考核學生是否具備達

成工作能力，儲備其職務的競己力¨ 

俗云ひ家財萬貫，不如一技在身！ふ擁有技能的同時，還要有效落實證照制度，

並訓練良好的工作態度′穩定性′抗壓性及表達溝通能力，以及解決問題的能力，迅

速融入職場並提升就業能力¨擁有完善的證照，才能提升未來就業的競己力，縮短就

業尋覓期，建立職場就業自信心¨因此，由衷希望家長能瞭解技職教育證照取得的重

要性，並給予孩子信心及支持¨敬祝 

闔家平安 諸事如意 

           穀保家商實習處 敬上 

 

 



致穀保家商所有關心孩子的家長們： 

面對來勢洶洶的疫情，三級警戒的時間又延長到六月中，面對各種未知與變動，以及過多資

訊的湧入，不免影響著彼此的生活作息以及內心的平衡，讓穀保家商輔導室陪著您一起ひ面

對疫情下的自我照顧ふ~ 

 

一′ 在面對疫情時，您有以下的反應是正常的  

1. 比平常易焦慮不安′害怕¨  

2. 情緒起伏較大¨  

3. 緊張′神經緊繃¨  

4. 常常想起疫情相關報導′畫面或資訊¨  

二′ 您可以有這些照顧自己的方式  

1. 跟平常一樣的生活作息¨  

2. 做些喜歡的事¨  

3. 在家裡維持運動的習慣¨  

4. 透過通訊軟體和他人互動及聊天¨  

5. 適量關心疫情相關訊息¨  

三′ 如何和學校一起協助有情緒狀況的孩子  

    當家長觀察到孩子明顯受情緒影響，可以先關心孩子對疫情的看法和感受，瞭解孩子受

疫情影響的程度，關懷接納孩子的不安，並安撫孩子的焦慮情緒¨ 

    若孩子嚴重受情緒影響持續兩週，出現焦躁′精神緊繃′失眠′惡夢′無法專心′不再

從事興趣或因過度焦慮而無法出門等情形，請適時轉知學校老師提供協助或尋求專業輔導人

員的輔導¨ 

    如果家長有任何疑問或評估孩子需要轉介輔導資源，可以主動電話聯繫輔導室 或是 

email 連繫 ，班級的輔導老師們也會利用電話或郵件回信去進行對學生的關心喔！ 

職稱 姓名 電話 E-MAIL 輔導班級/業務 

輔導主任 馬旭 2971-2343 

分機501 

p622@kpvs.ntpc.edu.tw 餐一禮甲乙、觀三智、 

餐三禮甲乙 

輔導教師 高國益 
分機502 

p237@kpvs.ntpc.edu.tw 資處科′餐飲科一般班′ 

體一～二智 

輔導教師 王庭玉 
分機510 

p200@kpvs.ntpc.edu.tw 時尚科′多媒科′ 

高一及高二特殊教育學生 

輔導教師 陳宣孝 
分機503 

p985@kpvs.ntpc.edu.tw 型一～三禮甲乙′餐一～三義甲乙′

餐一～二禮甲乙′體三智′餐三實 

行政人員 吳怡慧 分機508 p921@kpvs.ntpc.edu.tw 綜合資料維護、學生學習歷程系統 

 

四′ 尋求專業的協助 

如果您的生活作息テ經受到影響，且持續超過兩週以上，例如上班無法專心 ′三餐毫無胃

口′內心認為一定會被傳染而焦慮不安，還有以下的社會資源可以協助您緩解這些狀況¨  

請撥打安心專線:1925 (依舊愛我 免付費′ 24 小時′全年無休之心理諮詢服務) 

如有家庭教育相關問題，歡迎加入ひ新北家庭教育平台ふ！請點選以下連結加入社群！ 

https://line.me/ti/g2/T9SJ5cYfPPl9WovmEAex8w?utm_source=invitation&utm_medium=lin

k_copy&utm_campaign=default 

                                                            穀保家商輔導室 關心您 



輔 導 室 工 作 報 告 

     

    輔導室的設立，主要是幫助學生解決生活′學習′生涯各方面的困擾，讓學生在

生理′心理′學業′人際′親子′交友′感情等都能得到良好的適應與理想的遍展¨

輔導室的具體工作內容如下： 

 

一′建立全校學生個別輔導資料，以供輔導時之參考；並適時移轉資料，以供延續輔

導之需¨ 

二′實施心理健康及興趣等測驗，幫助學生了解自己′探索未來之方向¨ 

三′協助就讀一般班身心障礙學生辦理資源教室，並視學生需求設計相關輔導課程，

於課後提供學生進行加強輔導¨ 

四′進行教師輔導工作自我檢視，幫助教師了解輔導作為，增強輔導知能，建立更高

的輔導共識¨ 

五′舉辦全校教師特教與輔導研習，與教師溝通輔導觀念′作法，增強輔導知能¨ 

六′每週二早自習利用心靈有約時間，播映有關ひ生命教育ふ′ひ性別平等教育ふ′

ひ特殊教育ふ′ひ生涯規劃ふ′ひ家庭教育ふ等影帶，並請同學撰寫觀賞心得，

或請導師帶引進行分組或團體輔導活動¨ 

七′成立輔導室志工服務隊及推廣教師認輔工作，鼓勵師生遍揮教育愛，視輔導工作

為自我成長與生活快樂的泉源¨ 

八′舉辦生涯規劃相關活動，如升學博覽會′四技二專入班宣導及升學輔導演講等，

讓學生了解自我特質與升學′就業選擇互動的關係，增強學生未來生涯規劃的信

心¨ 

九′舉辦親職教育日活動，讓家長瞭解孩子在校作息情形′培養親子和諧關係，並達

成教育上之共識，有效輔導學生¨ 

十′宣導性別平等等相關資料，澄清學生對異性交往的正確觀念，給予學生積極的建

議及自我檢視的方法¨ 

十一′進行學生個別′小團體及班級諮商等輔導工作，幫助學生了解′接納′肯定′

實現自我，以遍展個人最大潛能¨ 

十二′與各處室合作推動生命教育′性別平等教育′家庭教育等相關議題融入教學課

程¨ 

十三′定期舉辦特殊教育學生個別化教育計畫會議，審視特殊教育學生學習狀況，並

透過親師會談給予彈性教學目標及評量方式¨ 

十四′提供本校教師及家長對輔導學生疑難問題的諮詢¨必要時轉介其他相關輔導機

構，以期提供更完善的三級輔導服務¨ 

十五′校網不定期公告教師′家長′學生相關研習或活動資訊，鼓勵全校師生及家長

掌握資源¨ 

 

 



親職教育諮詢機構 

一′緊急救援 

24小時保護專線 080422110 台北市 24小時保護專線(02)27062495 

台北市女警隊(02)23061444 婦女救援基金會(02)23929595 

康乃馨保護專線(02)27062495 北市少年輔導委員會(02)23467601 

二′諮詢機構電話協談專線 
(1)諮詢機構 

反璞歸真心理工作室う02え27010813 活 泉 身 心 理 整 合 輔 導 中 心

(02)23821885.0932908182 

觀新心理諮商中心(02)23633590 懷仁全人遍展中心(02)23117155 

呂旭立紀念基金會(02)23635939 鄭石岩開悟諮商中心(02)22368722 

現代人力潛能開遍顧問公司

(02)27184447 

耕心協談中心(02)23711154 

新北市板橋心理衛生中心

(02)22542454 

新北市三重心理衛生中心(02)29869755 

(2)電話協談 

台北市張老師(02)27166180   新北市張老師(02)29896180 

台北市生命線(02)26099595 新北市生命線(02)29679595 

佛教觀音協談專線(02)25590447 馬偕協談中心平安線(02)25310505 

教師諮詢服務專線(02)22866629 宇宙光輔導中心(02)23627278 

基督教勵友中心(02)25942493    天主教台北青友中心(02)29239112 

晚晴婦女協談專線(02)25580170  

三′醫藥保健 

榮總毒藥物諮詢(02)28757525 市立療養院藥物戒癮科(02)27285791 

板橋心裡衛生諮商服務

(02)29602500-233 

市立療養院精神科(02)27264186   

榮總王大夫專線(02)28719494 婦幼醫院青少年諮詢(02)23941617 

性病防治所(02)25115334 陽明醫院同性戀諮詢(02)28353456-

6386 

杏陵醫學基金會(02)23627363 榮總同性戀諮詢(02)28719404 

衛生署愛滋病諮詢(02)23962874 社 教 館 家 庭 教 育 服 務 專 線

(02)25781885 

基督教社會談會(02)25361952 新 北 市 家 庭 教 育 服 務 專 線

(02)22554885 

家庭生活教育中心(02)28830310 家庭生活教育推廣協會(02)25771550 



信誼基金會父母學苑(02)23971252 人 本 教 育 基 金 會 教 育 諮 詢

(02)23623645 

心路文教基金會(02)25959778 千代文教基金會(02)28742526 

友緣社會福利基金會(02)27693319 師範大學特殊教育中心(02)23922784 

智障者家長協會(02)23971506  

一般法律問題：新北市聯合服務中心(02)27256168 

中國人權協會(02)27210281 消費者文教基金會(02)27001234 

婦女新知女人 104專線(02)25500708 台北律師公會(02)23515071 

民法諮詢專線(02)2721033  

 

  



111學年度四技二專日間部′四技進修部二專夜間部升學流程圖 

 

 

  

至錄取學校報到 

可至招策鑌會網站查詢 111學年度四技
二專甄選入學、四技二專日間部聯合渶記

分渞、四技進修部二專夜間部各區聯合招

生之統測各類別之招生學校、科系及名額 

報名 111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 

(報考目標校系所招收之考試類別) 

參加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考試 

取得統測成閈單 

報名參加採計統測成閈 
之招生管道 

報名四技二專 

甄選入學 

(至多 3志願) 

報名四技二專 

日間部聯合渶記分渞 

四技二專單獨招生 

請見各校招生網站 

參加其他採計統

測成閈之單獨招

生(例如：空軍航
院、陸軍專校、

海軍官校二專部) 

第一階段： 

統測成閈篩選 

第二階段： 

指定項目甄試 

網路選填志願 

(至多 199志願) 

依各校指定 

日期、時間 

自行報名 

依簡章規定繳交

各項資料或參加

其他甄試項目 



111學年度四技二專聯合招生管道一覽表 

招生管道 招生簡介 

四技二專甄選入

學 

四技二專甄選入學採計四技二專統測成績¨甄選第一階

段為統測成績篩選，通過篩選的考生可參加第二階段指

定項目甄試，各校系依統測成績及指定項目甄試核算總

成績¨ 

四技二專日間部

聯合返記分遍 

四技二專日間部聯合返記分遍依四技二專統測各科加權

後之總成績排序後，按考生選填志願分遍¨ 

四技日間部申請

入學聯合招生(招

收高中生) 

四技日間部申請入學聯合招生管道招收對象為高中應

屆′非應屆畢業生及高職藝術群科學生，採計大學學測

成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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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校系依統

測成績及指定項目甄試核算總成績¨ 

四技二專技優保

送入學 

四技二專技優保送入學招收國際技能競賽國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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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保送資格者可直接選填志願分遍

錄取¨ 

四技二專技優甄

審入學 

四技二專技優甄審入學招收技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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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甄審資格的

考生可至多選擇 5個校系報名並參加指定項目甄審，招

生學校依考生甄審成績及技優加分比例核算總成績¨ 

科技校院繁星計

畫聯合推薦甄選 

技職繁星計畫辦理目標在使每一所高職的學習表現優秀

學生，皆有就讀優質科技校院的機會¨每所高職學校可

推薦 8名學生，甄選方式依七大比序項目排序後，依考

生選填之志願進行分遍作業¨ 



111學年度四技二專其他招生管道 

招生管道 招生簡介 

四技二專在職專班
招生 

四技二專在職專班係以招收在職人士為對象之招生管
道，報名考生須為非應屆畢業生或同等學力考生，應
屆畢業生無法報名，且報名時必須繳交在職證明¨ 

科技校院附設專科
進修學校招生 

進修專校為科技校院所招收之專科學制回流教育管
道，上課時間有非常高的比例安排於週六及週日上
課，因此極適合在職人士返校進修，此外也有配合職
場人員上班時間屬性，安排於晚上或休假日之上課時
段¨ 

藝術與表演類系科
單獨招生 

包含樹德科技大學表演藝術系′台南應用科技大學美
術系及舞蹈系，以及國立臺灣戲曲學院各學系等科技
校院藝術類系科，因為重視考生現場創作或表演實
力，因此皆採單獨招生方式辦理招生作業，不採計統
一入學測驗成績，而以術科考試方式評量考生¨ 

身心障礙學生招生 

身心障礙學生招生管道包括ひ身心障礙學生升學大專
校院甄試ふ及ひ身心障礙學生單獨招生ふ，讓身心障
礙考生除了一般生招生管道之外，也具備更多元專屬
的升學管道¨ 

運動績優學生招生 

運動績優學生招生管道包括ひ高級中等以上學校運動
成績優良學生升學輔導甄審′甄試ふ及ひ重點運動項
目績優學生單獨招生ふ，適合具備單項運動專長的考
生¨ 

產學合作班招生 

產學合作班招生管道包括ひ雙軌訓練旗艦計畫招
生ふ′ひ產學攜手合作計畫專班招生ふ以及其他各校
提供各學制部分系科名額所招收之產學(建教)合作
班，適合想要提早投入職場，又能兼顧學習的考生¨ 

風雲再起-鼓勵成
人就讀大學方案 

ひ風雲再起-鼓勵成人就讀大學方案ふ(簡稱 224方
案)招收大學′四技及二專日夜學制，免學測′統
測′指考成績，讓符合資格有心向學的考生有機會一
圓大學夢¨ 



軍警校院與特殊身
分考生招生 

軍事校院士官二專班招生′臺灣警察專科學校專科警
員班正期學生組招生′原住民專班招生′國軍退除役
官兵招生等，適合有志從事軍警工作或是特殊身分的
考生繼續升學進修¨ 

其他四技二專單獨
招生管道 

四技二專尚有其他經教育部核准之日間部及進修部部
分名額單獨招生，提供給偏遠地區′轉換跑道或者未
能即時報考統測之考生最後的升學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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