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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所愛、好好讀、有前途」 

新北市 110 學年度國中家長適性宣導研習實施計畫  
110年 11月 3日新北教技字第 1102062834 號函 

一、 依據： 

（一）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技職教育宣導方案。 

（二）新北市高中職旗艦計畫－打造前瞻技職人才計畫。 

二、 目的： 

（一）增進本市國中家長能夠正確了解技職教育的內涵和發展趨勢。 

（二）促進本市國中家長能依孩子性向，適性選擇就讀技職教育。 

三、 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 

（二）主辦單位：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四、 承辦學校： 

（一）辦理期間：自 110 年 10 月起至 110 年 12 月截止。 

（二）各校辦理場次：上午 9 時至 12 時 40 分(假日舉辦)。 

序號 承辦學校 類群 科別 報名人數 時間 

1 鶯歌工商 
工業類 

美術工藝科、陶瓷工程
科、資訊科 150 110.11.13(六) 

商業類 資料處理科、廣告設計科 

2 南強工商 

工業類 汽車科、資訊科 

50 110.11.27(六) 

家事類 觀光事業科 

藝術類 
表演藝術科、電影電視
科、戲劇科 

建教合作 
汽車科、資訊科、觀光事
業科、電影電視科 

3 東海高中 

工業類 資訊科、電子科、汽車科 

100 110.11.27(六) 家事類 餐飲管理科 

藝術類 多媒體動畫科 

4 樹人家商 

商業類 
商業經營科、電子商務
科、資料處理科 

80 110.11.27(六) 
家事類 

觀光事業科、餐飲館理
科、幼兒保育科、美容
科、時尚模特兒科 

藝術類 影劇科 

建教合作 觀光事業科、美容科 

5 莊敬工家 藝術類 
電影電視科、表演藝術
科、多媒體動畫科、音樂
科 

80 110.11.27(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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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類 資訊科 

商業類 資料處理科 

家事類 
流行服飾科、幼兒保育
科、美容科、餐飲管理科 

農業類 農場經營科、園藝科 

建教合作 
美容科、資訊科、餐飲管
理科、農場經營科 

6 能仁家商 

家事類 
美容科、流行服飾科、幼
兒保育科、餐飲管理科 

80 110.11.27(六) 

商業類 
資料處理科、商業經營
科、觀光事業科 

藝術類 
多媒體動畫科、廣告設計
科、表演藝術科 

建教合作 
商業經營科、美容科、餐

飲管理科 

其他 普通科 

7 新北高工 

工業類 
汽車科、電機科、鑄造
科、模具科、製圖科、機
械科、資訊科 

300 110.11.28(日) 
商業類 

應用英語科 、資料處理
科 

實用技能學程 汽車修護科、模具技術科 

8 瑞芳高工 

工業類 

建築科、資訊科、電子
科、電機科、機械科、電
腦機械製圖科、空間測繪

科 

60 110.12.4(六) 商業類 
應用英語科、室內空間設
計科 

建教合作 機械科 

其他 普通科 

9 淡水商工 

工業類 
電子科、控制科、電機

科、資訊科 

150 110.12.4(六) 

商業類 
商業經營科、會計事務
科、資料處理科 

農業類 園藝科 

家事類 餐飲管理科 

實用技能學程 餐飲技術科 

其他 普通科 

10 泰山高中 
工業類 

汽車科、電子科、電機
科、機械科 100 110.12.4(六) 

其他 普通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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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樟樹國際
實中 

藝術類 多媒體動畫科 

150 110.12.4(六) 家事類 流行服飾科 

工業類 資訊科 

12 三重商工 

工業類 
汽車科、機械科、板金
科、模具科、製圖科 

250 110.12.5(日) 商業類 
應用英語科、商業經營
科、國際貿易科、資料處
理科 

實用技能學程 商用資訊科 

13 智光商工 

工業類 電子科、資訊科、機械科 

150 110.12.18(六) 商業類 
資料處理科、多媒體設計
科 

家事類 餐飲管理科、觀光事業科 

14 豫章工商 

家事類 餐飲管理科、照顧服務科 

100 110.12.18(六) 
工業類 電機科、資訊科 

商業類 商業經營科、廣告設計科 

建教合作 餐飲管理科 

備註： 

（一）工業類：機械群、動力機械群、電機電子群、化工群、土木建築群 

（二）商業類：設計群、商業與管理群、外語群 

（三）農業類：食品群、農業群 

（四）家事類：家政群、餐旅群 

（五）海事水產類：海事群、水產群 

（六）藝術類：藝術群 

（七）其  他：普通科 

五、 辦理地點：線上會議室(詳見各場次課程表如附件一)。 

六、 參加人員：公私立國民中學（含完全中學國中部）家長及學生，請各校積極鼓勵家長

和學生 ( 親子 ) 參與，各場次報名人數請逕上新北市技職宣導報名網站

（http://203.72.44.243/ntpctechadv/indexact.asp）查詢。 

七、 研習方式和內容： 

（一）研習方式：專題演講、參觀導覽、體驗學習、心得分享與綜合座談等。 

（二）研習內容：技職教育政策與發展現況、技職教育課程類群簡介、學校類群實作課

程等，活動課程表如附件一。 

八、 報名方式及原則：採線上報名為主(作業時程如附件二)。 

（一）請各國中協助轉知活動訊息予家長及學生(貼聯絡簿)，並協助其至新北市技職宣

導報名網站（http://203.72.44.243/ntpctechadv/indexact.asp）線上報名。倘有資訊

http://203.72.44.243/ntpctechadv/indexact.asp
http://203.72.44.243/ntpctechadv/indexact.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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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網站疑問，請洽智光商工實習組組長廖俊英，電話(02)29432491 分機 601；

倘對各場次活動有任何疑問，請洽各承辦學校詢問。 

（二）報名及公布錄取日期： 

1. 「線上導覽活動」場次： 

(1)報名：即日起報名至活動開始前 3日為止。 

(2)錄取公布：活動開始前 2日於報名網站線上查詢，倘列為備取亦可一同上線

參與。 

2. 「實作體驗課程」場次： 

(1)報名：即日起至 110年 11月 15日（星期一）下午 5時止。 

(2)錄取公布：110年 11月 16日（星期二）於報名網站線上查詢，報名經錄取將

有承辦學校提供材料包，郵寄到指定地址，請務必確實填寫報名資料。 

（三）倘有任何報名相關問題，請洽各承辦學校聯絡人。 

1. 鶯歌工商：周俊欽主任，電話：(02)26775040 分機 850。 

2. 南強工商：周佩玉主任，電話：(02)29155144 分機 161。 

3. 東海高中：楊白鯨組長，電話：(02)29822788 分機 25。 

4. 樹人家商：古昀禾組長，電話：(02)26870391 分機 128。 

5. 莊敬工家：王玉麟主任，電話：(02)22188956 分機 125。 

6. 能仁家商：蔡孟宗主任，電話：(02)29182399 分機 140。 

7. 新北高工：張其清主任，電話：(02)22612483 分機 18。 

8. 瑞芳高工：陳克堅主任，電話：(02)24972516 分機 501。 

9. 淡水商工：顏延胥主任，電話：(02)26203930 分機 216。 

10. 泰山高中：陳致中主任，電話：(02)22963625 分機 500。 

11. 樟樹國際實中：林莉軒主任，電話：(02)26430686 分機 801。 

12. 三重商工：許錦欽主任，電話：(02)29715606 分機 500。 

13. 智光商工：翁國威主任，電話：(02)29432491 分機 300。 

14. 豫章工商：謝淑珍主任，電話：(02)29519810 分機 611。 

九、 研習費用：由本局專款補助。 

十、 活動成果：各校請於活動結束 1 個月內，彙整成果表(如附件三)，紙本經主管核章掃

描成 PDF 檔，檔名請以經費概算表核定之序號-學校名稱(範例 01-瑞芳高工)上傳至

https://reurl.cc/W3lWvx。 

十一、承辦學校有功人員依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成績考核辦法及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

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規定給予敘獎，敘獎額度參照「新北市政府所屬各級學校及幼兒

園辦理教師敘獎處理原則」附表第 2 項第 2 款規定給予工作人員（含校長）嘉獎 1 次

以 3 人為限，含主辦人 1 人嘉獎 2 次。 

十二、本計畫經本局核定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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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選所愛、好好讀、有前途」 

新北市 110 學年度國中家長適性宣導研習活動課程表(線上版) 
   

  承辦學校：鶯歌工商 

  辦理日期：110年 11月 13日（星期六） 

  活動地點：線上會議室 

 

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主講人 

08:30～09:00 
報到 

線上會議 1 代碼：csp-jvdq-vsy 

鶯歌工商 

(播放教育局宣導影片) 

09:00～09:10 開幕式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鶯歌工商顏龍源校長 

09:10～10:00 
專題演講：技職教育課程類群簡介與技職教

育政策發展現況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課程督學詹坤熾 

10:00～10:10 休    息 鶯歌工商 

10:00～10:10 

分組線上導覽活動 

線上會議 1 代碼： 

csp-jvdq-vsy 

分組線上導覽活動 

線上會議 2 代碼： 

mke-ixov-osd 

鶯歌工商講師群 

10:10～10:50 陶工科線上導覽活動 資處科線上導覽活動 

10:50～11:30 美工科線上導覽活動 資訊科線上導覽活動 

11:30～12:10 廣設科線上導覽活動 

Q & A 

心得分享與座談時間 

12:10～12:40 
Q & A 

心得分享與座談時間 

12:40～ 收穫滿滿、快樂賦歸 鶯歌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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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所愛、好好讀、有前途」 

新北市 110 學年度國中家長適性宣導研習活動課程表(線上版) 
 

承辦學校：新北市私立南強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辦理日期：110 年 11 月 27 日(星期六) 

活動地點：線上會議室 

(連結 Google Meet 網址：meet.google.com/vhx-ssjr-rbw ) 

報名說明：報名人數正取 50 人，備取 50 人。報名經錄取將依序郵寄材料包，

限量 50 份。 

課程內容： 

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主講人 

08:30～09:00 報到 
南強工商 

(播放教育局宣導影片) 

09:00～09:10 開幕式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南強工商徐美鈴校長 

09:10～9:40 
專題演講： 

生涯發展、技職教育理念與內涵 
徐美鈴校長 

9:40～10:20 

體驗 

活動 

課程 

A網紅實作─創意攝影擺拍 
電影電視科 

科主任與專業老師 

10：30～11:00 B親子律動─跟著老師動ㄘ動 
表演藝術科 

科主任與專業老師 

11:00～12:20 C超好學點心─蔓越莓雪 Q餅 
觀光事業科 

科主任與專業老師 

12:20～12:40 分享體驗學習心得與快樂賦歸 南強工商行政團隊 

備註: 

一、 南強工商課程活動聯絡人實習處主任周佩玉，電話：02-29155144#110 

二、 學員自備用具：(一)手機或相機 (二)廚房用具。 

三、 材料包：(一) 拍攝道具(二) 無鹽奶油 50g、棉花糖 180g、奇福餅乾 250g、蔓越

莓乾 70g、全脂奶粉 25g、鹽 1/8t。如為備取可自備材料線上親子一起動手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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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所愛、好好讀、有前途」 

新北市 110 學年度國中家長適性宣導研習活動課程表(線上版) 
 

承辦學校：東海高中 

辦理日期：110 年 11月 27日(星期六) 

Meet 會議：meet.google.com/ksz-hbpf-mnd 

報名說明：報名人數正取 100 人。報名經錄取將依序郵寄材料包，限量 100 份。 

 

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主講人 

08:30～09:00 報到 
東海高中 

(播放教育局宣導影片) 

09:00～09:10 開幕式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東海高中李滙慈校長 

09:10～10:00 

專題演講： 

技職教育課程類群簡介與 

技職教育政策發展現況 

李慧慈校長 

東海高中講師群 

10:00～10:20 東海高中專業群科介紹 東海高中各科主任 

10:20～11:50 

體驗實作活動： 

瓜疊圓圓，廣結良緣 

(中式麵食實作，含材料包) 

東海高中講師群 

11:50～ 
學習心得分享與 Q & A 

快樂賦歸 
東海高中行政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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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所愛、好好讀、有前途」 

新北市 110 學年度國中家長適性宣導研習活動課程表(線上版) 
 

承辦學校：樹人家商 

辦理日期：110 年 11月 27 日(星期六) 

活動地點：線上會議(連結： meet.google.com/qbu-fsdx-fje) 

課程內容：經錄取後將提供材料包，限量 80 份。 

注意:參加收件人、地址(郵遞區號)、電話，請務必註記清楚。 

 

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主講人 

08:30～09:00 報到 
樹人家商 

(播放教育局宣導影片) 

09:00～09:10 開幕式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樹人家商利政南校長 

09:10～10:00 

專題演講： 

技職教育課程類群簡介與 

技職教育政策發展現況 

福營國中 

李文旗校長 

10:00～10:10 休    息 承辦學校 

10:10～11:20 
(實作)線上導覽活動： 

文創商品設計 

樹人家商商管群 

(電商科)講師群 

11:20～12:40 
(實作)線上導覽活動： 

AI科技世界 

樹人家商商管群 

(資處科)講師群 

12:40～ 學習心得分享 樹人家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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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所愛、好好讀、有前途」 

新北市 110 學年度國中家長適性宣導研習活動課程表(線上版) 
 

承辦學校：莊敬高職 

日期：110 年 11 月 27 日（星期六）採線上研習 

上課網址：https://meet.google.com/sqy-gkic-aoo 

 

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主講人 

08:30～09:00 報到 
莊敬工家 

(播放教育局宣導影片) 

09:00～09:10 開幕式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承辦學校 

09:10～10:00 

專題演講： 

技職教育課程類群簡介與 

技職教育政策發展現況 

林淑貴校長 

10:00～10:10 休    息 莊敬工家 

10:10～12:40 各科介紹 王玉麟主任 

12:40～ 收穫滿滿、快樂賦歸 莊敬工家 

 

https://meet.google.com/sqy-gkic-a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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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所愛、好好讀、有前途」 

新北市 110 學年度國中家長適性宣導研習活動課程表(線上版) 
 

承辦學校：能仁家商 

辦理日期：110 年 11月 27日(星期六) 

活動地點：線上會議室，網址：https://meet.google.com/nui-hmfz-fvn 代碼

nuihmfzfvn 

課程內容：報名經錄取將提供材料包，限量 80份 
 

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主講人 

08:30～09:00 報到 
能仁家商 

(播放教育局宣導影片) 

09:00～09:10 開幕式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能仁家商 

09:10～09:40 

專題演講： 

技職教育課程類群簡介與 

技職教育政策發展現況 

內/外聘講師 

09:40～11:30 
體驗活動 A組 

亮「甲」纖手 
能仁家商美容科主任及其團隊 

11:30～12:40 
體驗活動 B組 

彩色天空 
能仁家商服裝科主任及其團隊 

12:40～ 收穫滿滿、快樂賦歸 能仁家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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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所愛、好好讀、有前途」 

新北市 110 學年度國中家長適性宣導研習活動課程表(線上版) 
 

承辦學校：新北高工 

辦理日期：110 年 11 月 28 日(星期日) 

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主講人 

08:30～

09:00 
報到 

(播放教育局宣導影片) 

 線上會議 1 代碼 

https://meet.google.com/eve-sdqo-nwq 

09:00～

09:10 

開幕式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新北高工 

09:10～

10:00 

專題演講： 

技職教育課程類群簡介與 

技職教育政策發展現況 

新北高工林清南校長 

10:00～

10:10 

休    息 

新北高工團隊 

報到分組線上導覽活動線上會議 

機械/鑄造/汽車/模具/製圖 

電機/資訊/資處/應英/組合 

10:10～

11:00 

分組參觀(實作)導覽活動： 

學校實習場所參觀暨成果展示 

機械/鑄造/汽車/模具/製圖 

電機/資訊/資處/應英/校務組 

新北高工講師群 

分組線上導覽活動  

機械科代碼：https://meet.google.com/ 

buw-cjuf-eur 

鑄科代碼：

https://meet.google.com/kcm-kuaz-tjk 

汽車科代碼：

https://meet.google.com/wzd-ukac-piy 

模具科代碼：

https://meet.google.com/yrp-uxqg-xfg 

製圖科代碼：

https://meet.google.com/rjr-wjyr-dyo 

電機科代碼：

https://meet.google.com/ehb-fbji-bjp 

資訊科代碼：

https://meet.google.com/cyt-amyt-xup 

資料處理科代碼：

https://meet.google.com/nvd-askt-fog 

應用英語科代碼：

https://meet.google.com/isy-rasz-tqg 

校務組代碼：

https://meet.google.com/ris-jzub-avm 

 

11:10～

12:00 

分組參觀(實作)導覽活動： 

學校實習場所參觀暨成果展示 

機械/鑄造/汽車/模具/製圖 

電機/資訊/資處/應英/校務組 

新北高工講師群 

12:00～

12:50 

分組參觀(實作)導覽活動： 

學校實習場所參觀暨成果展示 

機械/鑄造/汽車/模具/製圖 

電機/資訊/資處/應英/校務組 

新北高工講師群 

12:50～ 收穫滿滿、綜合討論 
新北高工 

https://meet.google.com/eve-sdqo-nw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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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所愛、好好讀、有前途」 

新北市 110 學年度國中家長適性宣導研習活動課程表(線上版) 
  

承辦學校：瑞芳高工 

辦理日期：110年 12月 4日(星期六) 

活動地點：線上會議室 (連結網址:https://meet.google.com/kyr-uypj-oac) 

 

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主講人 

08:45～09:00    報到 瑞芳高工 

09:00～09:10 開幕式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瑞芳高工 潘泰伸校長 

09:10～10:00 

專題演講： 

1.技職教育政策與發展現況、 

技職教育課程類群簡介 

2.生涯進路規劃及各項招生管道說明 

陳思亮主任 

10:00～10:20 Q&A時間 陳克堅主任 

10:20~10:30 瑞芳高工實境導覽 趙雅靜主任 

10:30～11:20 

分組參觀(實作)導覽活動： 

學校實習場所參觀暨成果展示 

 各科主任 

(可以線上實習工廠導

覽、 

影片播放、簡報說明…

等) 

 

A組、B 組家長可交換不

同科別參與 

A組各科線上參觀與交流 

機械科、電腦機械製圖科、資訊科、 

電子科、電機科、空間測繪科、建築科、 

應用英語科、室內設計科、綜高學程 

11:20~12:10 

B組各科線上參觀與交流 

機械科、電腦機械製圖科、資訊科、 

電子科、電機科、空間測繪科、建築科、 

應用英語科、室內設計科、綜高學程 

12:10～13：00 
綜合座談 

收穫滿滿、快樂賦歸 
瑞芳高工 

 

https://meet.google.com/kyr-uypj-o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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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所愛、好好讀、有前途」 

新北市 110 學年度國中家長適性宣導研習活動課程表(線上版) 
   

  承辦學校：淡水商工 

  辦理日期：110年 12月 4日（星期六） 

  活動地點：線上會議室 (連結網址: https://meet.google.com/sbu-zrfz-vvx) 

 

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主講人 

08:30～09:00 報到 
淡水商工 

顏延胥、余沛育 

09:00～09:50 

專題演講： 

技職教育課程類群簡介 

與家長、學生即時互動 

于賢華校長 

09:50～09:55 休    息/各科準備時間 顏延胥主任/余沛育組長 

09:55～11:50 

分科簡介： 

各科課程、實習場所介紹暨成果展示 

專業群科特色招生說明 

電機電子群類實作成品展示 

商管群成果展示 

園藝科實作成果展示 

餐飲科實作展演 

主持人：顏延胥主任 

余沛育組長 

徐文賢主任/杜謙主任 

施至舜主任/陳金雄主任/  

葉享浚主任/林玥彣主任/ 

高于晴主任 

林仁守主任 

黃上鳳主任 

11:50～ 收穫滿滿、活動結束 淡水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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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所愛、好好讀、有前途」 

新北市 110 學年度國中家長適性宣導研習活動課程表(線上版) 
   

承辦學校：新北市立泰山高中 

辦理日期：110 年 12 月 4 日(星期六) 

活動地點：線上會議室 (連結網址:https://meet.google.com/ygs-vtya-nhb) 

課程內容：報名如經錄取，將免費提供超值體驗材料包一份，限量 100 份，統

一寄送到指定住家) 

 

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主講人 

08:30～09:00 報到 
泰山高中團隊 

(播放教育局宣導影片) 

09:00～09:10 開幕式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泰山高中團隊 

09:10～10:00 

專題演講： 

技職教育課程類群簡介與 

技職教育政策發展現況 

實習主任陳致中 

10:00～10:10 休    息 泰山高中團隊 

10:10～12:30 

趣玩智慧物聯網控制實作 

 

學習心得分享 

實習主任陳致中 

電子科主任呂昇翰 

12:30～ 快樂賦歸 泰山高中團隊 

https://meet.google.com/ygs-vtya-nh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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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所愛、好好讀、有前途」 

新北市 110 學年度國中家長適性宣導研習活動課程表(線上版) 
 

承辦學校：新北市立樟樹國際實中 

日期：110年 12月 4日(星期六) 

活動地點：線上會議室(Google Meet) 

課程內容：報名經錄取將提供材料包，限量 150份。 

          (如列為備取亦可依校網公告項目自備材料，一起上線實作。) 

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主講人 

08:30～

09:00 
報到 

樟樹國際實中 
(播放教育局宣導影片) 

09:00～

09:10 
開幕式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樟樹國際實中 

09:10～

10:00 

專題演講： 

技職教育課程類群簡介與 

技職教育政策發展現況 

線上講座連結： 

https://meet.google.com/iwr-iecs-whj 

陳浩然校長 

10:00～

10:10 
休    息 樟樹國際實中 

10:10～

11:00 

導覽影片播放及本校群科課程介紹 

線上連結：https://meet.google.com/iwr-iecs-whj 
樟樹國際實中講師 

11:00～

11:10 
休息 

11:10～

12:40 

A組 

多媒體動畫科 

課程體驗 

課程連結： 

https://meet.goo

gle.com/iwr-iecs

-whj 

B組 

流行服飾科 

課程體驗 

課程連結： 

https://meet.goo

gle.com/fqp-cxks

-uvc 

C組 

資訊科 

課程體驗 

課程連結： 

https://meet.goo

gle.com/yey-pkum

-wnf 

 

樟樹國際實中講師 

12:40～ 收穫滿滿、快樂賦歸 樟樹國際實中 

https://meet.google.com/iwr-iecs-whj
https://meet.google.com/iwr-iecs-whj
https://meet.google.com/iwr-iecs-whj
https://meet.google.com/fqp-cxks-uvc
https://meet.google.com/fqp-cxks-uvc
https://meet.google.com/fqp-cxks-uvc
https://meet.google.com/yey-pkum-wnf
https://meet.google.com/yey-pkum-wnf
https://meet.google.com/yey-pkum-wn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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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所愛、好好讀、有前途」 

新北市 110 學年度國中家長適性宣導研習活動課程表(線上版) 
 

  承辦學校：三重商工 

  辦理日期：110年 12月 5日（星期日） 

  活動地點：線上會議室(連結網址: meet.google.com/knw-yzmm-yvu) 
 

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主講人 

08:30～09:00 線上報到 
三重商工 

(播放教育局宣導影片) 

09:00～09:10 開幕式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三重商工 

09:10～10:00 

專題演講： 

技職教育課程類群簡介與 

技職教育政策發展現況 

內聘講師 

10:00～10:10 休    息 三重商工 

10:10～12:00 
各科簡介導覽活動： 

各科實習場所導覽暨教學成果展示 
內聘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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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所愛、好好讀、有前途」 

新北市 110 學年度國中家長適性宣導研習活動課程表(線上版) 
 

承辦學校：智光商工 

辦理日期：110 年 12 月 18 日(星期六) 

活動地點：線上會議室(連結網址: https://meet.google.com/ndb-nrce-sxr) 

 

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主講人 

08:30～09:00 
報到 

線上會議代碼: ndb-nrce-sxr 
智光商工 

(播放教育局宣導影片) 

09:00～09:10 開幕式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智光商工林埔生校長 

09:10～10:00 

專題演講： 

技職教育課程類群簡介與 

技職教育政策發展現況 

智光商工林埔生校長 

10:00～10:10 休    息 智光商工 

10:00～10:10 
線上導覽活動： 

       學校實習場所參觀 

 

智光商工講師群 

10:10～10:25 資處科線上導覽活動 

10:25～10:40 餐飲科線上導覽活動 

10:40～10:55 觀光科線上導覽活動 

10:55～11:10 電子科線上導覽活動 

11:10～11:25 資訊科線上導覽活動 

11:25～11:40 機械科線上導覽活動 

11:40～11:55 多媒體設計科線上導覽活動 

11:55～12:30 心得分享、快樂賦歸 智光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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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所愛、好好讀、有前途」 

新北市 110 學年度國中家長適性宣導研習活動課程表(線上版) 
 

承辦學校：新北市私立豫章工商 

辦理日期：110年 12月 18日（星期六） 

活動地點：線上會議室(網址：https://meet.google.com/vgb-hvnm-iex)  

課程內容：報名經錄取將提供材料包一起上線實作，限量 100份。 

 

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主講人 

08:30～09:00 報到 
豫章工商 

(播放教育局宣導影片) 

09:00～09:10 開幕式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豫章工商 

09:10～09:40 

專題演講： 

技職教育課程類群簡介與 

技職教育理念 

豫章工商講師 

09:40～10:30 

群科參觀導覽： 

電機電子群(電機科、資訊科) 

商管群(商業經營科) 

餐管群(餐飲管理科) 

豫章工商各群科主任 

10:30～11:30 
體驗實作活動 1: 

自動澆水系統 
豫章工商專業老師 

11:30～12:10 
體驗實作活動 2: 

聖誕叮叮噹口布折疊秀 
豫章工商專業老師 

12:10～ 收穫滿滿、快樂賦歸 豫章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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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選所愛、好好讀、有前途」 

新北市 110 學年度國中家長適性宣導研習(線上版) 

報名作業時程 

報名對象：本市公私立國民中學（含完全中學國中部）家長和學生(親子) 

報名網址：新北市技職宣導報名網站（http://203.72.44.243/ntpctechadv/indexact.asp） 

國中端配合事項：請各校協助轉知活動訊息予家長及學生(貼聯絡簿)，並協助其線上報名 

工作項目 作業時程 

公告 於各國中學校網站公告活動訊息 

報名 
即日起報名至活動開始前 3 日為止

(額滿抽籤) 

即日起至 110 年 11 月 15 日（星期一）

下午 5 時止(額滿抽籤) 

錄取公告 
活動開始前 2 日於報名網站線上查

詢 

110 年 11 月 16 日（星期二）於報名網

站線上查詢 

活動時間 

（上午 8時 30 分

至 12 時 40 分） 

【線上導覽活動】 
序號 學校 日期 

1 鶯歌工商 110.11.13(六) 

2 莊敬工家 110.11.27(六) 

3 新北高工 110.11.28(日) 

4 瑞芳高工 110.12.04(六) 

5 淡水商工 110.12.04(六) 

6 三重商工 110.12.05(日) 

7 智光商工 110.12.18(六) 

以上場次以線上導覽活動為主，倘列

為備取亦可一同上線參與。 

 

【實作體驗課程】 
序號 學校 日期 

1 南強工商 110.11.27(六) 

2 東海高中 110.11.27(六) 

3 樹人家商 110.11.27(六) 

4 能仁家商 110.11.27(六) 

5 泰山高中 110.12.04(六) 

6 樟樹國際實中 110.12.04(六) 

7 豫章工商 110.12.18(六) 

以上場次以線上實作體驗課程為主，報名

經錄取將提供材料包，郵寄到指定地址，

請務必確實填寫報名資料。 

注意事項 
1. 倘報名人數超過人數上限，將由系統進行隨機抽籤至額滿為止。 

2. 經錄取完成後請務必參加活動，以免造成資源浪費。 

3. 參加活動完成指定任務即可領取精美小禮物喔！ 

http://203.72.44.243/ntpctechadv/indexact.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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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學校名稱)  辦理新北市 110學年度國中家長 

適性宣導研習活動成果報告表  

場次 活動日期 內容簡述 參與人數/報名人數 備註 

1 ○ 月○○ 日  
 

 

2 ○ 月○○ 日  
 

 

3 ○ 月○○ 日  
 

 

4 ○ 月○○ 日  
 

 

5 ○ 月○○ 日  
 

 

6 ○ 月○○ 日  
 

 

7 ○ 月○○ 日  
 

 

8 ○ 月○○ 日  
 

 

9 ○ 月○○ 日  
 

 

10 ○ 月○○ 日  
 

 

總               計 
 

 

 ※本表不符使用時請自行增列調整。 

 

 

 

填表人：                    單位主管：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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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名稱)  辦理新北市 110學年度國中家長 

適性宣導研習活動成果報告表－活動內容或課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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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名稱)  辦理新北市 110學年度國中家長 

適性宣導研習活動成果報告表－活動照片 

成果照片  

照片說明  

成果照片  

照片說明  

※本表不符使用時請自行增列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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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所愛、好好讀、有前途」 

新北市 110學年度國中家長適性宣導研習活動(線上版) 

經費支用標準 

序編 項目名稱 單價 單位 數量 金額 備註 

1 講座鐘點費  時   
1. 講座鐘點費，內聘 1,000 元

/外聘 2,000 元；助教講座鐘

點費，內聘 500 元。 

2. 含課程及攝影，每節課可支

應講座鐘點費或助教講座

鐘點費共計 2 人。 

2 助教講座鐘點費 500 時   

3 資料費  人    

4 誤餐費 80 人   
誤餐費於活動逾用餐時間，方可

核實支應 

5 場地佈置費  式   相關布置費用 

6 場地使用費  式   包含水費、電費 

7 工作費 160 時   

核實支付(單價*時數) 

1.工作費僅得支應臨時人員 

2.如以工讀金支應，以 160 時/

元支給 

8 加班費 200 時   

加班費依預算額度內核實支

應，倘有適用勞基法人員值勤所

衍生之加班費，應適用勞動基準

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9 實作材料費  人   核實支付 

10 郵資  式   核實支付 

11 雜支  式   
事務所需用具及承辦業務所需

花費等、不超過總經費 5% 

補助標準 

公校：辦理一場次補助上限 99,000 元 

私校：辦理一場次補助上限 40,000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