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充實教學設備 
  （一）109年度私校補助款購置－ 

項目 單價 數量 局補助款額 自籌款額 

信義樓耐震補強第二期工程 4,650,000 1 3,712,881 937,119 
合計 3,712,881 937,119 

（二）109年度綜合高中補助款購置－ 

設備名稱 單  位 單價 數量 補助款項 自籌款項 
iPad  台 11,000 4 30,800 13,200 

（三）109年度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級中等學校充實一般科目教

學設備 

經常門 

資本門 

購置項目 單價 數量 補助款項 自籌款項 

解說導覽機 7,000 30 190,400 19,600 

智慧音箱 3,000 2  6,000 

桌遊 8,000 1  8,000 

出發臺 6,000 1  6,000 

電動打氣機 5,000 1  5,000 

發令槍 3,000 1  3,000 

合計 190,400 47,600 

購置項目 單價 數量 補助款項 自籌款項 

雷射印表機 53,000  1 53,000   

國文科教學相關數位媒材 50,000  1 50,000   

相關圖書 30,000  1 30,000   

數學領域相關書籍、雜誌、影片 50,000  1 50,000   

電腦還原系統 118,000  1 118,000   

網路連線設備 17,000  1 17,000   

桌球檯 20,000  8 129,800 30,200 

各類比賽計分牌 20,000  3  60,000 

拔河繩 21,000  1  21,000 

合計 447,200 111,200 

 



 

（四）109年度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級中等學校優化實作環境—

充實基礎教學實習設備 

資處科 

廣告設計科 

室內空間設計科 

資訊科 

購置項目 單價 數量 補助款項 自籌款項 

多媒體編輯軟體 16,910 8 135,280  

3D繪圖軟體 12,800 2 25,600  

影音處理軟體 12,000 4 5,320 42,680 

合計 166,000 42,680 

購置項目 單價 數量 補助款項 自籌款項 

掃瞄機 30,000  2 60,000  

數位相機 90,000  1 90,000  

非線性剪輯軟體 31,000  3 93,000  

數位成音軟體 18,000  5 79,000 11,000 

外景燈組 35,000  2  70,000 

合計 322,000 81,000 

購置項目 單價 數量 補助款項 自籌款項 

水平式鑽床 68,000  1 68,000  

砂輪機 15,000  2 30,000  

圓盤砂光機 18,000  1 18,000  

圓盤鋸機 15,000  2 30,000  

數位相機鏡頭組 90,000  2 180,000  

工作檯桌椅組 19,000  5 45,000 50,000 

程控電腦 45,000  1  45,000 

桌上型鑽床 16,000  2  32,000 

合計 371,000 127,000 

購置項目 單價 數量 補助款項 自籌款項 

函數波產生器 13,000 10 130,000  

直流電源供應器 13,000 25 325,000  

溫控 SMD拆銲臺 30,000 4 120,000  



航空電子科 

餐飲管理科 

幼兒保育科 

二、辦理多元適性新生入學 

數位儲存示波器 20,000 10 29,000 171,000 

有線網路連線設備 25,000 1  25,000 

合計 604,000 196,000 

購置項目 單價 數量 補助款項 自籌款項 

多軸無人機實驗機台 45,000 10 450,000  

有線網路連線設備 25,000 1 25,000  

電子實驗器 30,000 3 90,000  

介面電路教學實驗器 20,000 5 39,000 61,000 

檢修教學實驗器 30,000 3  90,000 

合計 604,000 151,000 

購置項目 單價 數量 補助款項 自籌款項 

咖啡磨豆機 25,000 2 50,000  

攪拌機 45,000 9 405,000  

電烤爐 40,000 9 288,000 72,000 

發酵箱 90,000 1  90,000 

冷卻架 24,000 1  24,000 

合計 743,000 186,000 

購置項目 單價 數量 補助款項 自籌款項 

工作檯 20,000 2 40,000  

手提式拷克機 16,000 1 16,000  

手提式縫紉機 28,000 2 56,000  

冰箱 35,000 1 35,000  

數位鋼琴 27,000 1 27,000  

樂器 12,000 1 12,000  

教具 12,000 1 12,000  

教具櫃 12,000 2 24,000  

組合桌椅 10,000 2 20,000  

福氏教具組 25,000 1 25,000  

蒙氏教具組 200,000 1 104,000 96,000 

合計 371,000 96,000 



（一）推動新生入學獎學金優惠辦法：優先入學守滬專案、吾愛吾校獎學金、      

績優入學獎學金。優惠辦法公告於招生專區 

     （網址：http://t.cn/Eq6vUGw） 

  （二）辦理適性教育家長說明會，招生專區網路報名 

 （三）110學年度招生科別(學程)班級數及人數 

學制 類科(學程) 特色班 
招生 

班級數 

招生 

人數 

技術型高中 

航空電子科  1 45 

資訊科  1 45 

室內空間設計科 
 

1 
25 

裝修職人 20 

幼兒保育科  1 45 

餐飲管理科 

 
2 

45 

烘焙 45 

建教合作班 2 90 

實用技能班 餐飲技術科 
 1 45 

集中式特教班 1 15 

合計 11 420 

（四）110 學年度新生多元入學管道招生人數(註冊組) 

      入學管道 

 

招生科別 

實用 

技能 

特色 

招生 

優先 

免試 

免試 

分發 

建教 

合作 

集中式

特教班 

航空電子科 --- --- 15 30 --- --- 

資訊科 --- --- 15 30 --- --- 

室內空間設計科 --- 20 15 10 --- --- 

幼兒保育科 --- --- 15 30 --- --- 

餐飲管理科 
(含建教班) 

--- 45 15 30 90 --- 

餐飲技術科 45 --- --- --- --- 15 

合計人數 45 65 75 130 90 15 

（五）110學年度新生多元入學時程表 

入學管道 招生科別/特色 國中報名 報到時間 

技優甄審入學

(分發) 
國中技藝學程技藝成績優良 05/21(五) 06/10(四) 

http://t.cn/Eq6vUGw


實用技能班 

(分發) 
實用技能班-餐飲技術科 05/21(五) 06/10(四) 

特色招生甄選

(術科測驗) 

餐飲管理科(烘焙專班) 

室內空間設計科(裝修職人) 

03/19(五)截止 

04/25(日)考試 
06/10(四) 

優先免試入學 

(第一類私校) 

臺北市學區國中生撕榜登記 

綜高、航電、資訊、幼保科 

餐飲、廣設、室內空間設計 

05/18(二) 06/15(二) 

免試入學分發 
(會考、志願序) 

基北區國中生志願序分發 

綜高、航電、資訊、幼保 

餐飲、廣設、室內空間設計 

06/29(二) 07/08(四) 

三、配合臺北市教育政策推動重點工作 

  （一）學校創新、激發學生潛能、發展教師專業 

        1.創新、實驗教育：發展課程及教學創新，辦理兩班三組教學模式；  

          推動資訊科技融入課程，提升學校網速及教室資訊設備之硬體環境

基礎建設。 

        2.精進教育: 推展適性生涯就學方案，辦理提升學習弱勢補救教學，創        

新差異化及補救教學；英語情境中心學習，導入科技情境體驗；推展        

課程與教學活化創新與發展特色。 

        3.發展適性特殊教育：尊重學生個別差異，以學生需求為中心。 

  （二）教師專業發展實踐方案(教專認證、教學評鑑)。 

  （三）校務暨高中職專業類科自主評鑑。 

  （四）學校發展課程計畫與評鑑。 

  （五）臺北市高中職課程與教學前瞻計畫，強調教師社群與課程發展，因應新

課綱全面推動與改變學校課程結構，發展學校課程地圖及落實素養   

導向課程教學與評量。 

  （六）高職優質化輔助方案計畫。 

  （七）高職均質化輔助方案。(引導社區就近入學，就輔技檢組主辦，教務處

協辦) 

  （八）高中職教師專業社群。 

四、教學績效 

類別 成果 

技藝

競賽 

（一）109.01  2020東南盃創新設計大賽 室設二信 黃閔暄 

              榮獲 空間設計類 佳作。 

（二）109.01  2020東南盃創新設計大賽 室設二信 黃靖雅 

              榮獲 空間設計類 佳作。 

（三）109.01  2020東南盃創新設計大賽 廣設二信 古恩美 

              榮獲 遊戲設計類 佳作。 

（四）109.01  2020東南盃創新設計大賽 廣設二信 林妤柔 

              榮獲 遊戲設計類 入選。 



（五）109.01  2020東南盃創新設計大賽 廣設二信 江智誠 

              榮獲 遊戲設計類 入選。 

（六）109.09  第 50屆全國技能競賽榮獲青年組麵包製作。 

榮獲銅牌：餐飲科應屆畢業校友陳秉森。 

（七）109.09  第一屆國產雜糧創意廚藝競賽-創意五榖雜糧米漢堡組。 

榮獲優勝：餐三義黃詩容。 

（八）109.08  第一屆品祿盃咖啡藝術競賽-咖啡拉花高中職組。 

榮獲第二名：餐三義蔡佳恒。 

（九）109.09  景大盃第三屆飲品藝術挑戰賽-創意飲品&服務達人組。 

榮獲優勝：餐三義莊姍柔、張文禕。 

（十）109.09  景大盃第三屆飲品藝術挑戰賽-Monin傳統調酒組。 

榮獲佳作：餐三義邱洪得、林佑宸。 

（十一）109.10  桃園市 2020第四屆國際青年創意美學競賽-傳調調酒組。 

榮獲銅牌：餐三義林佑宸、餐二信蔡佩君。 

榮獲佳作：餐三義尹韻金。 

（十二）109.10  桃園市 2020第四屆國際青年創意美學競賽-飲品雕花組。 

榮獲銀牌：餐三義莊姍柔。 

（十三）109.10  2020陸羽盃客家茶飲暨茶餐料理競賽-創意飲調有酒精組。 

榮獲金牌：餐三義林佑宸、餐二信蔡佩君。 

榮獲銀牌：餐三義邱洪得。 

榮獲銅牌：餐三義莊姍柔。 

（十四）109.10  2020陸羽盃客家茶飲暨茶餐料理競賽-創意飲調無酒精組。 

榮獲金牌：餐二勤李其蓁。 

榮獲優勝：餐二勤林孟嫻。 

（十五）109.10  2020陸羽盃客家茶飲暨茶餐料理競賽-創意餐桌佈置組。 

榮獲銅牌：餐三勤沈毅霆、廖宸緯。 

榮獲優勝：餐二勤劉家妤、王秀文。 

（十六）109.10  2020陸羽盃客家茶飲暨茶餐料理競賽-創意廚藝組。 

榮獲銅牌：餐二勤周沛蓉、呂立閎。 

（十七）109.10  2020陸羽盃客家茶飲暨茶餐料理競賽-創意客房造型組。 

榮獲優勝：餐二勤方子維。 

（十八）109.11  2020-全國咖啡飲調技藝競賽「SSE-Barista」。 

榮獲銅手獎：餐飲三義莊姍柔。 

（十九）109.11  2020-全國咖啡飲調技藝競賽「SSE-Barista」。 

榮獲佳作：餐飲三勤高家騏、餐飲二信余涵亘、詹晴媗。 

（二十）109.11  2020台北海大盃海洋創意飲調大賽。 

榮獲銀牌：餐飲二信蔡佩君。 

（二十一）109.11  2020台北海大盃海洋創意飲調大賽。 

榮獲銅牌：餐飲三義邱洪得。 

（二十二）109.11  2020台北海大盃海洋創意飲調大賽。 

榮獲佳作：餐飲三義林佑宸、餐飲二信何旻蓁。 

（二十三）109.11  2020 THE ONE黎饗盃頂尖餐旅人才-餐飲服務技術職種。 

榮獲佳作：餐飲三信林芃寬。 

（二十四）109.11  2020 THE ONE黎饗盃頂尖餐旅人才-烘焙製作職種。 

榮獲佳作：餐飲三信張愛翎。 

（二十五)109.11   2020 THE ONE黎饗盃頂尖餐旅人才-中餐烹調職種。 



榮獲佳作：餐飲三義黃詩容。 

（二十六）109.11  2020荷蘭國際餐飲挑戰賽-伴手禮製作賽組。 

榮獲金牌：餐二信陳怡蓉。 

（二十七）109.11  2020荷蘭國際餐飲挑戰賽-伴手禮製作賽組。 

榮獲銀牌：餐二信謝佳紋。 

五、實習組 
    109學年度第一學期國中技藝教育：       

（一）臺北市合作式國中技藝教育課程：計有 9 校，4班，66人，餐旅職群 A-1班、

餐旅職群 A-2班、餐旅職群 A-3班及餐旅職群 A-4班。 

    （二）臺北市技藝教育專案編班課程：計有 1校，1班，16人，瑠公國中餐旅職群。 

    （三）辦理新北市國中技藝教育課程抽離式合作班：計有 1校，1班，28人。達觀               

國中餐旅職群、設計職群。 

    （四）支援國中技藝教育社團、多元班、高關懷班：計有 12校，19班，330人。 

    （五）萬芳餐旅職群(社團)、蘆洲電子職群(社團)、五峰電子職群(社團)、景美設               

計、餐旅職群（晚輔）、民族設計職群（晚輔）、景興電子、餐旅職群(多元               

班)、木柵所有職群(多元班)、興雅餐旅職群(多元班)、古亭設計職群(多元               

班)、重慶設計、餐旅職群(多元班)、達觀設計、電子職群(高關懷班) 五峰               

餐旅職群(高關懷班)。 

    （六）臺北市 109年度暑假國中生職業輔導研習營(公辦)：計有 9班，225人 

    109學年度第二學期國中技藝教育： 

    （一）臺北市合作式國中技藝教育課程：計有 10校、3班、37人，餐旅職群 A-1            

班、餐旅職群 A-2班及電機電子職群航空電子班 A-1班。 

    （二）臺北市技藝教育專案編班課程：計有 1校，1班，13人，瑠公國中餐旅職群。 

    （三）辦理新北市國中技藝教育課程抽離式合作班：計有 1校，1班，26人，五峰餐旅

職群。 

（四）支援國中技藝教育社團、多元班、高關懷班：計有 9 校，18班，325人。 

蘆洲電子職群(社團)、五峰電子職群(社團)、景美設計、餐旅職群（晚輔）、民

族設計職群（晚輔）、景興電子、餐旅及設計職群(多元班)、木柵所有職群(多元

班)、興雅餐旅、設計及電子職群(多元班)、龍門電子職群(多元班)、達觀電子

職群(高關懷班) 五峰餐旅、設計職群(高關懷班)。 

 （五）臺北市 110年度寒假國中生職業輔導研習營(公辦)：計有 12班，339人。 

 

109學年度重大工作: 

（一） 109/09/02(三)餐飲管理科校內實習開始。 

（二） 109/09/15(二)臺北市合作式國中技藝教育課程始業式。 

（三） 109/10/23(五)辦理臺北市 109學年度公私立國民中學生活科技創作競賽。 

（四） 109/12/04(五)辦理臺北市 109學年度公私立國民中學家政活動學藝競賽。 

（五） 109/12/12(六)新北市達觀國中技藝班成果展。 

（六） 109/12/12(六)臺北市瑠公國中技藝專班成果展（校外）。 

（七） 109/12/22(二)臺北市合作式國中技藝教育課程結業式暨成果展。 

（八） 110/01/14(四)臺北市國中技藝教育專案編班結業式暨成果展（校內）。 

（九） 110/01/21(四)~110.01.22(五)辦理臺北市 110年度寒假國中生職業輔導研習營。 

（十） 110/02/23(二)臺北市合作式國中技藝教育課程始業式。 

（十一） 110/02/26(五)新北市五峰國中技藝教育課程始業式。 

（十二） 110/04/14(三) 辦理臺北市 109學年度國中技藝教育課程技藝競賽餐旅職群中餐



職種及電機電子職群航空電子職種。 

（十三） 110/05/04(二)辦理臺北市技藝班技藝學程結業式成果。 

（十四） 110/05/28(五)新北市五峰國中技藝班成果展。 

（十五） 110/06/17(四)臺北市國中技藝教育專案編班結業式暨成果展（校內）。 

（十六） 110/07/01(四)~110.07.02(五)辦理 110年度臺北市國中生暑假職業輔導研習營。 

 

六、就業輔導技檢組 
   

109-1 工作報告： 
（一）辦理 12 所國中共計 37 個班級的職探課程。 
（二）支援國中小校外校慶設攤位、升學博覽會及北市教育博覽會，合計 18 場。 
（三）餐會 8 場、家長及教師研習 6 場，合計 14 場次。 
（四）辦理成人教育秋季班，基礎瑜珈 9 人。 
（五）目前餐飲管理科辦理建教合作班(輪調式)。  
（六）定期召開招生委員會，全校招生工作會議，招生工作規劃及安排。 
 (七)  在校生丙級檢定學科測試及報名。 
 (八)  全國技藝競賽報名及交通住宿安排。 
 
 
109-2 工作報告： 
（一）目前安排辦理 6 所國中共計 11 個班級的職探課程。 
（二）支援國中升學博覽會、入班宣導、餐會及其他活動。 
（三）滬江 QR-CODE 抽獎活動線上問卷抽獎活動。 
（四）辦理成人教育春季班。 
（五）申辦資訊科建教合作班(實習式)。 
（六）定期召開招生委員會，全校招生工作會議，招生工作規劃及安排。 
 (七)  辦理在校生丙級檢定術科測試。 
 (八)  全國技藝競賽培訓規劃及第一階段報名。 



七、圖書館工作報告 
一、概況： 

  (一)館藏：本館藏書共計 39,406冊，期刊有 48種，報紙 3種。 

  (二)開放時間：週一到週五：08:00～17:00。 

義工時間 12:30～13:00、午休時間 13:00～14:00暫不開放。 

 (三)服務項目：閱覽服務、借還書服務、參考諮詢服務、利用指導服務、影印機服務、借

用場地服務、館內平板設備借用服務。 

  (四)閱覽方式：館內各類圖書除當期期刊、報紙、漫畫、參考工具書(R)之外，皆可以下列

方式借出：學生憑學生証借閱 2 本，借期 2 週；教職員工憑證借閱 5 本，

借期 2週；每本皆可辦理續借 1次。 

 (五)場地借用：借用圖書館場地上課或研習，請填寫教師借用場地申請單，並完成會辦單

位核章，於借用前一日送至圖書館。空白表格請至校網圖書館下常用檔案

下載；亦可逕至圖書館索取。 

二、重點工作： 

(一)設定 109學年度閱讀主題為「喜閱校園˙享讀青春」，期許滬江圖書館能以愛為核心，

分享圖書到校園的各角落，建立書香文化校園環境，使滬江師生皆能樂於閱讀、樂享

青春，讓精神更豐富，讓生活更多彩。 

(二)圖書館空間與資源的運用： 

1.閱覽空間情境佈置：規劃閱讀區、新書區及各類暢銷書櫃區，增加書籍曝光、提升書

籍借閱，養成學生閱讀習慣。 

2.館內舒適閱讀角落：提昇學生閱讀動機，營造校園閱讀環境。 

3.報廢藏書:使館藏空間做最大的利用，維持圖書館館藏品質。 

(三)推廣校內閱讀風氣： 

1.辦理「滬江校閱讀擂臺賽」，提升學生閱讀動機與興趣，並選拔培訓臺北市競賽選手。 

2.圖書借閱比賽：鼓勵全校師生借閱圖書館藏書，每學期末統計借閱率，分班級組、學

生個人組、教師組競賽。 

3.辦理班級共讀：配合學務處週記寫作及各週中心德目，選錄適合學生閱讀之書籍、期

刊、網路文章，編製主題閱讀與班級經營結合之週記，一學期一冊。 

(四)推動學生參加校外閱讀、創作活動：主要推動四項校外閱讀、創作活動：博客來高中

生平台書籍推薦文、中學生網站閱讀心得、中學生網站小論文、TC臺北青年金筆獎創

作比賽。 

(五)主辦、協辦校內外相關藝文活動：結合本校特色活動，並融入美感教育、生命教育及

情感教育議題，辦理各項藝文活動，以培養學生多元藝才能力，提升藝術文學涵養，

形塑校園藝文氛圍。 

(六)協助閱讀團體成立：成立學生社團樂讀社，提提昇學生閱讀動機，以養成終身閱讀習

慣。並與輔導室合辦親師讀書會，利用下班後定期聚會討論，分享閱讀資訊及心得。 

(七)推廣圖書館利用教育：宣導圖書館運用，提升師生使用率。 

(八)推廣臺北酷課雲利用：推廣協助教師學習運用酷課雲各項功能；提供磨課師相關進修

資訊。 

(九)圖書及視聽資料選購：除全校教職員生推薦書單外，加強各科選書委員交流，滿足各

科師生須求。 

(十)出版圖書館館訊：學期中每月出刊 1 期，提供新書資訊、優秀推薦文賞及圖書館各項

活動訊息，並擇二本當月新書，做為特推私房書籍介紹，為同學推薦值得一讀的好書。。 

(十一)招募喜愛圖書館與閱讀同學，擔任本校圖書館義工，並提供服務學習之機會。 

(十二)每月公佈各班級及教職員借書概況。 

(十三)利用贈書辦理漂書活動，設置閱讀漂書小站，充分運用校園可閱讀空間。 



三、108學年度第二學期工作報告： 

(一)中學生網站閱讀心得寫作比賽： 

109.06 綜高二信張淨嵐參加「全國高級中學閱讀心得寫作第1090315梯次」榮獲優等。

指導老師：陳秉心老師。 

(二)中學生網站小論文寫作比賽： 

109.06 餐飲三信程萬年參加「全國高級中學小論寫作第1090325梯次」榮獲甲等。指導

老師：邱惠琴老師。 

(三)辧理學習歷程檔案實作研習： 

1.時間：109.07.08(三)13:10～15:00 

2.主講：木柵高工果綵婕老師 

3.地點：資訊樓301教室 

4.參加人數：42人： 

(四)辧理櫻花月特色活動—校園書展： 

1.書展主題：淺談科技與未來 

2.展出日期：109.03.09(一)～109.03.13(五) 

3.展出時間：08:30～17:30 

4.展出地點：圖書館 

5.「購書贈書抽獎活動」共抽出十位幸運師生： 

航訊三信蔡又齊 書籍：階梯寫作 

廣設三信許惠菁 書籍：溫柔時光 

餐飲三信劉慧映 書籍：跑步訓練的科學 

餐飲二勤林子傑 書籍：約會大作戰 

資訊一信游承諺 書籍：我是大人了 

綜高三信胡聿  書籍：LoveLive！Sunshine!! FIRST FAN BOOK 

蔡玲玲校長     書籍：臺灣尋寶記 

餐飲一勤康紫玲 書籍：角落小夥伴的生活 

廣設三信劉怡靜 書籍：主廚的菜單(下) 

餐飲三信古恩綺 書籍：告別依戀 

(五)辧理櫻花月特色活動—「花現滬江」心靈小語創作比賽： 

照片

編號 
班級 姓名 投稿內容 名次 

1 綜高一信 蔡采真 
一人孤單，兩人作伴，三人畫面

最好看。一年四季，永不分散 
入選 

2 綜高一義 林芯伃 
櫻花是美若天仙的花間少女，也

是我稍縱即逝的青春年華 
入選 

3 資訊一信 林栩安 
櫻花，落入凡間的仙女，撫慰大

地，溫暖人間 
入選 

4 資訊一信 雷凱宇 
春天裡，粉紅佳人綻放著迷人的

笑容，我，沉醉其中 
入選 

5 綜高一義 余欣潔 
雨後的櫻花就像人生一樣，在經

歷風雨後，依然清新美麗 
第三名 

6 餐飲二義 蔡俊宇 
青春就像盛開的櫻花，在短暫的

燦爛後留下永恆的回味 
入選 



7 資處二信 黃智揚 

此刻 櫻開 

一期 知音難逢 

一會 刻骨銘心 

第一名 

8 室設二信 
朱晉亨 

潘俊陵 

在櫛比鱗次的樹枝中，撫子粉般

的櫻花有如鳳毛麟角 
入選 

9 室設二信 翁睿辰 
獨立專注於櫻花本身擡頭對望勤

愛樓，突顯淡粉色的孤獨 
入選 

10 餐飲二信 文嘉馨 
櫻花就像清純的少女，粉粉嫩嫩

的，充滿了戀愛的氣息 
入選 

11 航電二信 吳姿儀 不需花團錦簇，簡單也是一種美 入選 

12 資處三信 林鈺婷 寒霜將退，春攜櫻來 入選 

13 餐飲三勤 趙昱愷 在生命的盡頭，露出最美的微笑 入選 

14 航訊三信 

張芳瑜 

陳鈞弘 

吳彥賓 

李彥彬 

傲然兀立生長 

√1=1 一枝獨秀 

粉色花瓣是我對世界的期待 

第二名 

15 餐飲三義 黃靖芳 
單一的存在也能散發熱情； 

不顯眼的枝頭也有耀眼光芒 
入選 

(六)辧理 108-2滬江校園閱讀擂臺賽： 

名次 班級 隊名 隊員 

1 餐飲二義 宏瑋不敗隊 邱洪得、陳宜莛、高詩婷 

2 資處二信 我是小仙女隊 廖廷瑜、高巧媛、張景峻、曾柏誠 

3 資訊二信 
男人的嘴 

騙人的鬼隊 
楊崴程、劉宇恩、陳俊言、陳俐潔 

(七)辧理滬江高中教職員工暨退休教師聯合藝文展： 

1.展出日期：109.05.27(三)～109.06.18(四) 

2.展出種類：分書畫海報區、手做作品區展出 

3.展出件數：共計約35件 

4.展出地點：圖書館 

(八)辦理滬江圖書館館藏借閱比賽： 

1. 學生班級組 

期 別 班 級 借閱率 獎勵 

第一期 
109.02.25(一)～109.03.31(二) 

綜高一信 22冊/21人=1.04冊 

免集合 

放學 

一次 

餐飲一勤 18冊/33人=0.55冊 

第二期 
109.04.01(三)～109.05.12(二) 

航電二信 122冊/29人=4.2冊 

綜高一義 20冊/22人=0.9冊 

第三期 
109.05.13(三)～109.07.03(五) 

綜高一義 31冊/22人=1.4冊 

室廣一信 26冊/25人=1.04冊 

2. 學生個人組 



名 次 班 級 姓名 借閱冊數 獎勵 

第一名 室設一信 劉祈宏 40冊 獎勵金伍佰元、獎狀一紙 

第二名 綜高一義 林芯伃 38冊 獎勵金參佰元、獎狀一紙 

第三名 餐飲一勤 鍾嘉文 32冊 獎勵金貳佰元、獎狀一紙 

3. 教職員工組 

名 次 領域/處室 姓名 借閱冊數 獎勵 

第一名 國文科 王延蕙老師 38冊 敘獎嘉獎一次 

第二名 餐飲科 楊雅琦老師 14冊 敘獎嘉獎一次 

第三名 輔導室 陳姵汝老師 11冊 敘獎嘉獎一次 

 (九) 辦理班級共讀延伸心得分享活動： 

1. 第一次 

名次 班級 姓名 獎勵 

優良 餐飲二勤 簡丞胤 嘉獎兩次、獎勵金貳佰元 

優良 綜高一信 蔡采真 嘉獎兩次、獎勵金貳佰元 

優良 綜高一信 陳佳妤 嘉獎兩次、獎勵金貳佰元 

佳作 綜高一義 包穎薰 嘉獎乙次、獎勵金壹佰元 

佳作 綜高三信 游雅惠 嘉獎乙次、獎勵金壹佰元 

佳作 綜高三信 曾弘晴 嘉獎乙次、獎勵金壹佰元 

佳作 餐飲一信 詹佳穎 嘉獎乙次、獎勵金壹佰元 

佳作 資處三信 莊佳穎 嘉獎乙次、獎勵金壹佰元 

佳作 資處二信 高巧媛 嘉獎乙次、獎勵金壹佰元 

2. 第二次 

名次 班級 姓名 獎勵 

優良 資處二信 高巧媛 嘉獎兩次、獎勵金貳佰元 

優良 綜高一信 蔡采真 嘉獎兩次、獎勵金貳佰元 

優良 綜高一信 何佳軒 嘉獎兩次、獎勵金貳佰元 

佳作 餐飲二勤 簡丞胤 嘉獎乙次、獎勵金壹佰元 

佳作 資處二信 楊菘峻 嘉獎乙次、獎勵金壹佰元 

佳作 綜高一義 邱譯賢 嘉獎乙次、獎勵金壹佰元 

佳作 綜高一義 包穎薰 嘉獎乙次、獎勵金壹佰元 

佳作 餐飲一信 詹佳穎 嘉獎乙次、獎勵金壹佰元 

(十)學期中每月中旬新書上架，並公告、發放新書通告紙本及電子檔；109.03～109.06共

計上架 159 本新書；每月下旬出版 1 期圖書館館訊，109.02～109.06 出版 86～90 期



館訊，共計 5期。 

(十一)109.07配合學務處訓育組編輯 109學年度第 1學期週記，結合每週中心德目編輯選

文並引導學生閱讀及延伸思考。 

四、109學年度第二學期工作計畫： 

(一) 推廣校內閱讀風氣： 

1.圖書借閱比賽 

①鼓勵全校師生借閱圖書館藏書，每學期統計借閱率，分班級組、學生個人組、教師組

競賽。 

②班級借閱率 (班級總借閱冊數/班級人數)分三期統計，每期班級借率最高兩班，可免

集合放學一次。 

③學生個人組前三名，分別頒發獎勵金五佰元、三佰元、二佰元，及獎狀一紙。 

2.辦理班級共讀 

①配合學務處週記寫作及各週中心德目，選錄適合學生閱讀之書籍、期刊、網路文章，

編製主題閱讀與班級經營結合之週記，一學期一冊。 

②每週主題閱讀文章皆融入兩個以上議題，文章後編寫 2-3個延伸思考問題，方便導師

於班級共讀後引導學生深思文章、討論議題，學生於週記寫下個人主題閱讀之延伸思

考筆記。 

③每學期由學務處於兩次週記抽查時，挑選學生優良筆記數篇，刊登於圖書館館刊。優

良筆記作者每人記嘉獎兩次、獎勵金二佰元。 

3.組織並辦理滬江學生閱讀社團——樂讀社 

①每學期初配合學務處社團活動招募樂讀社社員，上、下學期各六次活動。 

②上學期活動：參觀特色圖書館、協助辦理滬江說書人比賽、了解書籍介紹及書評內涵

技巧。 

 (二) 推動學生參加校外閱讀、創作活動： 

1.本校主要推動四項校外閱讀、創作活動：博客來高中生平台書籍推薦文、中學生網站

閱讀心得、中學生網站小論文、TC臺北青年金筆獎創作比賽。 

2.前揭第一、二項由國文領域教師主導推動，第三項由實習處各群科專題製作教師主導

推動，最後一項由國文領域及設計群科教師主導推動。 

3.分別辦理閱讀心得及小論文寫作要點講習。 

4.博客來高中生平台獲星級認證、中學生網站獲獎同學，除依例記嘉獎外，每人加贈圖

書禮券一佰元。(三)青春博客來平臺： 

 (三)主辦、協辦校內外相關藝文活動： 

1.辦理校慶週主題課程成果展 

①配合學務處上學期辦理校慶週特色活動，教務處及實習處分別規畫各領域及群科主題

課程，圖書館協辦課程作品成果展。 

②參展領域：國文領域、英文領域、數學領域、室內空間設計科及廣告設計科。 

2.辦理滬江說書人比賽 

①每班 1-2組代表、每組限一人，由各班國文教師薦舉。參賽選手選擇一本已出版書籍

作介紹，紙本書籍或電子書皆可。 

②說書內容可包括：相關書訊、書籍內容、思想主題、寫作技巧、個人見解等。說書時

間以 3分鐘為限，一開口即計時，2:30按鈴一次，3:00按長鈴立即停止。 

③前三名各頒獎狀一紙，並分別計小功乙次、嘉獎兩次、嘉獎乙次；獎勵金五佰元、三

佰元、二佰元。 

④競賽表現優良選手，另攝製說書人影片，上傳 YouTube、滬江高中粉絲團，並於本校

川堂電子公布欄播放，分享給全校師生。 

3.辦理校外藝文參訪活動 



①配合樂讀社社團活動，上、下學期各辦理一次校外藝文參訪活動，參加對象以樂讀社

社及當學期圖書義工為主。 

②上學期參訪特色圖書館，暫定臺北市立圖書館北投分館。 

五、借閱統計表 

學期 借閱冊次 借閱人次 借閱人數 借閱率 

106上學期 1050 627 193 0.9 

106下學期 804 543 196 0.7 

107上學期 893 572 185 1.15 

107下學期 772 470 132 0.93 

108上學期 687 401 155 1.06 

108下學期 830 504 182 1.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