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竹市立培英國民中學 103學年度 

生涯發展教育工作執行委員會    會議紀錄 
 

一、 日期：103年 12月 24日(三)12:00~14:00 

二、 地點：校長室 

三、 主席：丁淑觀校長 

四、 出席人員：詳見 103學年度第一學期期末課發會簽到表 

五、 報告事項： 

   (一)103學年度第一學期『生涯發展教育』相關活動均已圓滿完成，感謝各委員的協助與支持， 

   簡述相關活動辦理情形如下： 

(1) 已辦理 7場親職講座，主題包含：家庭、生命、性別、生涯發展教育等主題，各場參與 

人數約 60~80人，預計下學期再辦理 7場。 

(2) 八年級生涯發展職業試探已於 103年 11月 28日辦理完畢，開辦職群與學校分別如下： 

 光復高中：汽修、電子、資訊、觀光、餐飲、廣設、室設、幼保、多媒體、時尚造型 

    東泰高中：餐旅、觀光、汽車、美容、家政 

    世界高中：資處、汽車、美工、幼保、美容、餐飲科 

(3) 八年級合唱團、管樂團、弦樂團同學因代表學校參加市賽，且於活動當日集訓未能參與 

職群試探課程，故輔導室特安排於下學期補辦理職群試探課程，以免影響學生權利。預計

於 104年 1月 22日(四)下午至新竹高商與東泰高中進行參訪活動。 

(4) 各年級生涯發展教育活動本學期共辦 17場，其中校外 12場、校內 5場，活動內容如表: 

活動時間 活動地點 課程內容 參與對象 

103.11.11(二) 賈桃樂生涯館 金工鑰匙圈 7年 10班 

103.11.13(四) 賈桃樂生涯館 面試體驗 7年 8班 

103.11.26(三) 新竹高工 全國技藝競賽參訪 9年級學生 30名 

103.11.28(五) 賈桃樂生涯館 鋼琴模型 7年 13班 

103.12.03(三) 木柵動物園 一日導覽員體驗 8年 5班 

103.12.04(四) 賈桃樂生涯館 柿染筆袋 7年 20班 

103.12.04(四) 國立科學博物館 數理科技體驗 8年 20.23.24班 

103.12.04(四) 美術教室 蝶谷巴特筆袋 高關懷學生 18名 

103.12.06(六) 清華大學物理實驗室 有趣的科學實驗 7.8.9共 14名 

103.12.07(日) 新竹高中實驗室 生活中的科學 7.8.9共 20名 



103.12.08(一) 理化實驗室 手工皂體驗 九年級學生 16名 

103.12.11(四) 家政教室 餐飲課程-披薩 八九年級學生 20名 

103.12.11(四) 祥儀機器人工廠 動力機械課程 7年 1班 7年 4班 

103.12.20(六) 峨眉鄉六寮古道 走訪自然中的生物 9年級學生 

103.12.20(六) 新竹高工 科學魔法營 7年級學生與家長 

103.12.23(三) 資源教室 冬至圓人團員 7.8.9資源班學生 

103.12.25(四) 中廊川堂與輔導室 寒冬送暖新願心願 全校學生 

(5) 寒假預訂辦理生涯發展教育營隊共 7場，相關活動內容如下： 

活動時間 活動地點 課程內容 參與對象 

104.01.28(三) 培英國中 魚菜共生與腳踏車維修課程 7.8年級自由報名 

104.01.28(三) 台北教育電台 ㄧ日 DJ廣播體驗 7.8年級菁輔學生 

104.01.28(三)至 

104.01.30(五) 

培英國中 生涯探索-彩繪人生 7.8年級學生由美術

老師推薦；102學年度

畢業生共同指導 

104.01.28(三)至 

104.01.30(五) 

培英國中 

 

數一數二燈峰造極 資源班學生 6名 

7.8年級自由報名 

104.01.28(三) 培英國中 王品時尚男女 9年級學生 

104.01.29(四) 苗栗 單車體驗與淨灘活動 7.8年級自由報名 

104.02.02(四)至 

104.02.03(五) 

培英國中 多元工作坊- 

發掘自己的優勢能力 

新住民與 

高關懷子女 

(6) 生涯發展教育適性輔導與志願選填說明會議與研習，目前已辦理家長 3場，教師 15場，

學生 12場，相關內容與時間如下： 

研習時間 研習地點 課程內容 參與對象 

103.09.04(四) 各班教室 適性輔導列車影片欣賞 7.8年級學生 

103.09.27(六) 會議室 如何養出好成績 全體家長 

103.10.09(四) 會議室 生涯輔導紀錄手冊的應用 全體教師 

103.10.16(四) 各班教室 適性輔導列車影片欣賞 7.8年級學生 

103.10.17(五) 活力館 生涯發展教育十二年國教 

適性輔導說明會 

全體家長 

103.11.20(四) 諮商室 生涯檔案編修與適性輔導志

願選填增能研習 

輔導教師 



103.11.20(四) 排球場 生涯發展教育-棒球選手體驗 資源班學生 

103.11.28(五) 各班教室 生涯發展教育議題討論 八年級學生 

103.12.01(ㄧ) 各班教室 適性輔導列車影片欣賞討論 七年級學生 

103.12.04(四) 各班教室 適性輔導列車影片欣賞討論 八年級學生 

103.12.05(五) 地科教室 生涯發展教育- 

技藝教育課程遴選說明 

九年級學生 

103.12.06(六) 活力館 生涯發展教育十二年國教適

性輔導說明會- 

全體家長 

103.12.08(ㄧ) 701教室 畢業學長姐經驗傳承 7年 1班學生 

103.12.11(四) 會議室 生涯發展教育教師增能研習 行政與專任教師 

103.12.11(四) 諮商室 生涯檔案編修與適性輔導志

願選填增能研習 

輔導教師 

103.12.15(ㄧ) 活力館 生涯發展教育-保腦教育 

認識志工-創世基金會 

七年級全體學生 

103.12.16(二) 活力館 生涯發展教育- 

認識消防員 

八年級全體學生 

103.12.17(三) 校長室 生涯發展教育- 

技藝教育課程進路說明 

九年級導師 

103.12.17(三) 校長室 生涯發展教育十二年國教 

適性輔導志願選填增能研習 

九年級導師 

103.12.17(三) 活力館 生涯發展教育- 

技藝教育課程進路宣導 

九年級全體學生 

103.12.18(四) 會議室 生涯發展教育適性輔導志願

選填與升學輔導會議 

行政人員與 

全體導師 

103.12.23(二) 輔導室 生涯發展教育- 

新編多元性向測驗解析 

任教八年級 

輔導課教師 

103.12.25(四) 各班教室 適性輔導列車影片欣賞討論 七八年級學生 

104.01.05(ㄧ) 

(暫訂) 

會議室 生涯發展教育十二年國教 

適性輔導志願選填增能研習 

英文領域教師 

104.01.06(二) 

(暫訂) 

團諮室 生涯發展教育十二年國教 

適性輔導志願選填增能研習 

綜合領域教師 



104.01.06(二) 

(暫訂) 

會議室 生涯發展教育十二年國教 

適性輔導志願選填增能研習 

國文領域教師 

104.01.07(三) 

(暫訂) 

學務處 生涯發展教育十二年國教 

適性輔導志願選填增能研習 

健體領域教師 

104.01.07(三) 

(暫訂) 

地科教室 生涯發展教育十二年國教 

適性輔導志願選填增能研習 

數學領域教師 

104.01.09(五) 

(暫訂) 

會議室 生涯發展教育十二年國教 

適性輔導志願選填增能研習 

社會領域教師 

104.01.09(五) 

(暫訂) 

會議室 生涯發展教育十二年國教 

適性輔導志願選填增能研習 

自然領域教師 

(7) 生涯發展議題融入教學說明： 

本學期已完成之領域為：國文、英文、數學、社會、特教，並於教學研究會中討論與分

享。感謝老師們的協助與落實。 

103年 11月 05日生涯訪視委員建議：在各領域教學研究會議中可分享融入時的規劃考

量、上課狀況、困難點、優缺點、以及再次實施時的改進可能性，並詳實列入會議紀錄中，

懇請各領域主席加以宣達，也感謝大家為孩子生涯發展教育的付出。 

各領域融入議題實施後，煩請授課教師填寫『課程設計暨實施檢核表』（如書面資料） 

已實施之領域請於 104.01.27前繳交檢核表，待實施的領域請於 104.06前辦理完畢並將電

子檔寄至輔導室：co@pijh.hc.edu.tw或 pijht880271@pijh.hc.edu.tw 

(檢核內容可寫在領域教學研究會上分享的內容) 

(8) 生涯檔案與生涯輔導紀錄手冊： 

本學期已於 103.11.20與 103.12.11召開生涯發展輔導手冊編修會議，完成生涯發展輔

導手冊建置與管理辦法、檢核辦法、與比賽辦法，詳如附件ㄧ、附件二、附件三。 

本學期預定於 104.01.20~104.01.23舉行七八九年級生涯輔導手冊期末查閱，已請任課

教師指導學生如期完成，各班選出 1-3位表現優良同學敘獎，獎勵辦法如附件三。 

六、 臨時動議 

 

七、 散會 

mailto:co@pijh.hc.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