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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所愛、好好讀、有前途」 

新北市 110學年度國中小行政人員及教師適性宣導研習實施計畫 

110年 10月 13日新北教技字第 1101902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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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進本市國中小行政人員及教師能夠正確了解技職與生涯教育的內涵和發展趨

勢。 

（二）促進本市國中小行政人員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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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承辦單位： 

序號 承辦學校 類群 科別 報名人數 時間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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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110.10.19(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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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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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110.11.3(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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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泰山高中 
工業類 

汽車科、電子科、電機
科、機械科 60 110.11.5(五) 

其他 普通科 

4 鶯歌工商 
工業類 

美術工藝科、陶瓷工程
科、資訊科 60 110.11.5(五) 

商業類 資料處理科、廣告設計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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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樹人家商 

商業類 
商業經營科、電子商務
科、資料處理科 

30 110.11.9(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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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三重商工 

工業類 
汽車科、機械科、板金
科、模具科、製圖科 

60 110.11.11(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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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智光商工 

工業類 電子科、資訊科、機械科 

60 110.11.12(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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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東海高中 

工業類 資訊科、電子科、汽車科 

30 110.11.16(二) 家事類 餐飲管理科 

藝術類 多媒體動畫科 

9 南強工商 

工業類 汽車科、資訊科 

30 110.11.23(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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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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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110.11.2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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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豫章工商 
家事類 餐飲管理科、照顧服務科 

30 110.11.26(五) 
工業類 電機科、資訊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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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類 商業經營科、廣告設計科 

建教合作 餐飲管理科 

12 淡水商工 

工業類 
電子科、控制科、電機
科、資訊科 

60 110.1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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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樟樹國際
實中 

藝術類 多媒體動畫科 

60 110.12.14(二) 家事類 流行服飾科 

工業類 資訊科 

14 穀保家商 

商業類 
資料處理科、多媒體設計
科 

60 110.12.21(二) 
家事類 

觀光事業科、餐飲管理
科、時尚造型科 

建教合作 餐飲管理科、時尚造型科 

實用技能學程 餐飲技術科 

15 復興商工 

工業類 美工科 

40 110.12.24(五) 藝術類 美術科 

商業類 
廣告設計科、資料處理
科、室內設計科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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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110.12.29(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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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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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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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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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高工 (新北市土城區學府路一段 241 號) 

2. 瑞芳高工 (新北市瑞芳區瑞芳街 60 號) 

3. 泰山高中 (新北市泰山區辭修路 7 號) 

4. 鶯歌工商 (新北市鶯歌區中正三路 154 號) 

5. 樹人家商(新北市樹林區大安路 216 號) 

6. 三重商工 (新北市三重區中正北路 163 號) 

7. 智光商工(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 100 號) 

8. 東海高中(新北市三重區忠孝路三段 93 巷 12 號) 

9. 南強工商(新北市新店區文化路 42 號) 

10. 莊敬工家(新北市新店區民生路 45 號) 

11. 豫章工商(新北市板橋區四川路一段 391 號) 

12. 淡水商工 (新北市淡水區商工路 307 號) 

13. 樟樹國際實中 (新北市汐止區樟樹二路 135 號) 

14. 穀保家商(新北市三重區中正北路 560 巷 38 號) 

15. 復興商工(新北市永和區秀朗路一段 201 號) 

16. 能仁家商(新北市新店區文中路 53 巷 10 號) 

（二） 對象：國中小行政人員及教師，請各校至少薦派行政人員 1人及教師 1人，共 2人。 

1. 國中小行政人員：校長、輔導處主任或相關承辦組長。 

2. 國中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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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國小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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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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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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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每位國中小教師每 3年(110-112學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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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疫情警戒標準升至三級，本次宣導活動將彈性調整為線上方式辦

理，詳細情形請洽各校校網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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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果展示及學校類群實作課程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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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高工：張其清主任，電話：(02)22612483 分機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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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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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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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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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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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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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東海高中：楊白鯨組長，電話：(02)29822788 分機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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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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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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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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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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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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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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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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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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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esa.ntp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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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教師進修研習時數 6小時。 

八、 活動經費： 

(一) 由本局專款補助。 

(二) 各校請依核定補助金額內，依經費支用標準(如附件二)擬定經費概算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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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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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高工)上傳至

https://reurl.cc/0jYEv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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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研習活動將依據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告之疫情發展狀況滾動修正。 

十二、 本計畫陳本局核可後實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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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國中小行政人員及教師適性宣導研習活動課程表 

 

承辦學校：新北高工 

日期：110年 10月 19日（星期二） 

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主講人 

08:30～09:00 報到 
新北高工 

(播放教育局宣導影片) 

09:00～09:10 開幕式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新北高工林清南校長 

09:10～10:00 
專題演講 

生涯發展教育暨技職教育的理念及內涵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張其清主任 

10:00～10:10 休    息 新北高工行政團隊 

10:10～12:00 

群科分組體驗暨參觀導覽活動 

工業類（汽車科、機械科、資訊科）、 

商業類（應用英語科） 

新北高工 

12:00～13:30 午    餐 / 專車前往科大 
新北高工行政團隊 

(派車隨隊人員) 

13:20～13:30 
分組體驗(20人) 

電通學院 

分組體驗(20人) 

工程學院 

分組體驗(20人) 

醫護暨管理學院 

亞東科大教授/ 

助教群 

13:30～14:30 

電機工程系： 

環保我最行 

(自製手持風扇) 

材料與纖維系： 

織印與生活(機能

時尚紡織品類產

線基地參訪) 

資訊管理系： 

人工智慧暨物聯

網體驗 

14:30～15:30 

電子工程系： 

聯發科 Linkit 

7697物聯網體驗 工商業設計系： 

唯美世界(花藝設

計) 
 

醫務管理系： 

居家健康照顧實

作區體驗 

15:30～16:30 

通訊工程系: 

通訊網路佈建

（光纖體驗） 

一級玩家（AR/VR

互動體驗） 

護理系： 

臨床技能中心實

作體驗 

16:30～ 
專車返回承辦學校 

收穫滿滿、快樂賦歸 
新北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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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所愛、好好讀、有前途」 

新北市 110學年度國中小行政人員及教師適性宣導研習活動課程表 

 

承辦學校：瑞芳高工     

辦理日期：110年 11月 3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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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泰伸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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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克堅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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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賴瑞郁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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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泰伸校長 

16:30～ 收穫滿滿、快樂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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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所愛、好好讀、有前途」 

新北市 110學年度國中小行政人員及教師適性宣導研習活動課程表 

 

承辦學校：泰山高中 

日期：110年 11月 5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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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外聘講師 

10:00～10:10 休    息 泰山高中團隊 

10:10～12:00 
分組參觀導覽(實作)活動： 

學校實習場所參觀暨成果展示 
泰山高中講師群 

12:00～13:30 午    餐 / 專車前往技專校院 泰山高中團隊 

13:30～14:00 技專校院/產業參訪簡報 龍華科大團隊 

14:00～14:50 
技專校院/產業參訪 

暨分組體驗學習活動(一) 
內聘講師/助教群 

14:50～15:00 休    息 泰山高中/龍華科大 

15:00～16:30 
技專校院/產業參訪 

暨分組體驗學習活動(二) 

龍華科大 

講師/助教群 

16:30～ 
專車返回泰山高中團隊 

收穫滿滿、快樂賦歸 
泰山高中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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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所愛、好好讀、有前途」 

新北市 110學年度國中小行政人員及教師適性宣導研習活動課程表 

 

承辦學校：鶯歌工商 

日期：110年 11月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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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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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10:10 休    息 承辦學校 

10:10～12:00 
分組參觀導覽(實作)活動： 

學校實習場所參觀暨成果展示 
承辦學校講師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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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辦學校 

14:00～14:50 
技專校院/產業參訪 

暨分組體驗學習活動(一) 
內聘講師/助教群 

14:50～15:00 休    息 承辦學校 

15:00～16:30 
技專校院/產業參訪 

暨分組體驗學習活動(二) 
內聘講師/助教群 

16:30～ 
專車返回承辦學校 

收穫滿滿、快樂賦歸 
承辦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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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所愛、好好讀、有前途」 

新北市 110學年度國中小行政人員及教師適性宣導研習活動課程表 

 

承辦學校：樹人家商 

日期：110年 11月 9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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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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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外聘講師 

10:00～10:10 休    息 承辦學校 

10:10～12:00 
分組參觀導覽(實作)活動： 

學校實習場所參觀暨成果展示 
承辦學校講師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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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辦學校 

14:00～14:50 
技專校院/產業參訪 

暨分組體驗學習活動(一) 
內聘講師/助教群 

14:50～15:00 休    息 承辦學校 

15:00～16:30 
技專校院/產業參訪 

暨分組體驗學習活動(二) 
內聘講師/助教群 

16:30～ 
專車返回承辦學校 

收穫滿滿、快樂賦歸 
承辦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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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所愛、好好讀、有前途」 

新北市 110學年度國中小行政人員及教師適性宣導研習活動課程表 

 

承辦學校：三重商工 

日期：110年 11月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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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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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所愛、好好讀、有前途」 

新北市 110學年度國中小行政人員及教師適性宣導研習活動課程表 

 

承辦學校：智光商工 

日期：110年 11月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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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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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10:10 休    息 承辦學校 

10:10～12:00 
分組參觀導覽(實作)活動： 

學校實習場所參觀暨成果展示 
承辦學校講師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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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辦學校 

14:00～14:50 
技專校院/產業參訪 

暨分組體驗學習活動(一) 
內聘講師/助教群 

14:50～15:00 休    息 承辦學校 

15:00～16:30 
技專校院/產業參訪 

暨分組體驗學習活動(二) 
內聘講師/助教群 

16:30～ 
專車返回承辦學校 

收穫滿滿、快樂賦歸 
承辦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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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所愛、好好讀、有前途」 

新北市 110學年度國中小行政人員及教師適性宣導研習活動課程表 

 

承辦學校：東海高中 

日期：110年 11月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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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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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外聘講師 

10:00～10:10 休    息 承辦學校 

10:10～12:00 
分組參觀導覽(實作)活動： 

學校實習場所參觀暨成果展示 
承辦學校講師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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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辦學校 

14:00～14:50 
技專校院/產業參訪 

暨分組體驗學習活動(一) 
內聘講師/助教群 

14:50～15:00 休    息 承辦學校 

15:00～16:30 
技專校院/產業參訪 

暨分組體驗學習活動(二) 
內聘講師/助教群 

16:30～ 
專車返回承辦學校 

收穫滿滿、快樂賦歸 
承辦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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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所愛、好好讀、有前途」 

新北市 110學年度國中小行政人員及教師適性宣導研習活動課程表 

 

承辦學校：南強工商 

日期：110年 11月 23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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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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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美鈴校長 

10:00～10:10 休    息 南強工商 

10:10～12:00 
分組參觀導覽(實作)活動： 

學校實習場所參觀暨成果展示 
南強工商講師群 

12:00～13:30 午    餐 / 專車前往技專校院 南強工商 

13:30～14:00 技專校院/產業參訪簡報  醒吾科大 

14:00～14:50 

技專校院/產業參訪 

暨分組體驗學習活動(一) 

影音視訊產業體驗 

醒吾科大講師/助教群 

14:50～15:00 休    息 南強工商 

15:00～16:30 

技專校院/產業參訪 

暨分組體驗學習活動(二) 

咖啡休閒觀光產業體驗 

醒吾科大講師/助教群 

16:30～ 
專車返回承辦學校 

收穫滿滿、快樂賦歸 
南強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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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所愛、好好讀、有前途」 

新北市 110學年度國中小行政人員及教師適性宣導研習活動課程表 

 

承辦學校：莊敬工家 

日期：110年 11月 24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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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莊敬工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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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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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莊敬工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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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任王玉麟 

12:00～13:30 午    餐 / 專車前往技專校院 莊敬工家 

13:30～14:00 技專校院/產業參訪簡報 東南科技大學 

14:00～14:50 
技專校院/產業參訪 

暨分組體驗學習活動(一) 
董益吾副校長 

14:50～15:00 休    息 莊敬工家 

15:00～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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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莊敬工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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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所愛、好好讀、有前途」 

新北市 110學年度國中小行政人員及教師適性宣導研習活動課程表 

 

承辦學校：豫章工商 

日期：110年 11月 26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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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10～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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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豫章工商內聘講師 

10:00～10:10 休    息 豫章工商 

10:10～12:00 

群科參觀導覽暨分組體驗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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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豫章工商講師群 

12:00～13:30 午    餐 / 前往亞東科技大學 豫章工商 

13:30～14:20 電資整合/人工智慧簡介 亞東科技大學 

14:20～14:30 休    息 豫章工商 

14:30～15:30 通訊網路佈建:光纖體驗 
亞東科技大學講師/ 

助教群 

15:30～16:30 一級玩家: AR/VR互動體驗 
亞東科技大學講師/ 

助教群 

16:30～ 收穫滿滿、快樂賦歸 豫章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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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所愛、好好讀、有前途」 

新北市 110學年度國中小行政人員及教師適性宣導研習活動課程表 

 

承辦學校：淡水商工 

日期：110年 12月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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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0～10:20 休息時間 實習處 顏延胥主任 

10:2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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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沛育組長 

12:00～13:00 午餐 / 校園巡禮 實習處余沛育組長 

13:00～1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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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謙主任/賴信豪老師 

林仁守主任/魏君燕老師 

13:50～14:00 休    息 淡水商工  

14:00～15:40 

分組體驗學習活動(二) 

電機電子實作體驗暨成果分享 

園藝實作體驗暨成果分享 

內聘講師/助教群 

杜謙主任/賴信豪老師 

黃怡萍老師/魏君燕老師 

15:40～ 收穫滿滿、快樂賦歸 淡水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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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所愛、好好讀、有前途」 

新北市 110學年度國中小行政人員及教師適性宣導研習活動課程表 

 

承辦學校：樟樹國際實中 

日期：110年 12月 14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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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樟樹國際實中陳浩然校長 

09:10～10:00 
專題演講： 

生涯發展教育暨技職教育的理念及內涵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10:00～10:10 休    息 樟樹國際實中 

10:10～11:00 

多媒體動畫科分

組體驗 

(A組) 

流行服飾科分組

體驗 

 (B組) 

資訊科分組體驗

(C組) 
樟樹國際實中講師 

11:00～11:10 休    息  

11:10～12:00 

多媒體動畫科分

組體驗 

(A組) 

流行服飾科分組

體驗 

 (B組) 

資訊科分組體驗

(C組) 
樟樹國際實中講師 

12:00～13:30 午    餐   

13:30～14:20 
分組參觀導覽活動 

(分為 A、B、C三組) 
樟樹國際實中講師 

14:20~ 快樂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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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所愛、好好讀、有前途」 

新北市 110學年度國中小行政人員及教師適性宣導研習活動課程表 

 

承辦學校：穀保家商 

日期：110年 12月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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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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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聘講師 

10:00～10:10 休 息 承辦學校 

 
10:10～12:00 分組參觀導覽(實作)活動： 學校

實習場所參觀暨成果展示 

 
承辦學校講師群 

12:00～13:30 午 餐 /  專車前往技專校院 承辦學校 

13:30～14:30 
產業參訪簡報暨建教合作概況 

台北市維多麗亞酒店 

人資部吳宜儒主任 

穀保家商建教組琮智組長 

 

14:30～15:20 產業參訪暨分組體驗學活動(一) 外聘講師/助教群 

15:20～15:30 休 息 承辦學校 

 
15:30～16:30 產業參訪暨分組體驗學習活動(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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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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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所愛、好好讀、有前途」 

新北市 110學年度國中小行政人員及教師適性宣導研習活動課程表 

 

承辦學校：復興商工 

日期：110年 12月 24日（星期五） 

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主講人 

08:30～09:00 報到 
復興商工張華聖主任 

(播放教育局宣導影片) 

09:00～09:10 開幕式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復興商工王志誠校長 

09:10～10:00 

專題演講： 

設計、藝術、商管群技職教育簡介與政策發

展現況 

復興商工王志誠校長 

10:00～10:10 休    息 復興商工張華聖主任 

10:10～12:00 

分組參觀導覽暨成果展示： 

設計群：廣告設計、美工、室內設計科 

藝術群：美術科 

商管群：資料處理科 

內聘講師 

設計群：林蓓菁、簡志達、王啟彭 

藝術群：林志金 

商業類：江亞萍 

助教群(待聘) 

12:00～13:30 午    餐 / 專車前往東南科技大學 復興商工張華聖主任 

13:30～14:00 東南科技大學參訪簡報 東南科技大學李清吟校長 

14:00～14:50 

東南科大參訪暨分組體驗學習活動(一) 

工程與電資學院 

觀光餐飲休閒與管理學院 

創新設計學院 

內聘講師/助教群 

14:50～15:00 休    息 東南科技大學陳進士 

15:00～16:30 

東南科大參訪暨分組體驗學習活動(一) 

工程與電資學院 

觀光餐飲休閒與管理學院 

創新設計學院 

內聘講師/助教群 

16:30～ 
專車返回復興商工 

收穫滿滿、快樂賦歸 
復興商工張華聖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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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所愛、好好讀、有前途」 

新北市 110學年度國中小行政人員及教師適性宣導研習活動課程表 

 

承辦學校：能仁家商 

日期：110年 12月 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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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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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10:10 休    息 承辦學校 

10:10～12:00 
分組參觀導覽(實作)活動： 

學校實習場所參觀暨成果展示 
承辦學校講師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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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辦學校 

14:00～14:50 
技專校院/產業參訪 

暨分組體驗學習活動(一) 
內聘講師/助教群 

14:50～15:00 休    息 承辦學校 

15:00～16:30 
技專校院/產業參訪 

暨分組體驗學習活動(二) 
內聘講師/助教群 

16:30～ 
專車返回承辦學校 

收穫滿滿、快樂賦歸 
承辦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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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選所愛、好好讀、有前途」 

新北市 110學年度國中小行政人員及教師適性宣導研習活動 

經費支用標準 
 

序編 項目名稱 單價 單位 數量 金額 備註 

1 
專題演講 

講師鐘點費 
 時   

外聘 2,000 元/內聘 1,000 元 

，○小時 

2 
群科分組體驗 

講師鐘點費 
1,000 時＊組   內聘 1,000元，○小時*○組 

3 
群科分組體驗 

助理鐘點費 
500 時＊組   內聘 500元，○小時*○組 

4 材料費  人   約○人，核實支付 

5 資料費  人   約○人，核實支付 

6 誤餐費 80 人   
誤餐費於活動逾用餐時間，方

可核實支應。 

7 場地佈置費  式   相關布置費用 

8 場地使用費  式   包含水費、電費 

9 交通費  式   核實支付 

10 工作費 160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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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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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雜支  式   
事務所須用具及承辦業務所需

花費、保險等，不超過總經費

5% 

補助標準 

公校：辦理一場次補助上限 80,000 元 

私校：辦理一場次補助上限 25,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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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學校名稱)  辦理新北市 110學年度國中小行政人員及教師 

適性宣導研習活動成果報告表  

 

場次 活動日期 
參訪學校 

(高職及職業試探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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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國中小行政人員及教師 

適性宣導研習活動－活動內容或課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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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名稱)  辦理新北市 110學年度國中小行政人員及教師 

適性宣導研習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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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