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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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 01月 19日(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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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第二學期期初課發會簽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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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學期預定辦理相關活動如下表： 

(1) 各年級生涯發展教育活動預定辦理時間如下: 

活動時間 活動地點 課程內容 參與對象 

104.01.21(二)至 

104.03.12(四) 

培英國中 生涯探索- 

培英印記詩文徵選 

七八九年級 

104.01.22(四) 東泰高中 補合管樂團職業試探 合唱管樂團 

104.01.22(四) 故宮博物館 生涯探索美『歷』人生 801.806.810 

104.01.22(四) 培英國中 客家文化與技職教育影片宣導 七八年級 

104.01.23(五)至 

104.03.12(四) 

培英國中 生涯探索- 

培英之美攝影甄選 

七八九年級 

104.01.26(一)至 

104.03.12(四) 

培英國中 生涯探索- 

培英形象文創活動甄選 

七八九年級 

104.01.27(二)至 

104.03.05(四) 

培英國中 生涯探索- 

培英娃娃設計活動甄選 

七八九年級 

104.01.28(三) 培英國中 生涯探索- 

王品時尚男女營 

九年級技藝教育課

程學生優先錄取 

104.01.28(三) 培英國中 生涯探索輪轉未來營隊 七八年級 

104.01.28(三)至 

104.01.29(四) 

新竹高中 生涯探索『繪』我未來營隊 七八年級 

104.01.28(三)至 

104.01.30(五) 

培英國中 生涯探索彩繪人生營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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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涯探索數一數二燈峰造極 資源班學生 6名 

7.8年級自由報名 

104.01.28(三)至 

104.01.29(四) 

新竹高中 生涯探索科技未來營隊 七八年級 

104.01.29(四) 苗栗後龍 生涯探索環境有我營隊 七八年級 

104.01.30(五) 喜憨庇護所 生涯探索關懷人生營隊 七八九年級 

104.02.06(五) 新竹郵局 生涯探索郵務體驗營隊 七八年級 

104.02.02(四)至 

104.02.03(五) 

培英國中 多元工作坊-生涯探索 

發掘自己的優勢能力 

七八九年級新住民 

與高關懷子女 

104.03.12(四) 賈桃樂 生涯探索-職業體驗與實作 七年級學生 

104.03.12(四) 培英國中 適性輔導列車影片欣賞與討論 七八年級學生 

104.03.19(四) 新竹高商 生涯探索-職校科群介紹 八年級學生 

104.03.19(四) 賈桃樂 生涯探索-職業體驗與實作 七年級學生 

104.03.26(四) 賈桃樂 生涯探索-職業體驗與實作 七年級學生 

104.04.09(四) 培英國中 適性輔導列車影片欣賞與討論 七八年級學生 

104.05.11(一)至 

104.05.15(五) 

培英國中 教育部生涯輔導手冊與生涯發

展教育檔案檢核與查閱 

九年級學生 

104.05.20(三) 培英國中 竹竹苗職校職群與科別介紹 九年級學生 

104.05.21(四) 培英國中 適性輔導列車影片欣賞與討論 七八九年級學生 

104.05.22(五)至 

104.05.27(三) 

培英國中 技職博覽會- 

竹竹苗職群群科入班介紹宣導 

九年級學生 

104.05.28(四) 培英國中 相信自我，創造未來- 

林義傑成功經驗分享 

七八九年級學生 

104.05.30(六) 培英國中 新生智力測驗 七年級新生 

104.06.03(三) 培英國中 畢業生進路追蹤增能研習 九年級各班代表 

104.06.01(一)至 

104.06.12(五) 

培英國中 教育部生涯輔導手冊與生涯發

展教育檔案檢核與查閱 

七八年級學生 

104.06.05(五)至 

104.06.25(四) 

培英國中 興趣測驗施測 八年級學生 

 



(2) 生涯發展教育適性輔導與志願選填等教師相關增能研習預定辦理如下： 

研習時間 研習地點 課程內容 參與對象 

104.01.08(四) 會議室 適性輔導與志願選填增能研習 七八九年級導師 

104.01.09(五) 地科教室 適性輔導與志願選填增能研習 社會領域教師 

104.01.13(二) 會議室 學生生涯輔導手冊增能研習 輔導課任教教師 

104.01.13(二) 會議室 適性輔導與志願選填增能研習 綜合領域教師 

104.01.14(三) 校長室 適性輔導與志願選填增能研習 九年級導師 

104.01.15(四) 會議室 學生生涯輔導手冊增能研習 七八年級導師 

104.01.19(一) 校長室 生涯發展教育期初會議 生涯發展委員會 

104.01.23(五) 輔導室 九年級第一次志願模擬選填會 輔導老師 

104.01.27(二) 校長室 九年級第一次志願模擬選填會 九年級導師 

104.02.24(二)至 

104.03.05(四) 

諮商室 九年級第一次志願模擬選填結

果分析與輔導 

九年級導師、輔導

教師與輔導室 

104.02.26(四) 會議室 學生生涯輔導手冊增能研習 七八九年級導師 

104.02.26(四) 校長室 九年級第一次志願模擬選填結

果分析與輔導策略增能會議 

九年級導師、輔導

教師與輔導室 

104.03.10(二) 活力館 技藝教育課程遴輔辦法說明會 八年級導師 

104.03.11(三) 活力館 新竹市技藝教育競賽說明會 九年級導師 

104.04.16(四) 校長室 技藝教育課程第一次遴輔會 技職遴輔會委員 

104.04.21(二) 輔導室 九年級第二次志願模擬選填會 輔導老師 

104.04.22(三) 校長室 九年級第二次志願模擬選填會 九年級導師 

104.04.30(四) 校長室 九年級第二次志願模擬選填結

果分析與輔導策略增能會議 

九年級導師、輔導

教師與輔導室 

104.04.27(一)至 

104.05.08(五) 

諮商室 九年級第二次志願模擬選填結

果分析與輔導 

九年級導師、輔導

教師與輔導室 

104.05.30(六) 活力館 全市家長社區企業團體參加十

二年國教適性輔導宣導 

九年級師生與全

校家長 

104.05.28(四) 校長室 九年級會考志願選填策略分析

與輔導 

九年級導師、輔導

教師與教務處 

104.05.28(四)至 

104.06.12(五) 

諮商室 九年級會考志願選填策略分析

與輔導諮商 

九年級導師、輔導

教師與輔導室 



(3) 生涯發展教育技職教育課程，預定辦理相關活動與內容如下： 

研習時間 辦理地點 課程內容 參與對象 

104.01.22(四) 各班教室 適性輔導列車影片欣賞 七八年級學生 

104.01.23(五) 地科教室 第一學期技藝教育課程成績說明 九年級參加技藝

教育課程學生 

104.02.25(三) 地科教室 第二學期技藝教育課程說明會 九年級參加技藝

教育課程學生 

104.02.26(四)至 

104.06.04(四) 

光復高中 

設計科 

世界高中 

家政科 

第二學期技藝教育課程開始，上

課日期如下:0226、0305、0312、

0319、0326、0402、0409、0423、

0507、0521、0528、0604 

九年級參加技藝

教育課程學生 

教師:陳貞吟老師 

教師:葉琇瓊老師 

104.03.05(四) 活力館 竹竹苗區適性輔導 

高職技藝教育課程特色宣導 

八年級學生 

104.03.05(四) 活力館 竹竹苗區適性輔導 

高職技藝教育課程特色宣導 

七年級學生 

104.03.07(六) 活力館 高中職校職群科別、技藝教育課

程與技藝競賽辦法介紹 

全體家長 

104.03.10(二) 活力館 技藝教育課程說明會 八年級學生 

104.03.11(三)至 

104.03.27(五) 

輔導室 103學年度新竹市技藝教育競賽 

報名 

九年級學生 

104.03.11(三) 活力館 103學年度新竹市技藝教育競賽

辦法說明 

九年級學生 

104.03.11(三)至 

104.04.24(五) 

地科教室 103學年度技藝教育競賽筆試 

題庫特訓班 

九年級參加技藝

競賽學生 

104.03.12(四) 各班教室 適性輔導列車影片欣賞 七八年級學生 

104.03.26(四) 各班教室 技藝教育課程相關影片欣賞 八年級學生 

104.03.26(四)至 

104.03.31(二) 

輔導室 

 

104學年度第一學期 

技藝教育課程報名 

八年級學生 

104.04.09(四) 各班教室 適性輔導列車影片欣賞 七八年級學生 

104.04.16(四) 校長室 104學年度技藝教育課程 

第一次遴輔會會議 

技藝教育遴輔會

委員 



104.04.23(四) 會議室 103學年度新竹市技藝教育競賽

賽前注意事項說明會 

九年級參加技藝

競賽學生 

104.04.25(六)至 

104.04.26(日) 

世界高中 

 

103學年度新竹市技藝教育競賽 九年級參加技藝

競賽學生 

104.05.18(一) 會議室 103學年度技優甄選及實用技能

班說明會 

九年級參加技藝

競賽學生 

104.05.21(四) 各班教室 適性輔導列車影片欣賞 七八九年級學生 

104.06.11(四) 各班教室 適性輔導列車影片欣賞 七八九年級學生 

(4) 生涯發展議題融入教學說明： 

第一學期已完成之領域為：國文、英文、數學、社會、綜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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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尚未完成融入課程之領域能協助盡速辦理，並

在課程結束後將相關照片、教案、學習單繳回輔導室，感謝老師們的用心。 

六、 臨時動議 

七、 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