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北市立永平高中(國中部) 103學年度生涯發展教育 

八年級職群探索暨技職教育教師研習實施計畫 
 

一、依據： 

(一） 教育部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重大議題(生涯發展教育)。 

(二）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生涯發展教育

及國中技藝教育相關經費作業原則。 

(三） 本校生涯發展教育年度實施計畫。 

二、活動宗旨： 

(一） 協助八年級學生在生涯發展過程中，透過實地體驗活動、高職參訪，

瞭解不同職群的學習主題與職場特質，以利九年級選修技藝教育學程

及未來生涯發展抉擇之參考。 

(二） 透過職校類科介紹與實地參訪，增進教師對相關學習內容、課程規劃

與生涯進路有進一步的認識與了解。 

(三） 協助教師蒐集升學進路資訊以落實生涯輔導工作，協助學生適性生涯

選擇。 

三、經費來源： 

(一） 103學年度生涯發展教育經費 LB3HK0 

(二） 輔導處業務費 

四、八年級職群探索活動實施計畫說明表： 

102 學年度永平高中(國中部)8 年級職群探索活動 

活  動  規  劃 

活動 

時間 
■第二學期： 104 年 4 月 2 日 

預計 

合作 

單位 

高職：智光商工、滬江高中、能仁家商 

參加 

人員 

學生： 561 人 

教師： 17  位導師+3位輔導老師（曹志豐、陳巧芬、蕭妘蓁） 

行政單位：教官 1位 

          輔導處 3位行政同仁(陳彥伶、隋靜華、陳思攸) 

預計 

辦理 

方式 

一、時間：104年 4月 2日下午 12:30-16:00 

二、參加對象:八年級全體學生與導師 

三、實施方式： 

1. 依據職校特色，進行機械、電機與電子、商業與管理、設計、餐旅、

家政等職群試探。 

2. 由八年級導師隨車帶隊，並由 3 名行政人員與輔導老師分別至 3 所

職校支援協助。 



3. 八年級同學以班為單位，至安排之職校進行職群參訪活動。 

4. 合作學校與試探科別說明 

 智光商工：資料處理科、電子科、資訊科、機械科、觀光科、

設計群。 

 滬江高中：綜合高中、餐飲管理科、室內設計科、廣告設計科、

資料處理科。 

 能仁家商：觀光科、幼保科、餐飲科、美容科、流行服裝科。 

5. 活動內容：以課程介紹、參觀職校場地設施、Q&A 座談會等方式進

行。 

預計 

成效 

一、透過實際參訪，協助學生瞭解自己興趣並進行職業性向試探，培養

職業興趣認識工作世界。 
二、協助學生認識職群課程內容與進路發展。 
三、輔導學生做適性生涯探索，以進行生涯進路選擇。 

 

 

五、八年級職群探索活動經費編列說明： 

項目 單位 單價 小計 經費來源/說明 

交通車租用

費 
17輛/趟 5,000 85,000 生涯發展經費 LB3HK0 B表 

講義與材料

費 
600份 25 15,000 生涯發展經費 LB3HK0 B表 

保險費 585人 32 18,720 生涯發展經費 LB3HK0 A表雜支

支應，餘由輔導處業務費 4-9 項下

核實支應 

學生 561人、老師 24人，共 585 人 

總計 
118,720  

承辦人             單位主管                    會計主任              校長 



103 學年度八年級社區高職各班參訪學校 

班級 導師姓名 參訪學校 

801 黃瀞儀 智光商工 

802 羅英燦 智光商工 

803 何韻芊 智光商工 

806 聞鳳梅 智光商工 

808 吳秀萍 智光商工 

816 陳怡琪 智光商工 

804 謝寶蓮 滬江高中 

805 蔣衛紅 滬江高中 

810 莊協生 滬江高中 

812 楊宗翰 滬江高中 

815 張婕珍 滬江高中 

817 莊婉俐 滬江高中 

807 吳淑玲 能仁家商 

809 邱麗雅 能仁家商 

811 鍾泠涓 能仁家商 

813 吳逸華 能仁家商 

814 王英蓉 能仁家商 



103學年度八年級高職參訪遊覽車資料 

新北市立永平高級中學輔導處資料組 陳彥伶 2231-9670#242  FAX 2927-7499 

日期：4/2(四) 

時間：下午 1245車到-1600回校 

班級 導師姓

名 

參訪學校 車牌 司機 聯絡手機 停車處 

807 吳淑玲 能仁家商    永平 

809 邱麗雅 能仁家商    永平 

811 鍾泠娟 能仁家商    永平 

813 吳逸華 能仁家商    永平 

814 王英蓉 能仁家商    永平 

801 黃瀞儀 智光商工    仁愛路後區 

802 羅英燦 智光商工    仁愛路後區 

803 何韻芊 智光商工    仁愛路後區 

806 聞鳳梅 智光商工    仁愛路後區 

808 吳秀萍 智光商工    仁愛路後區 

816 陳怡琪 智光商工    仁愛路後區 

804 謝寶蓮 滬江高中    仁愛路前區 

805 蔣衛紅 滬江高中    仁愛路前區 

810 莊協生 滬江高中    仁愛路前區 

812 楊宗翰 滬江高中    仁愛路前區 

815 張婕珍 滬江高中    仁愛路前區 

817 莊婉俐 滬江高中    仁愛路前區 



103學年度八年級職群探索暨技職教育教師研習活動流程與工作分配表 

一、 活動流程 

4/2(四)13:00-16:00參訪活動 

時    間 事    項 備註 

12:30-12:50 

1. 到 YP DOME集合 

2. 各班留一位同學鎖門 

3. YP DOME依集合隊形集合 

4. 點名(12:30)、聯絡未到同學 

 

時    間 出發梯次 前往學校與出發班級 領隊老師-車次 備註 

12:50-16:00 

12:50從 

永平路正門 

能仁家商 

807、809、811、813、

814 

巧芬、思攸 

 
12:50從 

大合作社的門 

滬江高中 

804、805、810、812、

815、817 

志豐、彥伶 

12:55從 

大合作社的門 

智光商工 

801、802、803、806、

808、816 

妘蓁、靜華 



二、工作分配： 

工作項目 工作內容 負責單位(人) 備註 

總督導 督導本計畫之擬定及實施 劉淑芬 校長  

總策劃 實施計畫擬定、工作協調與進度管制 黃佳華   

聯絡高職學校 聯絡職校、安排參訪流程 陳彥伶   

資料準備 學習單設計與印製 陳彥伶  

禮物準備 禮物與包裝 方雲萱  

中正體育館場地借

用與佈置 
4/2(四)中午 12:30-12:50集合出發 陳彥伶  

公假核定 帶隊導師與行政同仁之公假登記 人事室  

校內任課老師課程

安排 
4/2下午八年級導師課務安排 教學組  

集合學生 

4/2中午 12:30 

集合學生並整隊上車 

開合作社大門 

學務處教官 

請 3位教官協助

體育館內 1人、

大合作社門 1

人、校門 1人 

留校教室 
遲到學生點名管理 

教室： 

學務處 

教官、替代役 
 

遊覽車安全檢查 當天車輛安全檢查 總務處  

隨班導師 帶領導師、點名、注意學生狀況 八年級導師  

攝影 協助當天活動之拍照 隨隊教師  

教師技職教育研習

時數之核發 
依教師簽到核發研習時數 教學組  

學習單 批閱、挑選優良作品敘獎 八年級輔導老師  

學生敘獎 表現優良學生 方雲萱  

 



【八年級高職參訪】 導師行前通知 

日期：4/2(四)13:00-16:00 

時間 事項 

 

 

 

1230-1300 

1.12:30到 YP依集合隊形集合。各班留一位同學鎖門。 

2.點名(12:30)，聯絡未到同學。 

3.同學當天只需攜帶簡單紙筆，填寫學習單即可。 

4.此活動教育部規定全體參加，故不安排自習教室。遲到學生到學

務處找教官報到，進行志工服務課程。 

5.學生與教師保險統一由學校辦理。 

6.參與教師核發生涯教育研習時數。 

時間 出發梯次 前往學校與出發班級 領隊老師-車次 

12:45 

永平路正門 
能仁家商 

807、809、811、813、814 
巧芬、思攸 

大合作社側門 
滬江高中 

804、805、810、812、815、817 
志豐、彥伶 

大合作社側門 
智光商工 

801、802、803、806、808、816 
妘蓁、靜華 

一、請導師協助： 

  1.學生上車、下車以及校園參訪、分站活動的點名。 

  2.學習單、回饋表發放、放置於資料袋中 

  3.學習單(白色)學生每人一張，於遊覽車上發放，請學生於參訪時紀錄填寫，  

    並於 4/8(三)前由班長收齊交給各班﹝輔導活動課﹞老師批閱，選出優良作  

    品 3篇，連同學習單送至輔導處資料組記嘉獎表揚。 

  4.回饋單(黃色)每班 10張，請於回程找 10位同學填寫，並於放學前由班長收 

    齊交到輔導處即可。 

 

二、領隊電話：隨隊老師，手機電話 

    滬江： 

    智光： 

    能仁： 

三：遊覽車車牌：______________    司機電話_______________ 

(請老師上車詢問司機後填寫)



【八年級高職參訪】 隨隊教師行前通知 

日期：4/2(四)13:00-16:00 

時間 事項 

 

 

 

1230-1300 

1.12:30到 YP依集合隊形集合。各班留一位同學鎖門。 

2.點名(12:30)，聯絡未到同學。 

3.同學當天只需攜帶簡單紙筆，填寫學習單即可。 

4.此活動教育部規定全體參加，故不安排自習教室。遲到學生到學

務處找教官報到，進行志工服務課程。 

5.學生與教師保險統一由學校辦理。 

6.參與教師核發生涯教育研習時數。 

時間 出發梯次 前往學校與出發班級 領隊老師-車次 

12:45 

永平路正門 
能仁家商 

807、809、811、813、814 
巧芬、思攸 

大合作社側門 
滬江高中 

804、805、810、812、815、817 
志豐、彥伶 

大合作社側門 
智光商工 

801、802、803、806、808、816 
妘蓁、靜華 

協助事項： 

1.12:40 中正體育館集合 

2.各梯次領隊：(滬江─彥伶、智光─靜華、能仁─思攸) 

3.協助拍照(要學生的、也要老師研習的照片) 

4.協助維持學生秩序與學生一起參與體驗活動 

5.如有狀況請馬上聯絡領隊 

6.回到永平時請協助引導學生下車與過馬路 

7.請學生下車立即進學校，避免跑到校外或對面商店購物 

8.參訪學校聯絡人電話： 

 滬江：王連庸 組長  8663-1122 #218 (新北市文山區羅斯福路 6段 336號) 

 智光：劉家芳 組長  2943-2491 #602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 100號) 
 能仁：惠  瑀 老師  2918-2399 #146 (新北市新店區文中路 53巷 10號)



新北市立永平高中 103學年度第 2學期 

高職參訪教師簽到表 

參訪學校：滬江、智光、能仁 

參訪日期：104年 4月 2日(四)13:00:16:00 

班級 任教領域 導師姓名 參訪學校 簽  到 

801 健教 黃瀞儀 智光商工  

802 英文 羅英燦 智光商工  

803 數學 何韻芊 智光商工  

804 資訊 謝寶蓮 滬江高中  

805 歷史 蔣衛紅 滬江高中  

806 國文 聞鳳梅 智光商工  

807 數學 吳淑玲 能仁家商  

808 數學 吳秀萍 智光商工  

809 國文 邱麗雅 能仁家商  

810 英文 莊協生 滬江高中  

811 表藝 鍾泠娟 能仁家商  

812 數學 楊宗翰 滬江高中  

813 國文 吳逸華 能仁家商  

814 地理 王英蓉 能仁家商  

815 童軍 張婕珍 滬江高中  

816 家政 陳怡琪 智光商工  

817 表藝 莊婉俐 滬江高中  



新北市立永平高中 103學年度第 2學期 

高職參訪隨隊教師簽到表 

參訪學校：滬江、智光、能仁 

參訪日期：104年 4月 2日(四)13:00:16:00 

編號 任教領域 導師姓名 簽  到 

1    

2    

3    

4    

5    

6    

7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