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竹市立培英國民中學 103學年度 

 推動學生適性輔導與志願選填實施計畫  
 

壹、依據：  

一.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03年8月18日臺教國署學字第1030088526號函。 

二. 新竹市 103學年度推動國中學生適性輔導工作計畫。 

 

貳、 目標： 

一. 加強推動國民中學九年級學生（以下簡稱九年級學生）適性輔導工作，協助

學生探索與認識自我，能夠瞭解自身的能力、性向、興趣等特性，以培養九

年級學生生涯抉擇能力。 

二. 落實教育部國中學生生涯輔導紀錄手冊的使用與輔導，以協助學生依興趣及

性向做志願的選填。 

三. 強化學校人員提供學生志願選填試探之適性輔導策略。 

四. 培訓適性輔導相關人員，提升志願選填試探之輔導知能。 

五. 有關九年級學生志願選填試探資料輸出後，針對性向未明確學生，提供輔導

人員適性輔導之因應策略。 

 

參、辦理單位： 

一. 指導單位：教育部 

二. 主辦單位：新竹市政府 

三. 承辦單位：新竹市立培英國民中學 

 

肆、辦理期程：103年 9月～104年 7月。 

伍、組織與職掌： 

成立「適性輔導與志願選填策略實施小組」，成員及執掌如下： 

職  稱 姓  名 現   職 工作職掌 

召集人 丁淑觀 校    長 主持適性輔導與志願選填實施計畫 

組   員 蘇榮宗 教務主任 規劃、推動適性輔導與志願選填實施計畫 

組   員 陳煒銘 學務主任 規劃、推動適性輔導與志願選填實施計畫 

組   員 鄭雅之 輔導主任 規劃、推動適性輔導與志願選填實施計畫 

組   員 謝佳穎 輔導組長 規劃、推動適性輔導與志願選填實施計畫 



組   員 吳佩錦 資料組長 規劃、推動適性輔導與志願選填實施計畫 

組   員 江素鳳 特教組長 規劃、推動適性輔導與志願選填實施計畫 

組   員 廖家瑩 註冊組長 規劃、推動適性輔導與志願選填實施計畫 

組   員 黃惠琴 特教教師 規劃、推動適性輔導與志願選填實施計畫 

組   員 邱玉雪 特教教師 規劃、推動適性輔導與志願選填實施計畫 

組   員 傅蘭雅 特教教師 規劃、推動適性輔導與志願選填實施計畫 

組   員 詹哲豪 專輔教師 規劃、推動適性輔導與志願選填實施計畫 

組   員 吳克振 專輔教師 規劃、推動適性輔導與志願選填實施計畫 

組   員 王麗梅 輔導教師 規劃、推動適性輔導與志願選填實施計畫 

組   員 王麗梅 輔導教師 規劃、推動適性輔導與志願選填實施計畫 

組   員 陳貞吟 輔導教師 規劃、推動適性輔導與志願選填實施計畫 

組   員 葉秀瓊 輔導教師 規劃、推動適性輔導與志願選填實施計畫 

組   員 袁志秋 
九年級 

導師 
規劃、推動適性輔導與志願選填實施計畫 

組   員 徐欣茜 
九年級 

導師 
規劃、推動適性輔導與志願選填實施計畫 

組   員 任蘭英 
九年級 

導師 
規劃、推動適性輔導與志願選填實施計畫 

組   員 陳景琳 
九年級 

導師 
規劃、推動適性輔導與志願選填實施計畫 

組   員 王鈺奩 
九年級 

導師 
規劃、推動適性輔導與志願選填實施計畫 

組   員 陳姿宇 
九年級 

導師 
規劃、推動適性輔導與志願選填實施計畫 

組   員 陳怡璇 
九年級 

導師 
規劃、推動適性輔導與志願選填實施計畫 

組   員 田明玉 
九年級 

導師 
規劃、推動適性輔導與志願選填實施計畫 



組   員 陳雯靜 
九年級 

導師 
規劃、推動適性輔導與志願選填實施計畫 

組   員 魏歆玫 
九年級 

導師 
規劃、推動適性輔導與志願選填實施計畫 

組   員 林佳儒 
九年級 

導師 
規劃、推動適性輔導與志願選填實施計畫 

組   員 楊宗儒 
九年級 

導師 
規劃、推動適性輔導與志願選填實施計畫 

組   員 王珮玲 
九年級 

導師 
規劃、推動適性輔導與志願選填實施計畫 

組   員 朱俊霖 
九年級 

導師 
規劃、推動適性輔導與志願選填實施計畫 

組   員 謝宗熹 
九年級 

導師 
規劃、推動適性輔導與志願選填實施計畫 

組   員 黃宜芬 
九年級 

導師 
規劃、推動適性輔導與志願選填實施計畫 

組   員 陳孟萍 
九年級 

導師 
規劃、推動適性輔導與志願選填實施計畫 

組   員 陳麗珠 
九年級 

導師 
規劃、推動適性輔導與志願選填實施計畫 

組   員 王珮雯 
九年級 

導師 
規劃、推動適性輔導與志願選填實施計畫 

組   員 馮瑞琦 
九年級 

導師 
規劃、推動適性輔導與志願選填實施計畫 

組   員 顏湘文 
九年級 

導師 
規劃、推動適性輔導與志願選填實施計畫 

組   員 楊易倫 
九年級 

導師 
規劃、推動適性輔導與志願選填實施計畫 

組   員 鍾江兄 
九年級 

導師 
規劃、推動適性輔導與志願選填實施計畫 

組   員 莊宜家 
九年級 

導師 
規劃、推動適性輔導與志願選填實施計畫 

組   員 胡思敏 
九年級 

導師 
規劃、推動適性輔導與志願選填實施計畫 

陸、實施內容： 

    結合教務處、學務處、輔導室、總務處辦理下列各項活動。 

(一) 積極辦理各項適性輔導課程活動以及相關適性輔導措施，協助學生瞭解自

己的興趣與性向以利適性發展與志願選填。 



(二) 提供多元且充分的試探機會協助學生探索自我興趣與能力，以達到適性發

展、適性揚才的目標。 

(三) 依相關規定及時程指導學生進行線上「志願選填試探與輔導系統」填報作

業，並配合志願選填結果進行後續輔導作為。  

(四) 落實各項輔導措施，並將系統輸出之「志願選填試探與輔導紀錄表」之輔

導結果，收集於「生涯檔案資料夾」當中，並依據「國中學生生涯輔導紀

錄手冊」之生涯輔導紀錄、生涯諮詢紀錄佐以輔導。 

(五) 落實「國中學生生涯輔導紀錄手冊」之生涯輔導及生涯諮詢的填寫，以幫

助學生在進行未來升學進路規劃時有清晰、明確的步驟和方式。並配搭『國

中學生生涯輔導紀錄手冊』第 17頁生涯輔導紀錄(教師填寫)、第 18 頁生

涯諮詢紀錄(學生填寫)做 1 次輔導紀錄資料，並將表單放置於生涯檔案

中。 

(六) 依相關規定及時程對家長、導師、學生辦理適性輔導與志願選填強說明宣

導活動，以強化親師生適性輔導作為。 

柒、實施辦法與細則： 

指標 策略 內容 

 

 

 

 

 

 

 

推動各年級

適性輔導課

程與相關活

動的實施 

1.成立「適性輔導工作與志

願選填輔導小組執行委員

會」並落實各項適性輔導課

程與志願選填輔導相關活

動。 

 

 

 

 

 

 

 

 

 

 

 

 

 

 

 

 

 

 

 

 

1-1成立並召開「適性輔導工作與志願

選填輔導小組」會議。 

1-2由教務處協同各領域將適性輔導

內容融入課程設計。 

1-3辦理並指導九年級學生參與技藝

教育相關活動課程。 

1-4七年級適性輔導活動 

(1)班級輔導—建立學生基本輔導資

料，並協助發放、指導七年級學生使用

生涯檔案紀錄本。 

(2)會同輔導老師於輔導課時完成 

生涯輔導資料檔案建置。 

(3)辦理心理測驗—智力測驗（學術

性向測驗）。 

(4)宣導活動－於班會課、升旗 

時間或彈性課程中進行適性輔導影片

欣賞與討論活動。 

(5)實作活動—辦理賈桃樂學習 

主題館職涯試探實作活動。 

(6)參訪活動—辦理社區企業團體 

職業參訪活動。 

(7)親師合作—辦理親職講座活動 

以及家長職業生涯經驗分享。 

(8)生涯探索營隊－於寒假時辦理 

社區家長企業團體職業生涯探索營隊。 



 

 

 

 

 

 

 

 

 

 

 

 

 

 

 

 

 

 

 

 

 

 

 

 

 

 

 

 

 

 

 

 

 

 

 

 

 

 

 

 

 

(9)專題演講及座談－ 

學生：辦理適性輔導列車影片欣賞、工

作世界討論與分享、職業達人開講等。 

教師及家長：辦理親職講座以及生涯發

展教育專題演講及相關研習活動。 

(10)其他。 

1-5八年級適性輔導活動 

(1)班級輔導-填寫國中學生生涯輔

導紀錄手冊資料以及完備生涯檔案資

料夾建置。 

(2)心理測驗—於輔導課進行性向 

測驗之施測與輔導活動。 

(3)團體輔導－於班會課、升旗時間 

或彈性課程中進行適性輔導影片欣賞

與討論活動。 

(4)小團體輔導－進行高關懷課程 

以及數理繁星營課程活動。 

(5)參訪活動—進行社區、企業團 

體職業參訪活動。 

(6)職群試探活動－進行竹竹苗區 

職業試探高中職參訪以及實作活動。 

(7)生涯探索營－於寒假辦理社區 

與企業團體職業生涯探索營隊。 

(8)親師合作—辦理親職講座活動 

以及家長職業生涯經驗分享。 

(9)專題演講及座談－ 

學生：辦理適性輔導列車影片欣賞、工

作世界討論與分享、職業達人開講等。 

教師及家長：辦理親職講座以及生涯發

展教育專題演講及相關研習活動。 

(10)其他。 

1-6九年級適性輔導活動 

(1)班級輔導-填寫國中學生生涯輔

導紀錄手冊資料以及完備生涯檔案資

料夾建置。 

(2)心理測驗—於班會課進行興趣測

驗施測與結果分析討論相關輔導活動。 

(3)班級輔導-於班會課、升旗時間 

或彈性課程中進行適性輔導影片欣賞

與討論活動。 

(4)小團體輔導－進行高關懷課程 



 

 

 

 

 

 

 

 

 

 

 

 

 

 

 

 

 

 

 

 

 

2.協助輔導老師及導師指

導學生完成「國中學生生涯

輔導紀錄手冊」以及生涯檔

案資料夾的內容填寫與資

料彙整。 

 

3.落實各年級心理測驗的

施測與解釋，以個別諮商或

團體諮商等方式協助學生

瞭解自己的興趣及性向。 

以及數理繁星營課程活動。 

(5)升學進路宣導－辦理各項考試 

時程與升學相關說明宣導活動 

(6)生涯博覽會－辦理竹竹苗區高 

中職職群以及五專科別博覽會。 

(7)參訪活動—辦理賈桃樂學習主 

題館職業參訪活動。 

(8)生涯探索營－於寒假辦理社區家

長企業團體職業探索活動。 

1.專題演講及座談－ 

學生：辦理適性輔導列車影片欣賞、工

作世界討論與分享、職業達人開講等。 

教師及家長：辦理親職講座以及生涯發

展教育專題演講及相關研習活動。 

2.加深職業試探—辦理九年級技 

藝教育課程學習活動與技藝教育競賽

相關輔導活動。 

3.志願選填輔導－配合辦理 12年國教

適性輔導相關活動宣導以及說明會。 

4.其他。 

2-1各年級學生完成「國中學生生涯輔

導紀錄手冊」紀錄內容。九年級學生完

成生涯發展規劃書。 

2-2落實「國中學生生涯輔導紀錄手

冊」以及生涯檔案資料夾檢核工作。 

2-3辦理生涯檔案資料夾教學分享。     

3-1召開技藝教育學生遴薦與輔導委

員會。 

3-2協助九年級技藝教育課程學生參

加縣市政府辦理之技藝教育競賽。 

3-3進行下學年度技藝教育課程學生

選修意願調查與彙整。 

3-4召開下學年度技藝教育遴輔會。 

3-5對九年級親師生辦理實用技能學

程宣導與說明會。 

3-6辦理實用技能學程相關申請作業。 

3-7提供家長、學生以及相關人員生涯

諮詢、生涯諮商與志願選填輔導服務。 

 

 



增進教育人

員適性輔導

能力 

1.辦理並參與適性輔導與

志願選填之相關研討會與

研習 

 

1-1辦理適性輔導與志願選填相關議

題教師進修與研習活動。 

1-2鼓勵各領域教師參與認識高中職

職群課程相關參訪與研習活動。 

1-3鼓勵各領域教師將適性輔導相關

活動融入課程。 

1-4導師適性輔導增能研習--包含生

涯輔導規劃書（含生涯檔案）綜合分析

與解讀、學生多元潛能開發與激勵輔

導、班級經營創新等。 

1-5行政人員適性輔導增能研習—包

含各處室辦理與學生生涯發展與適性

輔導相關之活動設計與整合。 

1-6鼓勵輔導教師參與適性輔導增能

工作坊－強化輔導教師二、三級輔導知

能。 

 

 

 

 

 

建立家長、

社區團體及

企業單位參

與適性輔導

之管道 

1.鼓勵家長會主動參與適

性輔導工作。 

2.運用親職教育講座，宣導

多元價值觀，以及適性輔

導、適性楊才的概念。 

3.整合家長人力資源，成立

家長志工服務隊，運用學校

課程空白時段，進行職業探

索活動。 

 

 

4.因應在地文化與社區需

求，辦理生涯探索、以及適

性輔導課程或活動。 

2-1辦理社區企業團體職業生涯體驗

營隊。 

2-2辦理家長社區企業團體親職講座

以及家長職業經驗分享，以協助學生進

行生涯試探。 

2-3辦理適性輔導教育相關議題與活

動、並推動親職教育以及相關說明會。 

3-1依家長職業與專長進行班級團體

輔導生涯職業介紹。 

3-2推動家長社區企業團體與學校之

互動，分享生涯經驗。 

4-1與社教單位共同辦理學生之生涯

教育活動。 

 

捌、經費概算：學校預算。 

 

玖、本實施計畫呈  校長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