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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技職、好好讀、有前途」 

新北市 105 學年度國中家長技職教育宣導研習實施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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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精緻技職教育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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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導單位：教育部 

四、 主辦單位：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五、 各分區承辦及協辦學校： 

(一)辦理期間：自 105 年 10 月起至 105 年 12 月中旬截止 

(二)各校辦理場次：上午 9 時至 12 時 40 分(假日舉辦)，依實際報名人數安排場次 

序號 承辦學校 類群 科別 
場
次 

時間 
(預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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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0/15(六) 
商業類 

應用外語科(英文組) 、資料
處理科 

實用技能學程 汽車修護科、模具技術科 

2 淡水商工 

工業類 
電子科、控制科、電機科、
資訊科 

1 1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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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政類 餐飲管理科 

實用技能學程 餐飲技術科 

其他 普通科 

3 三重商工 

工業類 
汽車科、機械科、板金科、
模具科、製圖科 

1 10/29(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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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修護科 

4 鶯歌工商 
工業類 

美術工藝科、陶瓷工程科、
資訊科 1 11/5(六) 

商業類 資料處理科、廣告設計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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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泰山高中 
工業類 

汽車科、電子科、電機科、
機械科 1 11/12(六) 

其他 普通科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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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1/19(六) 商業類 應用外語科(英文組) 

實用技能學程 
機械加工科、家電技術科、
電腦繪圖科 

其他 普通科(綜合) 

六、 辦理地點：各分區承辦學校 

（一）新北高工 (新北市土城區學府路一段 241 號) 

（二）淡水商工 (新北市淡水區商工路 307 號) 

（三）三重商工 (新北市三重區中正北路 163 號) 

（四）鶯歌工商 (新北市鶯歌區中正三路 154 號) 

（五）泰山高中 (新北市泰山區辭修路 7號) 

（六）瑞芳高工 (新北市瑞芳區瑞芳街 60 號) 

七、 參加人員及獎勵：  

1. 公私立國民中學（含完全中學國中部）依區域進行報名，各校請積極鼓勵家長

和學生(親子)參與，場次預計 50 人為原則。 

2. 各國中參加家長和學生人數將列入相關考核，參與人數較多之學校，本局將另

與行政人員獎勵。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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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類群實作課程等，活動課程表如附件一。 

九、 報名方式： 

（一） 請各校輔導處(室)收集完家長及學生報名資訊，至「新北市國中技藝競賽及職涯

試探育樂營、技職宣導資訊系統網站」(http://203.72.44.243/indexta.asp)自行報

名，報名後下載報名總表(報名總表如附件二)，核章後於活動前 3 日傳真至承辦

學校。倘有資訊系統網站疑問，請洽智光商工資訊科主任廖俊英，電話

02-29432491*660。 

（二） 各承(協)辦學校類群各場次之報名名額，依各承辦學校場地規劃訂定之，每場以

不超過 400 人為原則。若該場次報名人數未達 50 人，該場次不予辦理，並將輔

導轉介參加其他場次，或其他分區辦理之場次。 

（三） 倘有任何報名相關問題，請洽各承辦學校聯絡人。 

         1.新北高工：張其清主任 (電話：2261-2483 分機 18 ) 

http://203.72.44.243/indexta.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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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淡水商工：邱志力主任 (電話：2620-3930 分機 216) 

         3.三重商工：李文祥主任 (電話：2971-5606 分機 500) 

         4.鶯歌工商：黃淑如主任 (電話：2677-5040 分機 850) 

         5.泰山高中：游信義主任 (電話：2296-3625 分機 500) 

         6.瑞芳高工：廖建春主任 (電話：2497-2516 分機 501) 

十、 研習費用：由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專款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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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經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核定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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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選技職、好好讀、有前途」 

新北市 105 學年度國中家長技職教育宣導研習活動課程表 

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主講人 

08:30～09:00 報到 承辦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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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0～12:40 
分組參觀(實作)導覽活動： 

學校實習場所參觀暨成果展示 
內聘講師群 

12:40～ 收穫滿滿、快樂賦歸 承辦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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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國中參加 

「選技職、好好讀、有前途」 

○○學校辦理新北市 105學年度國中家長技職教育宣導研習報名總表 

編

號 
家長姓名 

午餐 

( 葷/素 ) 
家長手機號碼 

參加 

場次 
學生班級 學生姓名 備註 

1 ○○○ 葷 0919-123456 1    

2 ○○○ 素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說明： 

1. 請貴校註明承辦人姓名及聯絡電話。 

2. 本表回覆日期為活動前 3日內。 

3. 請確認承辦學校收到相關資料，以利統計餐盒。 

4. 本表格不足請自行新增。 

5. 家長或學生亦可單獨參加。 

承辦人：          單位主管：             聯絡電話：        機關首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