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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巿立海佃國中 106學年度第 1學期 

生涯發展教育工作執行委員會期初會議 會議記錄 

 

一、時間：106年 8月 25日(五)下午 01:50 

二、地點：第一會議室 

三、主持人：校長 吳振壬   紀錄：輔導組長 洪欣 

四、出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五、業務報告： 

（一）本學期生涯發展教育注意事項 

1. 請務必於上、下學期期初領域會議討論貴領域如何將生涯發展教育、家庭教育議

題融入課程，並寫入該次的領域會議紀錄；期末領域會議則請討論生涯發展教

育、家庭教育議題融入課程之執行成效，並寫入該次的領域會議紀錄。 

2. 本學年度適逢本校生涯發展教育評鑑，麻煩各領域夥伴多多發展生涯發展融入議

題之教學活動(輔導室可協助拍照與製作相關成果唷)，並麻煩各領召協助督促與

協助收齊以下兩份資料： 

A. 生涯發展教育教案(必須包含教案及成果[ex.學習單、教學照片])： 

每學年至少產出 1份。請各領域依據海佃國中 106 學年度課程融入規劃表（詳

附件，電子檔請參閱新網芳－輔導組長－106學年度輔導組各領域融入生涯發展

教育－參考資料與空白表格－領域融入生涯教育課程資料夾）融入領域課程，

並，各領域可自行規劃人選撰寫，該規劃表皆已依目前使用版本進行編寫。 

  B.生涯發展教育融入各領域教師自我檢核表 

 每學期各填寫 1份，上、下學期共計 2 份。相關格式與範例已放網芳資料夾， 

  麻煩各領召於期末將領域教師檢核表收齊後一併繳交至輔導組。 

◎參考資料與空白表格：請參閱「新網芳－輔導組長－106學年度輔導組各領域融  

 入生涯發展教育－參考資料與空白表格」。 

◎資料繳交：紙本或電子檔皆可，電子檔請上傳「新網芳－輔導組長－106學年度 

 輔導組各領域融入生涯發展教育－上傳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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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提醒領域夥伴在實施「生涯教育」、「家庭教育」等議題融入課程後，督促學生將

學習單放入生涯檔案資料夾中。 

4. 本學期預計辦理活動一覽表： 

編

號 

時間 活動名稱 地點 備註 

1 09/11(一)  八、九年級生涯輔導手冊檢核 輔導室 七、八年級師生 

2 09/20 (三) 0745-0815 親職教育座談會籌備會議 第 1 會議室 全校教師 

3 09/22 (五) 1800-2200 親職教育座談會 佃中校園 
統一於 10/12 下

午補休 

4 09/25 (一) 1520-1605 生涯手冊與生涯檔案說明會 第 1 會議室 
導師與任課輔導

教師 

5 10/14 (六) 0900-1100 
親職教育講座-1 

(學習如何對孩子放手) 
音樂教室 七八年級家長場 

6 10/16 (一) 1520-1605 
家暴防治宣導講座-家暴暨性

侵害防治中心 
風雨球場 全校師生 

7 10/21 (六) 0900-1100 
親職教育講座-2 

(當性別碰上媒體) 
音樂教室 七九年級家長場 

8 10/25 (三) 1330-1605 八年級社區高中職參訪 南英商工 

10/25(三)下午

5-7 節與

10/23(一)下午 

對調 

9 11/13 (一) 1520-1605 
生命心 young 貌心理健康講座-

張老師中心 
風雨球場 全校師生 

10 11/29 (三) 1330-1415 
兒少保通報暨防身術講座-警

察局婦幼隊 
第 1 會議室 全校教師 

11 12/04-06 七年級校外教學  七年級生與導師 

12 12/15 (四) 1115-1200 真人圖書館 風雨球場 九年級 

13 12/18 (一) 1520-1605 
兒童及少年保護研習（併教師

會議） 
第 1 會議室 全校教師 

14 12/25 (一) 聖誕感恩活動 佃中校園 全校師生 

15 01/08 (一) 1520-1605 志願選填試探與輔導知能研習 第 1 會議室 全校教師 

◎技藝教育課程：9/4. 9/11. 9/18. 9/25. 9/30 (六). 10/2. 10/16. 10/23. 10/30. 11/6. 11/13. 11/27.   

                12/11. 12/18. 12/25. 1/8. 1/15 

  小團體輔導：10/23. 10/30. 11/6. 11/20. 11/27. 12/11  

 

（二）生涯輔導紀錄手冊與生涯檔案部份： 

1. 八、九年級生涯檔案已於暑假期間檢核完畢，檔案資料整理完整者將於朝會進行

頒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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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八、九年級的生涯輔導記錄手冊將於 9/11(一)全面回收檢核，麻煩導師協助學生填

寫。 

3. 七年級新生的生涯檔案預計於 9/25(一)發放，檔案之封面與側標將融入美術課程由

學生自行創作，作品優良者可記嘉獎一支。 

4. 9/25(一)第七節為生涯輔導手冊與生涯檔案建置與管理說明會，麻煩導師與任課輔

導教師一同與會。 

 

（三）經費運用： 

 全學年經費為 146,000 元，將依計畫進行運用。 

 

六、討論事項 

無。 

七、臨時動議 

無。 

八、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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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海佃國中 106 學年度課程融入規劃表 

 

學習領域 / 

科 
實施年級 融入單元名稱 任教教師 

可融入之生涯發展

教育能力指標 
備註 

國文 

七上 絕句選 領域教師 1-3-1、2-3-2、3-3-3  

七下 母親的教誨 領域教師 1-3-1、2-3-3  

八上 歲月跟著 領域教師 3-3-3、3-3-5  

八下 偷靴 領域教師 3-3-1  

九上 習慣說 領域教師 2-3-2  

九下 石滬 領域教師 1-3-1、2-3-3、3-3-1  

英文 

七上 Who Is He? 領域教師 2-3-1  

七下 What Do You Do After School? 領域教師 2-3-2、2-3-3、3-3-1  

八上 I Want to Be a Teacher. 領域教師 
1-3-1、2-3-2、3-3-1 

3-3-3、3-3-4、3-3-5 

 

八下 I Cried When the Dragon Died. 領域教師 1-3-1、2-3-2  

九上 Seeing Is Believing, Isn’t It? 領域教師 2-3-2  

九下 Stress Is Neither Good Nor Bad. 領域教師 1-3-1  

數學 

七上 最大公因數與最小公倍數 領域教師 3-3-2  

七下 二元一次聯立方程式 領域教師 3-3-2  

八上 配方法與公式解 領域教師 3-3-2  

八下 內角與外角 領域教師 3-3-2  

九上 比例線段 領域教師 3-3-2  

九下 空間中的垂直與形體 領域教師 3-3-2  

社會 

七上 自我的成長 領域教師 1-3-1、2-3-2  

七下 第二、三級產業 領域教師 2-3-1  

八上 現代國家與民主政治 領域教師 2-3-3、3-3-3  

八下 人民的權利與義務 領域教師 2-3-3  

九上 選擇與消費 領域教師 2-3-3  

九下 全球關連 領域教師 3-3-2、3-3-3  

自然與 

生活科技 

七上 生物體的組成 領域教師 3-2-2、3-3-2、3-3-3  

七下 新生命的誕生 領域教師 2-3-3、3-3-2、3-3-3  

八上 波的傳播 領域教師 3-3-1、3-3-3  

八下 認識電解質 領域教師 3-3-1  

九上 牛頓第一運動定律 領域教師 3-3-2  

九下 電流 領域教師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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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與 

體育 

七上 均衡飲食 領域教師 3-3-3、3-3-5  

七下 青春心事 領域教師 3-3-1  

八上 做個有型的地球人 領域教師 3-3-3  

八下 美妙的生命 領域教師 1-3-1  

九上 在人際關係中成長 領域教師 3-3-3、3-3-5  

九下 我的未來不是夢 領域教師 3-3-3、3-3-5  

藝術與 

人文 

七上 人間開麥拉 領域教師 1-3-1、2-3-1  

七下 臺灣心 表演情 領域教師 2-3-4、2-3-5、2-3-2  

八上 
華夏風情－抒情詠志華夏音

（音樂） 
領域教師 2-2-1 

 

八下 多元交融的浪漫樂派（音樂） 領域教師 3-2-1、3-3-2、3-3-3  

九上 音樂劇風雲 領域教師 2-3-1、2-3-2、3-3-3  

九下 力求創新的臺灣現代劇場 領域教師 2-3-3  

綜合活動 

七上 

       1.服務的真諦 

       2.知己之道 

       3.居家玩創意 

領域教師 1-3-1 

 

七下 

       1.啟動學習力 

       2.光陰的故事 

       3.「結」伴生活 

領域教師 1-3-1 

 

八上 

       1.露營趣 

       2.近距離的心 

       3.「衣」展長才 

領域教師 3-3-2 

 

八下        1.在地消費「行」 

       2.職業萬花筒 

       3.社區走讀 

領域教師 

2-3-1、3-3-2 

 

九上 生涯航海家 領域教師 1-3-1、2-3-2、3-3-3  

九下 綠色小革命 領域教師 2-3-2、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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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巿立海佃國中 106學年度第 1學期 

生涯發展教育工作執行委員會期末會議 會議記錄 

 

一、時間：107年 1月 19日(五)下午 01:45 

二、地點：第一會議室 

三、主持人：校長 吳振壬   紀錄：輔導組長 洪欣 

四、出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五、業務報告： 

（一）本學期生涯發展教育注意事項 

1. 為了充實各年級學生的生涯檔案內容，希望各位導師與輔導活動課教師平時能

多向學生宣導：學期成績單、各領域活動或課程學習單、校內外各項競賽獎狀

等，與個人相關的資料皆可放入生涯檔案中。 

2. 未繳交本學期生涯發展教育融入各領域教師自我檢核表的領域煩請儘速將交

至輔導組，感謝大家。 

3. 本學期已辦理完成之活動一覽表： 

編

號 

時間 活動名稱 地點 備註 

1 09/11(一)  八、九年級生涯輔導手冊檢核 輔導室 七、八年級師生 

2 09/20 (三) 0745-0815 親職教育座談會籌備會議 第 1 會議室 全校教師 

3 09/22 (五) 1800-2200 親職教育座談會 佃中校園 
統一於 10/12 下

午補休 

4 10/30 (一) 1520-1605 生涯手冊與生涯檔案說明會 第 1 會議室 
導師與任課輔導

教師 

5 10/14 (六) 0900-1100 
親職教育講座-1 

(學習如何對孩子放手) 
音樂教室 七八年級家長場 

6 10/16 (一) 1520-1605 
家暴防治宣導講座-家暴暨性

侵害防治中心 
風雨球場 全校師生 

7 10/21 (六) 0900-1100 
親職教育講座-2 

(當性別碰上媒體) 
音樂教室 七九年級家長場 

8 10/25 (三) 1330-1605 八年級社區高中職參訪 南英商工 

10/25(三)下午

5-7 節與

10/23(一)下午 

對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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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6 (一)1300-1630 
超越達人職場體驗-看板手繪

畫師顏振發師傅 
全美戲院 

美展社與具美術

性向的同學 

9 11/13 (一) 1520-1605 
生命心 young 貌心理健康講座-

張老師中心 
風雨球場 全校師生 

10 11/29 (三) 1330-1415 
兒少保通報暨防身術講座-警

察局婦幼隊 
第 1 會議室 全校教師 

11 12/04-06 七年級校外教學  七年級生與導師 

12 12/15 (四) 1510-1605 真人圖書館 風雨球場 九年級 

13 12/18 (一) 1520-1605 
兒童及少年保護研習（併教師

會議） 
第 1 會議室 全校教師 

14 12/25 (一) 聖誕感恩活動 佃中校園 全校師生 

15 01/02 (二) 0800-0830 志願選填試探與輔導知能研習 第 1 會議室 全校教師 

◎技藝教育課程：9/4. 9/11. 9/18. 9/25. 9/30 (六). 10/2. 10/16. 10/23. 10/30. 11/6. 11/13. 11/27.   

                12/11. 12/18. 12/25. 1/8. 1/15 

  小團體輔導：10/23. 10/30. 11/6. 11/20. 11/27. 12/11  

 

4. 十二年國教適性入學與 107 年度升學等相關資訊請參閱以下網站： 

 技藝教育資訊網：http://140.122.103.235/career_5.php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宣導工作網站：http://210.71.166.207/iQuestionary_J/ 

 臺南市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資訊網：http://12basic.tn.edu.tw/ 

 107 年國中畢業生適性入學宣導網站：http://adapt.k12ea.gov.tw/ 

相關升學資訊請參閱本校網站「十二年國教升學專區」與「106 佃中升學諮詢平

台-輔導老師版」LINE 群組，簡章詳見「新網芳－輔導室－輔導組長－107 學年度

升學資訊」資料夾。 

5. 輔導相關法規與資源皆放在「新網芳－輔導室－輔導組長－輔導相關法規與資

源」資料夾，請老師參閱。 

（二）生涯輔導紀錄手冊與生涯檔案部份： 

     將於下學期初檢核全校的生涯輔導紀錄手冊，有不符標準的手冊，皆予以登記

並請輔導教師協助審視並修正。 

（三）經費運用： 

     全學年經費為 146,000 元，教育局已撥付第 1 期款項 73,000 元且本校已完成核

銷。 

http://140.122.103.235/career_5.php
http://210.71.166.207/iQuestionary_J/
http://12basic.tn.edu.tw/
http://adapt.k12e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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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討論事項 

無。 

七、臨時動議 

無。 

八、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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