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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年職業學校商業與管理群科中心學校
第 1 次諮詢委員暨委員會議記錄
時
地
主

間：101 年 3 月 9 日(星期五)上午 10 時
點：國立臺中家商 第一閱覽室(綜合大樓 3 樓)
席：鍾校長克修

記

錄：楊憶采

壹、 主席致詞
各位諮詢委員、各位委員大家好！今天是 101 年第 1 次諮詢委員暨委員會議，首先
感謝各位委員的協助。對群科中心不管在工作的推動上與內部的協調合作都有很大的幫
助，非常感謝。今年因本校建築耐震補強工程，造成可使用之研習會場減少，特別感謝
松山家商及高雄高商對於研習場地的協助，讓商管群業務能夠繼續順利推展。

貳、 頒發聘書
一、 諮詢委員、核對委員通訊錄。
二、 聯絡資訊若繕打有誤，敬請見諒，並請告知中心工作小組人員修正。

參、 業務報告
一、 群科中心專任助理陳佳吟小姐因另有規劃，於 101.3.9 離職，感謝陳小姐過去協助業務
的努力。101 年商管群中心聘任陳琇琄小姐加入群科中心工作團隊，續為商管群科學校
服務。
二、 奉技職司指示召開「高職會計學課綱因應國際會計準則實施差異對照表」審議會議，本
中心於 101.2.24 召開，邀請技職司推薦之產、官學界 11 位委員出席，研擬調整之彙總
表，預定於 101.3.13 召開公聽會。
三、 行政組：
(一)100.12.7 赴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參加「群科中心學校期末報告暨 101 年工作計畫審查
會議」。
(二)100.12.8 繳交「商業與管理群科中等學校類別群科師資需求」予工作圈。
(三)100.12.9 寄發「100 年專題製作教學手冊」至各商管群科學校。
(四)100.12.27 奉中辦室指示，調查並推薦「商業與管理群科特色學校」，予工作圈。
(五)101.1.6 召開商業概論數位化教材第三次諮詢委員審查會議。
(六)101.1.10 奉中辦室指示，發函調查商管群科學校「100 學年度職業類科電腦實習費
收費情形調查」，並於 101.1.30 回覆調查結果。
(七)101.2.1 發函至商管群科學校調查「職業學校商管群科課程規劃實地諮詢輔導」。
(八)101.2.4 發函調查商管群科學校「101 年商管群特色課程及專題製作實施特色」。
(九)101.2.6 赴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參加「101 年職業學校群科課程推動工作圈第一次工作
圈聯席會議」。
(十)修訂商業與管理群科中心學校 101 年度工作計畫書，並於 2.15 郵寄至工作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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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101.2.24 召開「高職會計學課綱因應國際會計準則實施差異對照表審議會議」。
(十二) 101.3.8 赴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參加「101 年職業學校群科課程推動工作圈第二次
工作圈聯席會議」。
(十三) 101 年全國高職實務專題製作競賽相關事項：
1. 101.2.24「101 年全國高職實務專題製作競賽-商業與管理群科」截止報名，並於
101.2.29 收件完畢，小論文組共 142 件，電腦應用組共 28 件。
2. 101.3.6 郵寄參賽作品給小論文組 3 位評審委員與電腦應用組 2 位評審委員。
3. 依據 101.2.23 職業學校推動工作圈，101 年職業學校課程推動工作圈第 1 次工作
圈委員會議紀錄。決議專題製作競賽本競賽如有跨群報名之情況，該組頇有超過
三分之一(無條件四捨五入)學生隸屬於該群科，方能報名參賽。競賽期間頇遵守
該群複賽辦法，如有違反，該群科中心學校可依其辦法取消資格。例：同隊 5 名
學生內有 2 名學生為機械群、1 名動力機械群、1 名電機與電子群，1 名為化工群，
則該隊僅能報名機械群科中心學校辦理之複賽，並依循該群辦法參賽。
四、 研發組：
(一)辦理「100 年度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商業概論數位教材推廣」教師研習於 2 月 15、16、
22 日分「北區」
、
「中區」
、
「南區」三個場次辦理完畢，研習課程感謝淡江大學陳慶
帆教授、臺中家商邱瓊雲老師、鄭美蘭老師、白河商工蘇玟慈老師以及松山家商、
高雄高商兩所學校的鼎力協助。參與教師數分別為北區 44 位、中區 45 位、南區 49 位。
(二)101.2.23 於本校辦理「100 年度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商業概論數位教材推廣成果發
表」，課程感謝本校陳進通主任、新民高中黃照明組長及勝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三)預定 101.3.14 於本校辦理「教師發展研習課程」。
(四)預定 101.3.20、21 辦理「電子書製作研習」，分「中北區」及「中南區」共兩場次
於松山家商、高雄高商辦理。
五、 資訊組：
(一)配合 101 年群科中心顏色管理，網站更新為粉紅色系。
(二)群科中心網站
1. 「最新消息」14 筆訊息。
2. 「行事曆」1~3 月行事曆。
3. 「商管群學校」更新 101 年商管群學校服務名單，計有 219 校、315 科、124 學程。
4. 「人才庫」依教師授課專長更新人才資料庫，「高中職教師」計 2613 人、「專家
學者」計 3408 人。
5. 「升學與就業」8 筆技能檢定歷屆試題及標準答案、24 筆技藝競賽試題。
6. 「教師研習/研習訊息」101 年教師研習列表。
7. 「成果報告」100 年期末報告。
8. 發行第 59~62 期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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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置「101 年全國高職學生實務專題製作競賽-商業與管理群科」線上報名系統、101
年商管群教師研習(一)「電子書製作研習」線上報名系統、商業概論數位教材推廣
研習及成果發表線上報名系統、99 課程綱要線上問卷系統。

肆、討論提案
案由一：「101 年度商管群科中心學校諮詢委員暨委員會議」會議日期，提請討論。
說 明：(一) 依據教育部職業學校群科中心學校實施計畫規定，群科中心學校每年頇召
開委員會議至少 4 次。
說

明：(二) 101 年度會議日期擬定如下，是否合宜，請惠賜卓見。
第二次：101 年 6 月 6 日(三)
第三次：101 年 9 月 11 日(二)

決

第四次：101 年 11 月 8 日(四)
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99 職業學校群科課程綱要」教師意見調查表，提請討論。
說 明：(一) 為了解商管群科教師對於「99 職業學校群科課程綱要」實施之相關意見，擬
發文各商管群科服務學校，蒐集彙整課綱相關意見。
說 明：(二) 意見調查表是否合宜請惠賜卓見。
決 議：修改如 P6 附件 1。
案由三：有關強化群科中心學校教師研習管控方式，提請討論。
說 明：(一) 依據工作圈指示以及群科中心訪視委員意見，對於未參與研習教師宜建立控
管機制。
說 明：(二) 目前商管群研習實施計畫皆加註請珍惜研習資源，報名經錄取請勿缺席，群
科中心將列為爾後核予各校研習名額的參考。
說 明 ：(三) 針對研習報名後遲到早退及缺席之教師，群科中心學校擬於研習辦理完畢
後，彙整缺席及遲到早退教師資料，行文至該教師服務學校及工作圈，以利
控管。請委員針對此控管機制惠賜卓見。
決

議：針對研習缺席之教師，個別行文通知該教師服務學校。另外於研習實施計畫及線
上填報系統加註「報名研習之後未參加者，將行文通知原服務學校。請優先遴派
未曾參加商管群研習活動者參加。」

伍、臨時動議
陸、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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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101 年職業學校商業與管理群教師意見調查表

親愛的老師 您好：
為了解教師對於 99 學年度實施之「職業學校群科課程綱要」的看法及其他問題，特別
設計此問卷，期待能收集更多教師的寶貴意見，因此請您依照實際情況作答，我們會將您
的意見提供給職業學校群科課程推動工作圈作為改進之依據，謝謝您!
商管群科中心學校 101 年 2 月
基本資料：
1. 服務學校：□公立

□私立

2. 校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服務年資：______年
4.職

稱：□專任教師 □導師 □組長 □科(學程)主任 □處室主任

5.所屬科別：□商經科 □會計科 □資處科 □國貿科 □其他科別
□資訊應用學程 □商業服務學程 □其他學程
6.任教科目(可複選)：□計算機概論

□商業概論

□經濟學

□會計學

□其他專業科目 _______________
7.您過去一年內曾瀏覽或使用過幾次商管群科中心學校網站之教學資源：
□3 次以上 □1~2 次 □從未瀏覽或使用過 □不知道商管群科中心學校網站
8.您曾瀏覽或使用過哪些教學資源(可複選)：
□課程綱要
□教學資源(課程新知、教材教法) □電子報
□討論區
□專題製作成果網站 □教學檔案成果網站
□教師研習影音
□最新消息
□諮詢人才庫
□升學&就業 □成果報告
□電子商務(金融)多功能實驗教室(虛擬交易所系統、行銷自動化管理系統、賣場經營決策系統)
□考科題庫系統(各校段考、四技二專、技能檢定、技藝競賽)
□希望群科中心網頁提供那些資訊或服務：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9.您過去曾參加過幾次商管群科中心學校辦理之各項研習：
□3 次以上 □1~2 次 □從未參加--原因：
_________
10.未來您希望群科中心辦理哪方面的研習：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1.您是否有訂閱商管群科中心電子報：□已訂閱 □未收到電子報，下期起請寄到下列
信箱，E-mail：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2.您對於商管群科中心電子報之內容：□滿意 □尚可 □不滿意，原因：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3.給商管群科中心製作電子報之建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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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年職業學校商管群科中心學校

一、您已了解所任教科目之職業學校群科課程綱要(以下簡稱職校群科課綱)的內容：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不了解或需要協助的部分為：＿＿＿＿＿＿＿＿＿＿＿＿＿＿＿＿＿＿＿＿＿＿＿＿＿

二、您已依據職校群科課綱，備妥您所任教科目所需之教材：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未備妥或需要協助的部分為：＿＿＿＿＿＿＿＿＿＿＿＿＿＿＿＿＿＿＿＿＿＿＿＿＿

三、您服務學校之設備符合職校群科課綱之教學需求：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未符合或需要協助的部分為：＿＿＿＿＿＿＿＿＿＿＿＿＿＿＿＿＿＿＿＿＿＿＿＿＿

四、您已能勝任職校所屬科別群科課綱之教學：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未勝任或需要協助的部分為：＿＿＿＿＿＿＿＿＿＿＿＿＿＿＿＿＿＿＿＿＿＿＿＿＿

五、您對於職校群科課綱的修訂感到滿意：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不滿意或需要協助的部分為：＿＿＿＿＿＿＿＿＿＿＿＿＿＿＿＿＿＿＿＿＿＿＿＿＿

六、您對於職校群科課綱「商管群部定專業科目」的訂定感到滿意：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不滿意或需要協助的部分為：＿＿＿＿＿＿＿＿＿＿＿＿＿＿＿＿＿＿＿＿＿＿＿＿＿

七、您使用教材之來源：□書商出版

□自備教材之科目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八、除上述問題外，您尚有其他實施問題及改進建議？

九、對於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時間，您認為適合辦理日期為：
□五月第一週六日
□五月第二週六日
□五月第三週六日
□五月第四週六日
□六月第一週六日
【問卷至此，感謝您惠填寶貴意見!!!】
商管群科中心學校網站 http://ba.tchcvs.t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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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次諮詢委員暨委員會議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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