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立士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函 
 

機關地址：11165臺北市士林區士商路150號 

承辦人：林詠齊 

電話：28313114#511 

電子信箱：yungchi0211@slhs.tp.edu.tw 

 

受文者：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8月24日 

發文字號：北士商輔字第1076000595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各校發文計畫 

 

主旨：為辦理本校107學年度升學博覽會，敬請查照。 

 

說明： 

一、本校107學年度升學博覽會分為雲端博覽會及升學博覽

會。 

二、參與雲端博覽會者，請於108年1月18日星期一前交寄影

片檔案至本校，光碟或隨身碟形式皆可，本校實施方式詳見

附件。 

三、參與升學博覽會者本校將於108年5月10日星期五舉辦，

將於前一週再發放參展須知。 

四、敬請各校於107年11月30日星期五前完成線上表單申請，

線上表單網址：https://goo.gl/forms/zNOy5wDQjXyXeBg23。 
正本：東海大學、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輔仁大學、東吳大學、中原大學、淡江大

學、中國文化大學、逢甲大學、靜宜大學、長庚大學、元智大學、中華大學、大葉

大學、華梵大學、義守大學、世新大學、銘傳大學、實踐大學、朝陽科技大學、南

臺學校財團法人南臺科技大學、高雄醫學大學、真理大學、大同大學、臺北醫學大

學、中山醫學大學、龍華科技大學、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大學、樹德科技大學、

明新科技大學、中國醫藥大學、聖約翰科技大學、中國科技大學、遠東科技大學、

萬能學校財團法人萬能科技大學、健行學校財團法人健行科技大學、建國科技大學、

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中臺科技大學、宏國學校財團法人宏國



德霖科技大學、亞東技術學院、致理學校財團法人致理科技大學、中信學校財團法

人中信金融管理學院、黎明技術學院、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華夏學校財團法人華

夏科技大學、景文科技大學、台北海洋學校財團法人台北海洋科技大學、明志科技

大學、台南家專學校財團法人台南應用科技大學、臺北市立大學、國立臺灣大學、

國立政治大學、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立成功大學、國立中興大學、國立清華大學、

國立中央大學、國立交通大學、國立中山大學、國立中正大學、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國立陽明大學、國立東華大學、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國立臺北大學、國立嘉義大學、

國立高雄大學、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國立

臺北科技大學、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國立

臺北藝術大學、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國立宜蘭大學、國立聯合大學、國立臺中科技

大學、國立澎湖科技大學、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國立臺中教育

大學、國立臺南大學、國立臺東大學、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國立金門大學、國立臺灣戲曲學院、國立屏東大學、國立臺北商業大學、國立臺南

護理專科學校、長庚學校財團法人長庚科技大學、醒吾學校財團法人醒吾科技大學、

大華學校財團法人大華科技大學、文藻學校財團法人文藻外語大學、臺北市立百齡

高級中學、臺北市私立泰北高級中學、臺北市私立惇敘高級工商職業學校、臺北市

私立稻江高級護理家事職業學校、臺北市立陽明高級中學、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商業

家事職業學校、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 

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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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士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107學年度「大專校院升學博覽會」實施計畫 

一、 依據： 

本校生涯輔導實施計畫。 

二、 目的： 

（一）加強與各大專校院之合作關係，藉以開拓學生未來升學進路。 

（二）宣導各大專校院教育目標、學習特性與未來進路，協助有意願升學

之學生了解各大專校院學校科系，確立目標，適性選擇。 

三、 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輔導室。 

(二)協辦單位：本校各處室及各科。 

四、 參加對象： 

(一)雲端博覽會：全校師生。 

(二)升學博覽會： 以日高三及進高三應屆畢業班學生為主要宣導對象，有興

趣之教師、家長、其他年級學生亦可參加。 

本校科別及班級數如下： 

科別 班級/人數 科別 班級/人數 

商經科 6/174 資處科 4/134 

會計科 2/69 應外科 5/137 

國貿科 6/162 廣設科 3/115 

五、 辦理時間： 

(一) 雲端博覽會：107學年度下學期。 

(二) 升學博覽會：108年 5 月 10日星期五下午 1點至 4點。 

六、 辦理地點： 

(一) 雲端博覽會：各班教室。 

(二) 升學博覽會：本校 4樓禮堂。 

七、 參加學校： 

(一) 雲端博覽會：邀請各公私立大專校院及本校策略聯盟學校提供大專院校

介紹影片或直播機會。 

(二) 升學博覽會：邀請各公私立大專院校及本校策略聯盟學校至本校擺攤介

紹校內科系，敬邀本校鄰近友校前來一同與會，並於前一週發放與會通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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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實施方式： 

(一) 雲端博覽會： 

1. 由大專院校端進行介紹影片拍攝，並提供檔案至本校。 

2. 播放當日會開放線上表單供學生進行回饋填寫及問題提問。 

3. 播放影片當日會於中午 12:10~12:30及 17:30~17:50撥放影片。 

(二) 升學博覽會： 

1. 靜態資料展示，或於攤位搭配多媒體方式介紹相關系所資訊。 

2. 當日會發放學習單給參加學生撰寫，事後由輔導室統一收回查閱，填寫

優良的學生給予嘉獎乙次，並可參加抽獎活動，以茲鼓勵。 

3. 活動當天各班依排定時間參觀，每堂課約 6-8 班學生，由各班任課教師

帶領進場參觀，並填寫學習單(回饋單)於活動後繳至輔導室。 

4. 活動當天安排高三學生協助服務台各校簽到及其他控管事宜，給予服務

態度良善且完成該時段服務者嘉獎乙次。 

九、 實施流程： 

(一) 雲端博覽會： 

1. 107學年度上學期結業式前以郵戳為憑接收大專院校之影片檔案。 

2. 107學年度寒假期間將影片檔案交由資訊組進行後製，並於寒假期間確

認無聲廣播系統之運行。 

3. 107學年度下學期開學後，自 108年 3月起，於午休時間與晚自習時間

依照排程進行撥放。 

(二) 升學博覽會： 

日期 活動時間 活動內容 活動地點 

 
 

5 
月 
10 
日 

（五） 

12：10～13：00 各校報到/場地佈置  
 
 
本 
校 
學 
生 
活 
動 
中 
心 

13：10～14：00 校長致詞 
305-306、309-312 
（會計科/國貿科） 

14：10～15：00 301-304、320-322 
（商經科/廣設科） 

15：20～16：10 313-316、317-319 
（資處科/應外科） 

16：10～17：00 進 301-306 
(商經科/應外科/國貿科) 

17：00～18：00 場地恢復 

十、 經費： 

所需費用由本校相關經費支應。 

十一、 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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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宣導影片最晚請於 108年 1月 18日星期五繳交（郵戳為憑），繳交方式光

碟或隨身碟皆可。 

(二)回饋表單若有需要使用貴校表單，也請於影片繳交時，一併交寄。 

(三)各校宣導資料若需紙本發放，可於升學博覽會發函當日注意事項時，再行

交寄。 

(四)請經由電子表單報名，若無法進入再填寫下方回復表以電子郵件交寄公函

聯絡人信箱。電子表單：https://goo.gl/forms/zNOy5wDQjXyXeBg23  

十二、 本計畫呈校長核可後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https://goo.gl/forms/zNOy5wDQjXyXeBg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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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士林高商 107 學年度『雲端博覽會』 

參加意願回覆表 

活動時間 107 學年度下學期 

活動形式 
1. 以多媒體方式介紹相關系所資訊。 

2. 完成後填寫表單寄送貴校，詢問問題。 

學校名稱 
 

參加意願 

（請勾選） 

□ 願意參加 

□ 不克參加 

聯絡人 1 

職稱 姓名 聯絡電話 傳真 

    

e-mail： 

聯絡人 2 

職稱 姓名 聯絡電話 傳真 

    

e-mail： 

備註 

請貴校於 108 年 1 月 18 日前使用本表合併資料交寄至本校輔導室。 

將參與意願回覆本校輔導室承辦人。 

電子表單：https://goo.gl/forms/zNOy5wDQjXyXeBg23  

承辦人：輔導室 林詠齊主任 

聯絡電話：（02）2831-3114 分機 511 

聯絡地址：11165 臺北市士林區士商路 150 號 
 

  

https://goo.gl/forms/zNOy5wDQjXyXeBg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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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士林高商 107 學年度『升學博覽會』 

參加意願回覆表 

活動時間 108 年 5 月 10 日星期五下午 1 點至 4 點 

活動形式 
1. 以現場擺攤方式介紹相關系所資訊。 

2. 可先行交寄文宣品至下方聯絡地址。 

學校名稱 
 

參加意願 

（請勾選） 

□ 願意參加。 

□ 不克參加 

聯絡人 1 

職稱 姓名 聯絡電話 傳真 

    

e-mail： 

聯絡人 2 

職稱 姓名 聯絡電話 傳真 

    

e-mail： 

備註 

請貴校若需存放文宣資料 

請於 108 年 5 月 3 日前將文宣資料交寄至本校輔導室。 

電子表單：https://goo.gl/forms/zNOy5wDQjXyXeBg23  

承辦人：輔導室 林詠齊主任 

聯絡電話：（02）2831-3114 分機 511 

聯絡地址：11165 臺北市士林區士商路 150 號 

 

 

https://goo.gl/forms/zNOy5wDQjXyXeBg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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