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選技職、好好讀、有前途」 

新北市 109 學年度國中親子適性教育技職宣導研習實施計畫 
110年 3月 24日新北教技字第 1100550362 號函 

一、 依據： 

（一）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技職教育宣導方案。 

（二）新北市贏得未來技職人才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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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起至 110 年 5 月截止。 

（二）各校辦理場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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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額
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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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 110.4.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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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重商工 

工業類 
汽車科、機械科、板金科、
模具科、製圖科 

250 110.4.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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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淡水商工 

工業類 
電子科、控制科、電機科、
資訊科 

250 110.4.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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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泰山高中 工業類 
汽車科、電子科、電機科、
機械科 

250 110.4.17(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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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普通科 

5 鶯歌工商 
工業類 

美術工藝科、陶瓷工程
科、資訊科 250 110.4.17(六) 

商業類 資料處理科、廣告設計科 

6 
樟樹國際
實中 

藝術類 多媒體動畫科 

250 110.4.24(六) 家事類 流行服飾科 

工業類 資訊科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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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室

內設計 

200 110.5.1(六) 商業類 應用外語科(英文組) 

建教合作 機械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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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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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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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山高中 (新北市泰山區辭修路 7 號) 

（四）瑞芳高工 (新北市瑞芳區瑞芳街 60 號) 

（五）三重商工 (新北市三重區中正北路 163 號) 

（六）樟樹國際實中 (新北市汐止區樟樹二路 135 號) 

（七）鶯歌工商 (新北市鶯歌區中正三路 154 號) 

六、 參加人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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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場次以 100 人至 500 人為原則。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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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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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暨成果展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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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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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活動訊息：110年 3月 26日（星期五）前於各國中網站公告活動訊息。 

2. 第一階段報名：110年 3月 26日（星期五）上午 9時至 110 年 4月 6日（星期

二）下午 5時止。 

3. 第一階段錄取公布(含缺額)：110 年 4月 7日（星期三）於各國中、各高職承辦

學校網站公告錄取名單，或至報名網站線上查詢。 

4. 第二階段報名：110年 4月 8日（星期四）上午 9時至額滿或報名截止日(各場次

活動日前二天下午 5時，例：活動日為 110年 4月 10日，報名截止日則為 110

年 4月 8日下午 5時)止。 

（三）報名及錄取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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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倘活動第一階段報名未額滿且尚有名額，則開放第二階段報名。 

3. 各場次依核定名額於報名期間內受理至額滿為止。 

4. 經錄取完成後請務必參加活動，以免造成資源浪費。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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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2612483 分機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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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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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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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鶯歌工商：詹坤熾主任，電話：(02)26775040 分機 850。 

6. 樟樹國際實中：鄭姿蓉主任，電話：(02)26430686 分機 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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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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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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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Vaj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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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203.72.44.243/ntpctechadv/indexact.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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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選技職、好好讀、有前途」 

新北市 109 學年度國中親子適性教育技職宣導研習活動課程表 

 

承辦學校：新北高工 

辦理日期：110 年 4月 10日(星期六) 

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主講人 

08:30～09:00 報到 
新北高工圖書館 6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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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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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高工張其清代理校長 

10:00～10:10 休    息 新北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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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械/鑄造/汽車/模具/製圖 

電機/資訊/資處/應外/特殊 

新北高工講師群 

12:40～ 收穫滿滿、快樂賦歸 新北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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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技職、好好讀、有前途」 

新北市 109 學年度國中親子適性教育技職宣導研習活動課程表 

 

  承辦學校：三重商工 

  辦理日期：110年 4月 10日（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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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0～12:40 
分組參觀(實作)導覽活動： 

學校各科實習場所參觀暨成果展示 
三重商工講師群 

12:40～ 收穫滿滿、快樂賦歸 三重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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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技職、好好讀、有前途」 

新北市 109 學年度國中親子適性教育技職宣導研習活動課程表 

   

  承辦學校：淡水商工 

  辦理日期：110年 4月 17日（星期六） 

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主講人 

08:30～09:00 報到 
淡水商工 

(播放教育局宣導影片) 

09:00～09:10 開幕式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淡水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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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賢華校長 

10:00～10:10 休    息/分組集合 淡水商工 

10:10～12:40 

分組導覽、參觀實作示範活動： 

學校實習場所參觀暨成果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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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顏延胥主任 

張浩銘組長 

徐文賢主任/杜謙主任 

柯燕輝主任/陳金雄主任/  

張靜宜主任/林玥彣主任/ 

高于晴主任 

林仁守主任 

高淑品主任 

12:40～ 收穫滿滿、快樂賦歸 淡水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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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技職、好好讀、有前途」 

新北市 109 學年度國中親子適性教育技職宣導研習活動課程表 

   

  承辦學校：泰山高中 

  辦理日期：110年 4月 17日（星期六） 

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主講人 

08:30～09:00 報到 
泰山高中 

(播放教育局宣導影片) 

09:00～09:10 開幕式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泰山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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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聘講師 

10:00～10:10 休    息 泰山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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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山高中講師群 

12:40～ 收穫滿滿、快樂賦歸 泰山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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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技職、好好讀、有前途」 

新北市 109 學年度國中親子適性教育技職宣導研習活動課程表 

   

  承辦學校：鶯歌工商 

  辦理日期：110年 4月 17日（星期六） 

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主講人 

08:30～09:00 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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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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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鶯歌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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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鶯歌工商講師群 

12:40～ 收穫滿滿、快樂賦歸 鶯歌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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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技職、好好讀、有前途」 

新北市 109 學年度國中親子適性教育技職宣導研習活動課程表 
 

承辦學校：樟樹國際實中 

日期：110年 4月 24日（星期六） 

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主講人 

10:40～11:00 報到 
樟樹國際實中 

(播放教育局宣導影片) 

11:00～11:10 開幕式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樟樹國際實中 

11:1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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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浩然校長 

12:00～12:50 午餐(備有午餐) 樟樹國際實中 

12:50～15:20 

分組參觀(實作體驗)導覽活動： 

學校各科實習場所參觀 

各科介紹、成果展示 

樟樹國際實中講師群 

15:20～15:30 收穫滿滿、快樂賦歸 樟樹國際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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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技職、好好讀、有前途」 

新北市 109 學年度國中親子適性教育技職宣導研習活動課程表 

  

  承辦學校：瑞芳高工   

  辦理日期：110年 5月 1日(星期六) 

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主講人 

08:30～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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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顏龍源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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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敘時間 廖建春主任 

10:20～12:00 

分組參觀(實作)導覽活動： 

學校實習場所參觀暨成果展示 

機械科、製圖科、電機科 

建築科、土木科、電子科 

資訊科、應用外語科、室內空間設計、

綜合高中 

各科主任 

12:00～13：00 

綜合座談 

豐富午餐 

收穫滿滿、快樂賦歸 

瑞芳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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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選技職、好好讀、有前途」 

新北市 109 學年度國中親子適性教育技職宣導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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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年 3 月 26 日（星期五）前於各國中學校網站公告活動訊息 

第一階段報名 
110 年 3 月 26 日（星期五）上午 9 時至 110 年 4 月 6 日（星期二）下

午 5 時止。 

第一階段錄取公告 

(含缺額) 

110 年 4 月 7 日（星期三）於各國中、高職承辦學校網站公告錄取名單，

或至報名網站線上查詢 

第二階段報名 

(額滿為止) 

110年 4月 8日（星期四）上午 9時至額滿或報名截止日止 

(報名截止日為各場次活動日前二天下午 5時，例：活動日為 110年 4月 10

日，報名截止日則為 110年 4月 8日下午 5時) 

活動時間 

場次 1~5、7 

9時至 12時 40分 

場次 6 

11時至 15時 30分 

場次 1：新北高工：110 年 4 月 10 日(星期六)(報名上限 400 人) 

場次 2：三重商工：110 年 4 月 10 日(星期六) (報名上限 250 人) 

場次 3：淡水商工：110 年 4 月 17 日(星期六) (報名上限 250 人) 

場次 4：泰山高中：110 年 4 月 17 日(星期六) (報名上限 250 人) 

場次 5：鶯歌工商：110 年 4 月 17 日(星期六) (報名上限 250 人) 

場次 6：樟樹國際實中：110 年 4 月 24 日(星期六) (報名上限 250 人) 

場次 7：瑞芳高工：110 年 5 月 1 日(星期六) (報名上限 200 人) 

＊報名及錄取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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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倘活動第一階段報名未額滿且尚有名額，則開放第二階段報名。 

3. 各場次依核定名額於報名期間內受理至額滿為止。 

4. 經錄取完成後請務必參加活動，以免造成資源浪費。 

 

http://203.72.44.243/ntpctechadv/indexact.as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