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雄市立文山高級中學輔導室 

107-1學年度課程或活動成果報告 

課程名稱 107-1學年度國中學生技藝教育 

類別 
■生涯發展教育 ■技藝教育課程 □生命教育 □教師知能 □其他 

□性別平等教育 □中輟高關懷 □家庭親職教育 □弱勢扶助  

辦理日期 107年 9月～107年 1月每週 3節課 上課地點 中山工商、樹德家商 

協辦單位 文山高中教務處、中山工商、樹德家商 

參與人數 

(單位：人) 

合作高職 

開設職群 

中山工商 樹德家商 總計 

動力 

機械 

電機 

電子 
餐旅 食品 

商業 

管理 
機械 設計 藝術 家政 共 2校 9職群 

12 8 24 7 2 9 14 8 15 101 

經  費 全額由教育部專款補助 

課程目標 

1、培養國中學生生涯發展之基本能力。 

2、由職群的實務學習中，加深國三學生對未來生涯之試探。 

3、培養國中學生正確的生涯價值觀及奠定生涯準備的基礎。 

執行概況 

1、開課模式：採高職合作式。合作高職：中山工商及樹德家商。 

2、校內作業：採上下學期對開的模式，根據學生志願選擇開班(同一學生以上下

皆參加技藝教育課程為原則，但不得為同一職群。) 

3、上課時段：107年 9月～108年 2月每週五下午第 5～7節，同時段原班排課

為彈性課程。遇學校重大活動或段考週則暫停技藝教育課程。 

4、依學生志願選擇開設之職群，共 9個職群：動力機械、電機與電子、商業與

管理、食品、家政、餐旅、設計與藝術，計 101名學生參加技藝教育。 

心得與檢

討建議 

1、上學期課程表現優異同學可參加技藝競賽，有利技優甄選。 

2、藉由參加技藝教育讓學生有不同於一般學業的成就表現並有被肯定的機會。 

3、應可詳細訂定上課規則約束學生之上課行為，使其上課秩序更加良好。 

4、上課前於活動中心集合點名時，同學集合動作緩慢，秩序不佳，增加點名的

時間， 可再加強集合時的秩序管理提高點名時的效率。 

承辦人 涂琬琪 處室主任 游秀敏 

檢附相關活動相片於下 

 

 

 

 

 

 

 

 

 

 



活動名稱及相片說明 

107-1學年度國中學生技藝教育課程 

  
說明： 食品群上課實況 說明：化工群上課實況 

  
說明： 家政群上課實況 說明：藝術群上課實況 

  
說明： 設計群上課實況 說明：餐旅群上課實況 

 



 

 



高雄市立文山高中辦理 107 學年度第 1學期技藝教育學生遴輔會會議議程 

時間：107年 11月 23 日（星期五）上午 10時 10分 

地點：校長室旁會議室 

 

主席：王明政校長 記錄：涂琬琪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壹、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及執行情形 

    107-1技藝教育合作高職為中山工商及樹德家商 

貳、業務報告 
一、107第二學期學年度延續第一學期，本校採高職合作式(與其他國中學生合併上課)  

    辦理國三學生技藝教育，與鄰近之高職學校合作辦理，上課地點在合作高職。 

    每位學生僅限上下學期各選習 1個不同的職群。上課時數為每週上課 3節(每周 

    五的第 5～7節)。 

二、103學年度至 107學年度技藝教育隨隊老師名單及遴聘方式已公告於輔導室網頁上。     

    (學校網站公告路徑:輔導室-生涯輔導-技藝教育) 

    技藝教育的選修皆盡量依學生興趣作安排。經統計 107學年度第二學期國三同學共 235 人， 

    選修技藝教育有 72人。 

   1.合作高職開設職群及學生選修人數如下表所示：  

        職群 人數 職群 人數 

機械 3 設計 17 

動力機械 4 藝術 3 

電機電子 3 食品  13 

餐旅 20    

家政 5    

商管 4  總計 72 

       

      2.各班選讀技藝教育人數統計 

班級 301 302 303 304 305 

人數 8 12 12 2 4 

班級 306 307 308      總計 

人數 11 13 10  72 

 

 

三、107-2依申請名單前往合作高職之巴士預計 2車，每車 35~40人，隨隊老師將委請 2位專任  

    老師協助。 

         四、107-1學期技藝教育最後一次上課日期為 107年 1 月 11日。 



    107-2 學期技藝教育第一週(108/2/15星期五)開始正式上課。 

    五、12/24~1/11國中技藝教育學生技藝競賽報名，技藝競賽選手培訓期期間予以公假並協助申請午餐退計費，

技藝教育選手下學期需繼續選讀技藝教育才具備參賽資格。 

       

   參、討論事項 

       案由一：本學期技藝教育實施成效之檢討及建議。 

              說明 1.107-1合作高職為中山工商及樹德家商，其實施成效之檢討及建議。 

                  2.107-2合作高職，請討論。 

      決 議：1.合作高職維持中山工商及樹德家商  

              2.技藝競賽選手給予獎勵跟校長一起用餐。    

      案由二: 審議申請技藝教育之學生名單。 

              說明 1.申請技藝教育學生名單，請參閱附件。 

                    2.申請的名單在遴輔會討論，確認之後會上傳系統報名資料。 

                    上傳之後不再新增或異動(技藝競賽選手除外)。 

           3.技藝教育選讀暨同意書請於 11/28 (三)放學前繳回輔導室。 

決 議：若有同學要再申請技藝教育請於 11/26前將申請表送回輔導室。        

 

肆、散    會（上午 11：00） 

   

 

    

  

       

 

 

 

 

 

 

 

    

 

 

 

 

 

 



 

 會議照片      

      

 

 

 

 

 

 

 

 

 

 

 

 

 

 

 

 

 

 

 

 

 

 

 

 

                                                                                                                                                                                                                                                                                                                                                                                   



高雄市立文山高級中學107學年度第一學期 
『學生選讀技藝教育意願調查』暨推薦表   

高雄市立文山高級中學輔導室  函 

主旨:函請家長同意貴子弟選讀本校技藝教育。 

說明: 

學校將於三年級開設技藝教育，提供對技藝學習較感興趣的同學，深入的職群試探與實作課

程。如果同學與家長、老師在溝通思考後希望申請參加技藝教育，請填寫申請表並由家長本人簽

章後交給各班導師，以作為學校遴輔的必備依據。本校技藝教育說明如下：  

一、技藝教育之上課方式採抽離式上課：於班級正常上課時間，將參加技藝教育之學生（以下簡

稱技藝教育學生）單獨抽出至合作高職上課(每週五下午第5-7節)，原班級學生仍依課表上課

(學校調整該時段排課為彈性課程或綜合活動)，參加技藝教育學生之交通由合作高職專車接

送。 

二、本校106學年度上、下學期開設技藝教育之職群為：機械群、動力機械群、電機與電子群、化

工群、商業與管理群、設計群、食品群、家政群、餐旅群及藝術群共10個，本校遴輔會可依

學生選讀情形調整開設職群，上、下學期須選讀不同職群，以達職業試探功能。職群基本主

題規劃如背面附表。 

三、參加本課程之學生仍可經由多元入學方式升讀高中職；並可依技藝教育學習期間之學習證明

優先升讀高中職實用技能學程或以技優甄審管道升讀公私立高中職；技藝教育成績良者亦可

做為五專超額比序加分之依據。 

四、申請參加之學生需經本校遴輔會審核通過始得參加本課程；如有任何疑問，歡迎來電詢問文

山高中輔導室， TEL:07-7777272分機500、530。 

           此   致       貴家長 

                                           高雄市立文山高中輔導室 

 
 
 

選讀職群

意願調查 

□不參加 

□參加 

志願一：           職群 志願二：           職群 志願三：          職群 

 注 意 事

項 

※請務必仔細填選志願序，若你(妳)所填第1志願額滿將抽籤決定後，

以第2、3志願為你(妳)做選擇。 

※以上選擇須經技藝教育遴輔會議審查。 

 

  備       

註 
1.以總參加人數100人額滿為原則，以同學積分統計(背面)表現為遴選   

   標準。   

2.同意書最晚請於 4 月12日放學前繳回至輔導室資料組。 

3.職群選修人數過少，如合作單位無法開辦時，則不開辦該職群。 

  班       
級 

 座 號  姓名  

 家長簽章  家 長 意 見 □同意          □不同意 

 導師簽名  導 師 意 見 □推薦        □不推薦 

遴輔會意見 □同意選修                   職群             □不同意選修 

 

TEL:07-7777272分機500


國民中學技藝教育職群歸類與基本主題規劃  

職  群 主題（畫底線為彈性主題） 

機械群 職群概論/機械基礎工作/機械識圖與製圖/基礎電腦輔助製造/銑床工作 

動力機械群 職群概論/機車基本認識/汽車基本認識/引擎基礎實習/汽車美容 

電機與電子群 
職群概論/基本工業配線/基本室內配線/基本電子應用/基本資訊應用/基本家用

電器 

土木與建築群 職群概論/識圖與製圖/砌磚工/木工/基本素描 

化工群 職群概論/化學實驗安全/化學基礎操作/生活化學用品製造/趣味化學實驗 

商業與管理群 職群概論/中英文文書處理/產品行銷實務/簡易記帳實務/門市銷售實務 

設計群 職群概論/基礎描繪/設計基礎/色彩學/數位攝影/電腦繪圖 

農業群 職群概論/休閒農業資源應用/蔬菜栽培/觀賞植物栽培/寵物飼養保健/造園技術 

食品群 職群概論/中式米食加工/中式麵食加工/烘焙/果蔬加工 

家政群 職群概論/烹飪/美容/美髮/服飾/幼兒保育 

餐旅群 職群概論/旅館實務/廚藝製作/餐飲服務技術/飲料調製實務 

水產群 職群概論/水產基本技能/基礎生物/水產工作安全技能 

海事群 職群概論/船用配電實習/船舶機械修護/機械製圖 

藝術職群 職群概論/電影電視/音樂/表演藝術/視覺藝術/舞蹈 

註：考量可開班之高職與通勤往來距離，本校不開設土木與建築、農業、水產與海事職群。 

                               參加技藝教育積分統計   

  參加技藝教育積分統計  

  多元性向測驗 

分測驗 量表分數 分數小計 

語文推理  

 

數字推理  

圖形推理  

機械推理  

空間關係  

知覺速度與確度  

獎懲及缺曠紀錄： 

嘉獎1支為+1分，小功1支為+3分，大功1支為

+9分；曠課1節為-0.5分；警告1支為-1分，

小過1支為-3分，大過1支為-9分，此項最低

為0分 

學期 分數 分數小計 

七上  

 七下  

八上  

家長參加「 3 / 23 技藝教育課

程選讀宣導說明會」（10分）： 

以家長簽到單為依據 

參加與否 分數 分數小計 

參加 10 
 

未參加 0 

總分  



 



 

 



 



 

 

 

 

 

 

 



附件一 

高雄市立文山高中國中部技藝教育學生遴薦及輔導辦法 

一、依據 

（一）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四月九日台參字第 0970048821C號令修正「加 

強國民中學技藝教育辦法」。 

（二）本校技藝教育學生遴薦及輔導會決議。 

 

二、目的 

    針對技藝教育學習較有興趣之學生，開設技藝教育選修課程，協助輔導學生對其

生涯興趣之探索，以利未來生涯發展與規劃。 

 

三、主辦單位：輔導室 

 

四、審查與執行：本校技藝教育學生遴薦及輔導會（以下簡稱遴輔 

會），組織如下表所示： 

職稱 執掌 備註 

召集人 督導辦理技藝教育 校長 

執行秘書 策劃技藝教育之實施 主任輔導教師 

委員 課程調派 教務主任 

委員 缺曠課管理及生活常規 學務主任 

委員 辦理技藝教育之相關業務 業務承辦人 

委員 

1.提供學生遴輔相關資料 

2.協助辦理遴輔相關事宜 

導師代表 

委員 導師代表 

委員 家長代表 

委員 合作學校代表 

 

五、參加對象： 

（一）申請參加技藝教育之國二學生。 

（二）申請退出技藝教育之國三學生。 

（三）核定名單後，列入備取之國二學生。 

 

六、推薦原則 

（一）具技藝傾向且對技藝教育具備濃厚興趣並有心學習之學生。 

（二）升學意願不明確，或尚未確定未來發展方向者。 

（三）上課學習態度佳，願意配合學校規定，無嚴重偏差行為者。 



（四）經導師推薦、家長同意後方可提出申請。 

 

七、申請條件及程序： 

（一）學生填具申請表：含基本資料及家長同意書，由導師收齊後以班 

級為單位繳件至輔導室。 

（二）學生於上、下學期須選擇不同的職群，以達職業試探功能。 

（三）積分採計方法： 

      1、多元性向測驗（50%）：採計語文推理、數字推理、圖形推 

理、機械推理、空間關係、知覺速度與確度等六向度之量 

表分數。 

2、獎懲及缺曠課紀錄(40%):嘉獎 1支為+1分，小功 1支為+3分，大功 1支為+9

分；曠課 1節為-0.5分；警告 1支為-1分，小過 1支為-3分，大過 1支為

-9分，此項總分最低為 0分，上述獎懲及缺曠紀錄於申請第一學期技藝教育

採計七上、七下及八上三個學期，申請第二學期技藝教育採計八下及九上二

個學期。 

      3、家長參加本校辦理之「技藝教育選讀宣導說明會」（10%） 

（四）學生須於申請表填寫志願序，依積分高低進行比序。積分相同   

      時依多元性向測驗、獎懲及缺曠課紀錄之順序進行比序，皆相   

      同時由遴輔會決議之（參酌導師推薦或其他）。 

（五）申請名單經遴輔會討論審定後，方列入下學年技藝教育推薦 

選讀名單。 

 

八、轉出入程序： 

（一）名單核定後，因適應不良欲申請轉出者，填具退選申請單並經家長、導師簽名

後方可退出。 

（二）國三轉學生及個案學生因生涯發展需求，得於技藝教育尚未經教育局確認核定

前提出申請（視各職群餘額狀況錄取遞補）。 

（三）以上申請程序及核定標準依本辦法第七條辦理。 
 

九、課程規劃 

（一）上課時間─每週五午午第五節至第七節。 

（二）上課地點─技藝教育合作學校。 

（三）課程內容─依據學生自行選擇之修習職群，配合技藝教育編排  

     內容。 



（四）於上學期末針對表現優良學生由各合作學校指導教師推選出技 

     藝競賽選手，並於寒假期間接受訓練後，在下學期參加高雄市 

     技藝競賽。 

 

十、上課管理規定 

（一）週五 12 點 25 分於學校活動中心集合，12 點 30 分準時出發。 

（二）當天在校之學生因故無法至高職上技藝教育者，需到輔導室拿取國中技藝教育

請假單並詳細填上請假事由及附上相關證明，經由導師及輔導室簽核，在當天

技藝教育上課日中午 12：00 前完成請假手續。 

（三）技藝教育無故缺席二次者一律取消上課資格，並記小過兩次。 

（四）學期中不得無故退出技藝教育，退出者記警告乙次。 

（五）上課期間應穿著學校體育服或制服，並保持儀容整潔。 

（六）乘坐交通車前往合作高職時，全程須聽從隨隊輔導教師之指導及安排。 

（七）須遵守上課秩序，不得違反相關校規及破壞校譽，違反者依學 

      生手冊規範，加倍懲處。 

 

十一、升學管道 

（一）可優先升讀高中職實用技能學程。 

（二）可參與多元入學方案，就讀高中、高職及五專。 

（三）可依「高級中等學校辦理國民中學技藝技能優良學生甄審入學」 

相關辦法升讀各公私立高職。 

 

十二、經費： 

開辦本學程所需經費由高雄市政府教育局補助經費支應。 

 

十三、本辦法經技藝教育學生遴薦及輔導會修訂，經 校長核示後實施。 

 

 

 

 

 



高雄市立文山高級中學 107學年度生涯發展教育活動 

－辦理國中技藝教育工作計畫 

一、依據 

(一)教育部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重大議題（生涯發展教育）。 

(二)加強國民中學技藝教育辦法。 

(三)教育部補助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辦理生涯發展教育及國中技藝教育相關經費作業原則修正

規定（101.7.16教育部臺國（四）字第 1010098549C號令修正發布）。 

(四)本校生涯發展教育年度實施計畫。 

二、目的 

(一)培養學生生涯發展之基本能力。 

(二)透過職群實作，加深對未來生涯之試探。 

(三)培育人本情懷與統整能力。 

(四)培養自我發展、創造思考及適應變遷的能力。 

(五)建立正確的生涯價值觀，奠定生涯準備的基礎。 

三、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輔導室 

(二)協辦單位：教務處、學務處、總務處、導師。 

四、辦理時程：全學年 

五、辦理內容 

(一)成立技藝教育學生遴薦與進路輔導委員會（簡稱遴輔會），遴輔會組織及執掌如下： 

職稱 執掌 備註 

召集人 督導辦理技藝教育 校長 

執行秘書 策劃技藝教育之實施 主任輔導教師 

委員 課程調派 教務主任 

委員 缺曠課管理及生活常規 學務主任 

委員 辦理技藝教育之相關業務 業務承辦人 

委員 

1.提供學生遴輔相關資料 

2.協助辦理遴輔相關事宜 

導師代表 

委員 導師代表 

委員 家長代表 

委員 合作學校代表 

 

(二)進行遴選輔導工作 

1.宣導：輔導室辦理技藝教育導師說明會、學生職群探索活動及家長說明會，增進親、師、生對技

藝教育的認識。 

2.推薦：由導師、輔導教師進行推薦，鼓勵對於技藝性向明顯或興趣濃厚之學生申請參加，由輔導

室彙整推薦名單。 

3.遴輔：召開遴輔會訂定遴選原則，遴選適合選讀技藝教育之學生，並作進路輔導建議，內容包含

學生之相關領域成績、特殊表現、導師及輔導教師或其他領域教師之意見及遴輔會綜合建議等。 

4.進路建議：向學生及家長提供說明及舉辦進路輔導會議。 

(三)遴輔原則如下： 

1.學習表現 



(1)學校相關領域成績、生活常規表現及特殊表現（檢附七上、七下、八上的缺曠課情形、獎懲記

錄）。 

(2)學生生涯檔案（學生整體表現成果）。 

2.認知能力 

(1)各項測驗結果分析（如：性向測驗、興趣測驗等）。 

(2)職群試探評量紀錄（例如：職群試探活動、生涯闖關活動學習單等）。 

3.學習態度 

4.導師、專任教師、輔導教師之意見或輔導紀錄。 

六、辦理方式： 

(一)辦理型態：採抽離模式(國中合作式及高職合作式)，依本校抽離式技藝教育實施計畫辦理。 

(二)開班人數：學生人數以 25人為原則開班。 

七、經費來源及概算 

(一)經費來源：教育部與教育局補助款。 

(二)經費概算：依「教育部補助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辦理生涯發展教育及國中技藝教育相關經費作業

原則修正規定（101.7.16教育部臺國（四）字第 1010098549C號令修正發布）」編列。 

八、本計畫經課發會、遴輔會、行政會報討論，陳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高雄市立文山高級中學 107學年度生涯發展教育活動 

－抽離式技藝教育實施計畫 

一、依據 

(一)教育部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重大議題（生涯發展教育）。 

(二)教育部補助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辦理生涯發展教育及國中技藝教育相關經費作業原則修正規定

（101.7.16教育部臺國（四）字第 1010098549C號令修正發布）。 

(三)加強國民中學技藝教育辦法。 

(四)國民中學技藝教育課程大綱。 

(五)高雄市 103學年度國民中學技藝教育實施計畫 

(六)本校生涯發展教育年度實施計畫。 

二、目的 

(一)針對技藝學習較有興趣的學生，開設技藝教育選修課程，協助其對生涯的認識，以利於未來之生涯

發展。 

(二)輔導學生學習各職群類科之基礎知能，涵養其職業道德，並為繼續升讀職業學校奠定基礎。 

三、辦理單位 

(一)教務處：負責課務安排、學習輔導及成績核算。  

(二)學務處：學生生活之管理及輔導。 

(三)輔導室：學生之生涯輔導，成立遴選小組，召開協調會議，舉辦說明會，並辦理技藝教育成果展等。   

四、實施對象：本校九年級選讀技藝教育之學生。 

五、辦理方式 

(一)上課時間為每週五，下午 5 至 7 節課，若遇到段考或學校重大活動則停課，參加全年級（全校）活

動。 

(二)每班招收人數以十五人至三十五人為原則。(國中合作式以 25人為開班標準) 

(三)學生每學期選修 1職群，一學年共選修 2個職群。 

(四)本校採取與鄰近高職合作模式： 

1.開課行前說明會：上課前一週舉行行前說明會，地點在多媒體教室，會議內容係說明上課時間、交

通方式及注意事項等。 

2.上課時間輔導室及相關行政人員適時到合作學校協助隨班老師處理學生學習及行為輔導事宜。 

3.當天缺席學生名單將通知各班導師及學務處。 

4.修習技藝教育成績及格者，由授課學校依規定授予「國民中學技藝教育修習證明書」。 

六、學習評量 

(一)輔導室安排帶隊老師隨班指導。 

(二)依據技藝教育修習職群證明書之成績，可參加「實用技能學程」分發。 

(三)學習認真並獲技藝教育優異表揚之學生，於校內公開集會時間頒發獎狀，以資鼓勵。  

七、轉出入作業：於技藝班合作學校上課期間，學習適應不良或行為嚴重影響校譽者，依程序檢附相關輔導

紀錄，召開遴輔會討論通過後，停止技藝班課程。  

八、經費及開班核定 

(一)依「教育部補助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辦理生涯發展教育及國中技藝教育相關經費作業原則修正規

定（101.7.16教育部臺國（四）字第 1010098549C號令修正發布）。」編列，由教育局補助。 

(二)本年度開設職群、班級數及人數依高雄市 102學年度國民中學技藝教育實施計畫規定辦理。 



九、本計畫經遴輔會討論通過，陳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