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選技職、好好讀、有前途」 

新北市 109學年度國中小教師技職教育宣導研習實施計畫 
109年 10月 13日新北教技字第 1091919488號函 

一、 依據： 

（一）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技職與生涯教育宣導方案。 

（二）新北市贏得未來技職人才計畫。 

二、 活動目的： 

（一）增進本市國中小導師、輔導教師等教師能夠正確了解技職與生涯教育的內涵和發展

趨勢。 

（二）促進本市國中小導師、輔導教師等教師有效輔導國中小學生適性選擇，培育良好工

作態度與建立正確職業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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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簡稱「本局」)。 

（三）承辦單位： 

1. 國中教師場： 

序號 承辦學校 類群 科別 人數 時間 

1 穀保家商 

商業類 
商業經營科、資料處理科、
多媒體設計科 

60 109.11.4(三) 

家事類 
觀光事業科、餐飲管理科、
時尚造型科 

2 智光商工 

工業類 電子科、資訊科、機械科 

60 109.11.10(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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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術類 表演藝術科 

3 瑞芳高工 

工業類 

建築科、土木科、資訊科、
電子科、電機科、機械科、
電腦機械製圖科、室內空間
設計 

60 109.11.17(二) 
商業類 應用外語科(英文組) 

建教合作 機械科 

其他 普通科(綜合) 

4 三重商工 

工業類 
汽車科、機械科、板金科、
模具科、製圖科 

60 109.11.19(四) 

商業類 
應用外語科(英文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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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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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109.11.26(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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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淡水商工 

工業類 
電子科、控制科、電機科、
資訊科 

60 109.12.9(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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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國小教師場： 

序號 承辦學校 類群 協辦學校 類別 人數 時間 

1 樹人家商 
商業類 

家事類 
中正國中 工業類 30 109.11.16(一) 

2 豫章工商 家事類 
光復高中 

商業類 
家事類 60 109.11.20(五) 

新泰國中 家事類 

3 泰山高中 工業類 

佳林國中 醫護類 

60 109.12.11(五) 三民高中 工業類 

正德國中 工業類 

4 南強工商 
工業類 
家事類 
藝術類 

五峰國中 工業類 
60 109.12.16(三) 

瑞芳國中 工業類 

5 復興商工 
工業類 
藝術類 
商業類 

明志國中 工業類 
60 109.12.23(三) 

萬里國中 海事航海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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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研習相關資訊： 

（一） 時間及地點：上午 9時至下午 4時 40分，依實際報名人數安排場次。 

1. 國中教師場： 

(1) 穀保家商（新北市三重區中正北路 560巷 38號）。 

(2) 智光商工（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 100號）。 

(3) 瑞芳高工 (新北市瑞芳區瑞芳街 60號) 。 

(4) 三重商工（新北市三重區中正北路 163號）。 

(5) 莊敬工家（新北市新店區民生路 45號）。 

(6) 淡水商工 (新北市淡水區商工路 307號) 。 

2. 國小教師場： 

(1) 樹人家商 (新北市樹林區大安路 216號)。 

(2) 豫章工商（新北市板橋區四川路一段 391號）。 

(3) 泰山高中 (新北市泰山區辭修路 7號) 。 

(4) 南強工商（新北市新店區文化路 42號）。 

(5) 復興商工（新北市永和區秀朗路一段 201號）。 

（二） 對象： 

1. 國中教師場：  

(1) 公私立國民中學（含完全中學國中部）輔導老師、擔任輔導活動課程之教師及

9 年級導師代表：學校班級數 12 班以下學校，薦派 9 年級導師代表 1 人；13

班(含)以上至 36班學校，薦派 9年級導師代表 2人；37班(含)以上薦派 9年

級導師代表 3人；7、8年級導師得額外薦派 1人參加。 

(2) 前項人員薦派順序為：9年級導師、專兼輔教師或輔導活動科教師、7、8年級

導師、一般科目教師。 

2. 國小教師場： 

(1) 公私立國民小學教師均須薦派 1 人，以國小五、六年級導師優先參加本計畫

之研習。 

(2) 前項人員薦派順序為：五、六年級導師、專兼輔教師或輔導活動科教師、其他

年級導師、一般科目教師。 

3. 注意事項： 

(1) 每位國中小教師至少須完成一場次技職教育研習，請各校鼓勵教師積極參與技

職相關研習活動。 

(2) 請各校優先指派未參與過之教師參加，並務必配合派員參訓。 

(3) 請各校就學校所屬行政分區，自行報名參加，考量各校研習人數過多，請各

校協調儘量分散梯次報名參與，俾利學校安排課務派代事宜。 

五、 研習方式和內容： 



(一) 研習方式：專題演講、分組參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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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實習場所參觀暨

成果展示、學校類群實作課程、職業試探中心體驗課程等，活動課程表如附件一。 

六、 報名方式及聯絡資訊： 

(一) 報名方式： 

1. 請於各場次報名截止日前擇一場次報名參加，每位老師以報名1場為原則，倘若

老師們對其他分區場次辦理之職群類科有興趣，在有缺額情況下，逕洽承辦學

校報名參加。 

2. 請於各場次報名截止日前至『新北市校務行政系統』完成線上報名，以利登錄研

習時數，報名網址：https://esa.ntpc.edu.tw/。 

(二) 倘有任何報名相關問題，請洽各場次聯絡人： 

1. 承辦學校(國中場) 

(1) 穀保家商；江俊瑩主任，電話：(02)29712343分機 201。 

(2) 智光商工：黃益政主任，電話：(02)29432491分機 888。 

(3) 瑞芳高工：廖建春主任，電話：(02)24972516分機 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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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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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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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承辦學校(國小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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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豫章工商：程玉蘭組長，電話：(02)29519810分機 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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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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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復興商工：張華聖主任，電話：(02)29262121分機 230。 

3. 協辦學校(職業試探暨體驗教育中心) 

(1) 中正國中：姚錦棟主任，電話：(02)22628456 分機 824。 

(2) 光復高中：鄭安評主任，電話：(02)29582366分機 130。 

(3) 新泰國中：謝永樑主任，電話：(02)29960745分機 400。 

(4) 佳林國中：陳佳韻主任，電話：(02)26028555。 

(5) 三民高中：李慧鈴主任，電話：(02)22894675分機 240。 

(6) 正德國中：林萬怡主任，電話：(02)26205136分機 150。 

(7) 五峰國中：陳德謙主任，電話：(02)29112005分機 221。 

(8) 瑞芳國中：陳錦惠主任，電話：(02)24972145分機 240 

(9) 明志國中：黃宜貞主任，電話：(02)29844132分機 513。 

(10)萬里國中：陳碧玉主任，電話：(02)24922053分機 51。 

七、 參與研習人員及承辦本活動工作人員均核予公(差)假及課務排代辦理，核予全程出席人

員教師進修研習時數 6小時。 

八、 活動經費： 

https://esa.ntpc.edu.tw/


(一) 由本局專款補助。 

(二) 各校請依核定補助金額內，擬定經費概算表(如附件二)，經會計審查、校長核定後方可

動支。 

九、 活動成果：各校請於活動結束 2 個月內，彙整成果表(如附件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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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穀保家商)上傳至

https://reurl.cc/pDygYd。 

十、 敘獎：承辦學校及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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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公務人員平時獎懲

基準規定給予敘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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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人為限，含主辦

人 1 人嘉獎 2 次。教師部分由學校依相關規定辦理敘獎，校長部分函報本局人事室辦理

敘獎。 

十一、 本計畫陳本局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https://reurl.cc/pDygYd


附件一 

「選技職、好好讀、有前途」 

新北市 109學年度國中教師技職教育宣導研習活動課程表 

 

承辦學校：穀保家商 

日期：109年 11月 4日（星期三） 

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主講人 

08:30～09:00 報到 
承辦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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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技職教育課程類群簡介與 

技職教育政策發展現況 

外(內)聘講師 

10:00～10:10 休    息 承辦學校 

10:10～11:00 
專題演講(二)： 

技職學校(技專院校)發展簡介 
外(內)聘講師 

11:00～12:00 
分組參觀導覽活動： 

學校實習場所參觀暨成果展示 
內聘講師群 

12:00～13:30 午    餐 / 專車前往產企業參訪 承辦學校 

13:30～14:30 
產業簡報與參訪 

名留髮型設計公司 
外聘講師/助教群 

15:00～16:30 
產業簡報與參訪 

萬豪酒店 
外聘講師/助教群 

16:30～ 
專車返回承辦學校 

收穫滿滿、快樂賦歸 
承辦學校 



「選技職、好好讀、有前途」 

新北市 109學年度國中教師技職教育宣導研習活動課程表 

 

承辦學校：智光商工 

日期：109年 11月 10日（星期二） 

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主講人 

08:30～09:00 報到 
承辦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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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10～10:00 

專題演講： 

技職教育政策與發展現況、技職教育課

程類群簡介 

內聘講師 

10:00～10:20 休    息 智光商工 

10:20～12:00 

學校實習場所參訪： 

資料處理科、餐飲管理科、觀光事業科 

電機電子群、機械科、多媒體設計科 

各科科主任/助教群 

12:00～13:30 午    餐 / 專車前往東南科大 智光商工 

13:30～14:00 東南科技大學參訪簡報 東南科技大學 

14:00～14:40 
東南科技大學參訪 

暨分組體驗學習活動(一) 
內聘講師/助教群 

14:40～14:50 休    息 智光商工/東南科大 

14:50～16:30 
東南科技大學參訪 

暨分組體驗學習活動(二) 
內聘講師/助教群 

16:30～ 
專車返回智光商工 

收穫滿滿、快樂賦歸 
智光商工 



「選技職、好好讀、有前途」 

新北市 109學年度國中教師技職教育宣導研習活動課程表 

 

承辦學校：瑞芳高工     

辦理日期：109年 11月 17日(星期二) 

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主講人 

08:30～09:00 報到 瑞芳高工/實習處 

09:00～09:10 開幕式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顏龍源校長 

09:10～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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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0～10:30 茶敘時間 廖建春主任 

10:30～12:10 

學校實習場所參訪： 

機械科、製圖科、電機科 

建築科、土木科、電子科 

資訊科、應英科、室設計 

綜合高中 

講師：各科科主任 

12:10～13:10 午    餐  陳克堅組長 

13:10～15:10 

分組(三組)職科體驗活動： 

1. 木藝車筆實作體驗(土建群) 

2. 雷雕投石機製作體驗(機械群) 

3. 聲控閃爍器製作體驗(電機群) 

講師：各科科主任 

15:10～16:30 綜合座談 顏龍源校長 

16:30～ 收穫滿滿、快樂賦歸  

 

 



「選技職、好好讀、有前途」 

新北市 109學年度國中教師技職教育宣導研習活動課程表 

 

承辦學校：三重商工 

日期：109年 11月 19日(星期四) 

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主講人 

08:30～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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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重商工團隊 

10:10～12:00 
分組參觀導覽活動： 

學校實習場所參觀暨成果展示 
三重商工講師群 

12:00～13:30 午    餐 / 專車前往致理科大 三重商工團隊 

13:30～13:50 技專校院發展現況簡報 致理科大 

13:50～14:40 

致理科大參訪 

暨分組體驗學習活動(一) 

咖啡調理技術 

致理科大講師/助教群 

14:40～14:50 休    息 致理科大 

14:50～16:30 

致理科大參訪 

暨分組體驗學習活動(二) 

餐旅服務技術之桌巾摺疊裝飾與餐桌

禮儀 

致理科大講師/助教群 

16:30～ 
專車返回承辦學校 

收穫滿滿、快樂賦歸 
三重商工 



「選技職、好好讀、有前途」 

新北市 109學年度國中教師技職教育宣導研習活動課程表 

 

承辦學校：莊敬工家 

日期：109年 11月 26日（星期四） 

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主講人 

08:30～09:00 報到 
承辦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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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技職教育課程類群簡介與 

技職教育政策發展現況 

中華民國私立高中職教育事業協

會理事長王傳亮 

10:00～10:10 休    息 承辦學校 

10:10～11:00 
專題演講(二)： 

技職學校(技專院校)發展簡介 
校長林淑貴 

11:00～12:00 
分組參觀導覽活動： 

學校實習場所參觀暨成果展示 
主任王玉麟 

12:00～13:30 午    餐 / 專車前往技專校院 承辦學校 

13:30～14:00 技專校院/產業參訪簡報 東南科技大學 

14:00～14:40 
技專校院/產業參訪 

暨分組體驗學習活動(一) 
董益吾副校長 

14:40～14:50 休    息 承(協)辦學校 

14:50～16:30 
技專校院/產業參訪 

暨分組體驗學習活動(二) 
陳士文主任 

16:30～ 
專車返回承辦學校 

收穫滿滿、快樂賦歸 
承辦學校 



「選技職、好好讀、有前途」 

新北市 109學年度國中教師技職教育宣導研習活動課程表 

 

承辦學校：淡水商工 

日期：109年 12月 9日（星期三） 

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主講人 

08:30～09:00 報到 

淡水商工 

地點：行政大樓 3樓第 3會議

室 
(播放教育局宣導影片) 

09:00～09:10 開幕式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于賢華校長 

09:10～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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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賢華校長 

10:10～10:30 休息(茶敘)時間 實習處 顏延胥主任 

10:30～12:10 
分組參觀導覽活動： 

學校實習場所參觀暨成果展示 

顏延胥主任 

張浩銘組長 

12:10～13:10 午餐 / 校園巡禮 實習處 張浩銘組長 

13:10～15:10 

分組體驗學習活動(一) 

電子電路實作體驗(工業類) 

園藝實作體驗(農業類) 

內聘講師/助教群 

顏延胥主任/張浩銘組長 

何宜軒老師/林仁守主任 

15:10～15:20 休    息 淡水商工  

15:20～16:20 
分組體驗學習活動(二) 

園藝、電機電子實作成果展示暨分享 

內聘講師/助教群 

張浩銘組長/顏延胥主任  

林仁守主任/何宜軒老師  

16:0～ 收穫滿滿、快樂賦歸 淡水商工 



「選技職、好好讀、有前途」 

新北市 109學年度國小教師技職教育宣導研習活動課程表 
 

承辦學校：樹人家商 

協辦職業試探中心：中正國中  

日期：109年 11月 16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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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10～10:00 

專題演講(一)： 

技職教育課程類群簡介與 

技職教育政策發展現況 

講師 

10:00～10:10 休    息 樹人家商 

10:10～11:00 
專題演講(二)： 

技職學校發展簡介 
講師 

11:00～12:00 
分組參觀導覽活動： 

學校實習場所參觀暨成果展示 

樹人家商講師群

(內聘) 

12:00～13:30 午    餐 / 專車前往職業試探中心 
樹人家商招生中心

行政團隊 

13:30～14:30 

中心簡介： 

新北市職業試探暨體驗教育中心 

(中正國中) 

職探中心講師/助

教群 

14:30～14:40 休    息 職探中心 

14:40～16:30 

分組體驗活動： 

工業類／民生與化工薰衣草乳液製作、 

電資整合 VR的虛擬擴增實境 

職探中心講師/助

教群 

16:30～ 
專車返回承辦學校 

收穫滿滿、快樂賦歸 
樹人家商 

 

 



「選技職、好好讀、有前途」 

新北市 109學年度國小教師技職教育宣導研習活動課程表 
 

承辦學校：豫章工商 

協辦職業試探中心：光復高中、新泰國中  

日期：109年 11月 20日(星期五) 

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主講人 

08:30～09:00 報到 
承辦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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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技職教育課程類群簡介與 

技職教育政策發展現況 

講師 

10:00～10:10 休    息 承辦學校 

10:10～11:00 
專題演講(二)： 

技職學校發展簡介 
講師 

11:00～12:00 
分組參觀導覽活動： 

學校實習場所參觀暨成果展示 
承辦學校 

12:00～13:30 午    餐 / 專車前往職業試探中心 承辦學校 

13:30～14:30 

中心簡介： 

新北市職業試探暨體驗 

教育中心 

(光復高中) 

中心簡介： 

新北市職業試探暨體驗 

教育中心 

(新泰國中) 

職探中心講師/助

教群 

14:30～14:40 休    息 職探中心 

14:40～16:30 

分組體驗活動： 

家事類、農業類、商業類/

波士頓蛋糕、創意奶蓋飲品 

分組體驗活動： 

家事類/一日金工匠 

職探中心講師/助

教群 

16:30～ 
專車返回承辦學校 

收穫滿滿、快樂賦歸 
承辦學校 



「選技職、好好讀、有前途」 

新北市 109學年度國小教師技職教育宣導研習活動課程表 

 

承辦學校：泰山高中 

協辦職業試探中心：佳林國中、三民高中、正德國中  

日期：109年 12月 11日(星期五) 

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主講人 

08:30～09:00 報到 
承辦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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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技職教育課程類群簡介與 

技職教育政策發展現況 

講師 

10:00～10:10 休    息 承辦學校 

10:10～11:00 
專題演講(二)： 

技職學校發展簡介 
講師 

11:00～12:00 
分組參觀導覽活動： 

學校實習場所參觀暨成果展示 
承辦學校 

12:00～13:30 午    餐 / 專車前往職業試探中心 承辦學校 

13:30～14:30 

中心簡介： 

新北市職業試探

暨體驗 

教育中心 

(佳林國中) 

中心簡介： 

新北市職業試探

暨體驗教育中心 

(三民高中) 

中心簡介： 

新北市職業試探

暨體驗教育中心 

(正德國中) 

職探中心講師/助

教群 

14:30～14:40 休    息 職探中心 

14:40～16:30 

分組體驗活動： 

醫護類/認識銀髮

世界 

分組體驗活動： 

工業類/面紙好大

盒 

分組體驗活動： 

工業類/電為我們

做的事 

職探中心講師/助

教群 

16:30～ 
專車返回承辦學校 

收穫滿滿、快樂賦歸 
承辦學校 



「選技職、好好讀、有前途」 

新北市 109學年度國小教師技職教育宣導研習活動課程表 
 

承辦學校：南強工商 

協辦職業試探中心：五峰國中、瑞芳國中  

日期：109年 12月 16日(星期三) 

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主講人 

08:30～09:00 報到 
承辦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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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10～09:40 
專題演講： 

技職教育政策發展現況暨職群簡介 
徐美鈴校長 

09:40～09:50 休    息 承辦學校 

09:50～11:50 認識技職專業實習環境與設施、群科分組課程體驗 
專業老師+助教、科主

任*2組 

12:00～ 午    餐 / 專車前往職業試探中心 承辦學校 

13:30～14:00 

中心簡介： 

新北市職業試探

暨體驗 

教育中心 

(五峰國中) 

13:30～14:00 

中心簡介： 

新北市職業試探

暨體驗 

教育中心 

(瑞芳國中) 

職探中心講師/助教

群 

14:00～14:10 休    息 14:00～14:10 休    息 職探中心 

14:10～16:40 

分組體驗活動： 

工業類/A組迷你

電子琴實作、B

組機器人程式體

驗 

14:10～16:40 

分組體驗活動：

工業類/A組和 B

組筆插手機架 

職探中心講師/助教

群 

～ 
專車返回承辦學校 

收穫滿滿、快樂賦歸 

五峰國中和瑞芳國中

和承辦學校 

 



「選技職、好好讀、有前途」 

新北市 109學年度國小教師技職教育宣導研習活動課程表 
 

承辦學校：復興商工 

協辦職業試探中心：明志國中、萬里國中  

日期：109年 12月 23日(星期三) 

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主講人 

08:30～09:00 報到 
輔導處 

(播放教育局宣導影

片) 

09:00～09:10 開幕式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復興商工 

09:10～10:00 

專題演講(一)： 

設計、藝術、商管類群課程簡介 

與技職教育政策發展現況 

王志誠校長 

10:00～10:10 休    息 輔導處 

10:10～11:00 專題演講(二)：復興商工群科發展簡介 教務主任 

11:00～12:00 藝術、設計、商管群教學成果賞析與體驗 內聘講師群 

12:00～13:30 午    餐 / 專車前往職業試探中心 輔導處 

13:30～14:30 

中心簡介： 

新北市職業試探暨體驗 

教育中心 

(明志國中) 

中心簡介： 

新北市職業試探暨體驗 

教育中心 

(萬里國中) 

職探中心講師 

/助教群 

14:30～14:40 休    息 職探中心 

14:40～16:30 
分組體驗活動： 

工業類/智慧生活小家電 

分組體驗活動： 

海事航海類/海圖與衛星

定位船用繩藝 

職探中心講師 

/助教群 

16:30～ 
專車返回承辦學校 

收穫滿滿、快樂賦歸 
承辦學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