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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商業家事職業學校　函

地址：臺北市信義區松山路655號

承辦人：林麗芳

電話：02-27261118轉711

電子信箱：angellin@mail.ssvs.tp.edu.tw

受文者：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2月3日

發文字號：北市松商輔字第1076004537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實施計畫及意願調查表1份(824292_1076004537_1_ATTACH1.pdf)

主旨：檢送本校「107學年度大學暨技專校院博覽會實施計畫」1

份，歡迎貴校師長及學生蒞校參加，請查照。

說明：

一、本校為增進學生對各大學暨技專校院的認識，作為升學校

系選擇之參考，提升應試與推甄的知能與做好生涯規劃，

特辦理本活動。

二、博覽會辦理日期及時間：107年12月26日(三)上午9時至下

午3時。

三、本校「107學年度大學暨技專校院博覽會實施計畫 」及相

關表件如附件，請於107年12月7日(五)前填妥「意願調查

表」後將電子檔(以e-mail方式)傳送至本校承辦人，並做

電話確認。

四、聯絡人：林麗芳小姐，聯絡電話：(02)27261118分機711

，或輔導主任顏玲好，分機700。

正本：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臺北市立大學、國

立政治大學、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國立中央大學、國立中興大學、國立臺北大學

、國立臺北大學進修部、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立屏東大學、國立宜蘭大學、輔

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輔仁大學、東吳大學、中原大學、世新大學、淡江大學、銘

傳大學、實踐大學、中國文化大學、長庚大學、亞洲大學、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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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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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國立臺北商業大學、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國立臺中科技

大學、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國立高雄科

技大學、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國立澎湖科技大學、台北海洋

學校財團法人台北海洋科技大學、文藻學校財團法人文藻外語大學、中華學校財

團法人中華科技大學、致理學校財團法人致理科技大學、德明財經科技大學、朝

陽科技大學、明志科技大學、樹德科技大學、中國科技大學、台南家專學校財團

法人台南應用科技大學、亞東技術學院、長庚學校財團法人長庚科技大學、嘉藥

學校財團法人嘉南藥理大學、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東南科技大學、

龍華科技大學、光宇學校財團法人元培醫事科技大學、景文科技大學

副本： 2018-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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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北市立松山高級商業家事職業學校 

107 學年度大學暨技專校院博覽會實施計畫 

一、 依據：本校 107 學年度生涯輔導活動實施計畫辦理。 

二、 目標：透過升學宣導活動，增加學生對各大專校院的認識，並作為升學選校之參考，

提升應試與推甄的準備，與做好生涯規劃。 

三、 辦理單位： 

(一) 主辦單位：輔導室 

(二) 協辦單位：教務處、總務處、學務處、教官室及家長會 

四、 參加對象： 

(一) 本校學生、教師及家長 

(二) 臺北市公私立高職夥伴學校(士林高商、松山工農、協和工商、育達商職等)學生 

五、 活動時間：107 年 12 月 26 日(三)08：00~15：00 

六、 活動地點：本校活動中心 2樓 (校址：11080 臺北市信義區松山路 655 號，學校位置

與交通路線，如計畫附件 1。) 

七、 活動流程： 

時間 活動內容 負責單位/主持人 活動地點 

08：10~ 

08：50 

報到 輔導室 活動中心 1樓 

展場攤位佈置 參展學校 

活動中心 2樓 09：00~ 

15：00 

參觀活動 

(學校特色與校系解說) 

參展學校 

輔導室 

12：00~ 

12：10 

貴賓、師長及參展學校 

代表入座(餐敘準備) 
輔導室 

活動中心 1樓 

演講廳 12：10~ 

13：00 

餐敘時間 

(致贈感謝狀及交流時間) 

校長 張瑞賓 

家長會長 葛介正 

參展學校代表/本校各

處室主任及各科科主

任 

八、 參展學校注意事項： 

(一) 欲派員參加本校升學博覽會之大學暨技專校院： 

1. 請於 107 年 12 月 7 日(五)前填妥「意願調查表(如計畫附件 2)」後將電子檔(以

e-mail 方式)寄至本校承辦人幹事林麗芳，電子郵件信箱：

angellin@mail.ssvs.tp.edu.tw，並請於 mail 後致電確認，聯絡電話：(02) 

2726-1118 轉 711。 

2. 本活動實施計畫及相關表件，請逕自本校「首頁/松商焦點/升學資訊」(http: 

//www.ssvs.tp.edu.tw/files/11-1000-10.php)下載。 

3. 活動時間為 107 年 12 月 26 日(三)08：10~15：00，請各校務必於 08：50 前完成

場佈，並派員參加中午餐敘時間，另請勿於 15：00 前離場，以維護活動品質。由

於活動場地限制，攤位數量有限，以可全程參與之學校為優先。 

4. 各校參展位置由本校代為抽籤排定，「參展學校配置圖」將於活動前以電子郵件通

知貴校承辦人，並公佈於展場報到區及博覽會手冊。 

5. 各校如有獎勵清寒學生就讀、特殊表現加分、特色課程、未來升學進路輔導等措

施，請於文宣醒目處予以標示或於解說時多加宣傳。 

6. 為免衍生《個人資料保護法》相關問題，請勿要求本校學生填寫個人資料。 



7. 為避免參展學校互相干擾，請勿在展場使用擴音設備。 

8. 每校佈置展覽空間將視參展校數調整，原則上約為長 2.5 公尺，寬 2.5 公尺，並

提供1桌(180cm *60cm)及4椅，請各校勿超出範圍以免影響參觀動線及學生安全。 

9. 考量本校用電安全，恕無法提供電源。如各校參展設備需供電，請自備足夠電量

電池。 

10. 本校設有熱食部及合作社，歡迎活動當日中午可自行至熱食部選購午餐，輔導

室亦於當日報到櫃台提供代購便當之服務，可向服務人員詢問及訂購。 

11. 本校高二、高三科別/班級數/人數現況如下表(每一節課平均約 7個班級進入會

場參觀)，高一同學未特別安排係利用下課時間自行參觀，請衡酌人數備足簡介文

宣。 

科別 年級 班級數 人數 

國貿科 
高三  3 班 99 

高二  3 班 95 

會計科 
高三 1 班 34 

高二  1 班 28 

應外科 
高三  2 班 66 

高二  2 班 65 

商經科 
高三 4 班 127 

高二 4 班 130 

廣設科 
高三  3 班 104 

高二  3 班 100 

資處科 
高三  2 班 59 

高二  2 班 70 

室設科 
高三  2 班 64 

高二  2 班 77 

體育班 
高三  1 班 17 

高二  1 班 26 

高二高三學生總人數                1161 人 

友校人數：待報名統計後，於行前通知告知。 

九、 臺北市公私立高中職夥伴學校參加注意事項： 

(一) 為使校際輔導資源共享，裨益學子，特邀臺北市公私立高中職夥伴學校參加。 

(二) 欲派員參加本校升學博覽會者： 

1. 請於 107 年 12 月 13 日(四)前填妥「(高中職)參觀意願調查表(如計畫附件 3)」後

將電子檔(以 e-mail 方式)寄至本校承辦人幹事林麗芳，電子郵件信箱：

angellin@mail.ssvs.tp.edu.tw，並請於 mail 後致電確認，聯絡電話：(02) 

2726-1118 轉 711。 

2. 本活動實施計畫及相關表件，請逕自本校「首頁/松商焦點/升學資訊」(http: 

//www.ssvs.tp.edu.tw/files/11-1000-10.php)下載。 

十、 聯絡人：幹事林麗芳，聯絡電話：(02) 2726-1118 分機 711 或輔導主任顏玲好，聯

絡電話：(02) 2726-1118 分機 700。 

十一、 經費：本次活動所需經費由本校 107 年度輔導活動及家長會經費相關項下支應。 

十二、 本計畫陳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臺北市立松山高級商業家事職業學校 

學校位置與交通路線 

 

一、 本校校址：11080 臺北市信義區松山路 655 號 

二、 本校總機：(02)2726-1118 

三、 交通工具： 

（一） 公車：搭乘 33, 46, 207, 257, 263, 277, 286, 299 或信義幹線至「松山商

職」站下車。  

（二） 捷運： 

1. 搭乘捷運板南線至「永春站」，由 4號出口向前直行，遇松山路右轉向前走至

松山路底(步行約 10 分鐘)。 

2. 搭乘捷運信義線至「象山站」，由 2號出口向後轉，轉乘公車信義幹線、88、

207 至「松山商職」站下車。 

（三） 火車：松山火車站松山路出口，搭乘 286 公車至「松山商職」站下車。 

（四） 開車：開車請由臺北市信義區松山路 655 號（1號門）進出 

（五） 請盡量搭乘大眾交通工具，車位有限，敬請見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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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市立松山高級商業家事職業學校 

106 學年度大學暨技專校院博覽會參展意願調查表 

參展學校名稱  

參展意願調查 
□12/26(三)將派員到校解說，並提供相關文宣資料。 

□其他：                                                     

活動當天 

特殊需求 

1. 活動當天本校提供長桌 1張、折疊椅 4張。 

2. 若需看板、延長線、視聽播放器材請各校自備。 

(考量本校用電安全，恕無法提供電源。) 

3. 貴校文宣資料可於活動前一天寄達本校警衛室，當天請自行至警衛室

領取後搬至活動會場。 

(地址：11080 臺北市信義區松山路 655 號松山家商輔導室) 

4. 其他特殊需求請填寫： 

貴校聯絡教師 

所屬單位： 職    稱： 

姓    名： 聯絡電話： 

行動電話： 傳真電話： 

電子郵件信箱： 

貴校帶隊教師 

所屬單位： 職    稱： 

姓    名： 聯絡電話： 

行動電話： 傳真電話： 

電子郵件信箱： 

到校解說之教

師與學生人數 
教職員        位，學生        位 

貴校參加中午

餐敘教師 

所屬單位：__________________  職    稱：___________________ 

姓    名：__________________  餐食葷素：□葷  □素 

※本校免費提供每校 1人午餐餐盒給參與中午餐敘之各校代表 

停車需求調查 

(請盡量利用大

眾交通工具) 

□不需要  

□需  要：        輛 

備註： 

1. 欲派員至本校參加本次升學博覽會者：請於 107 年 12 月 7 日(五)前填妥「意願調查表」

mail 至本校承辦人幹事林麗芳，電子郵件信箱：angellin@mail. 

ssvs.tp.edu.tw，並請於 e-mail 後致電確認，聯絡電話：(02)2726-1118 轉 711，謝謝。 

2. 本活動實施計畫及相關表件，請逕自本校「首頁/松商焦點/升學資訊」

(http://www.ssvs.tp.edu.tw/files/11-1000-10.php)下載。 

計畫－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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