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校編號：27 

臺南市海佃國中 106學年度生涯發展教育實施計畫―子計畫三 
「參訪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群科」實施計畫 

 
壹、 依據： 

一、 教育部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網要重大議題：生涯發展教育。 

二、 101年 7月 27日南市教中字第 1010626817號函轉知教育部適性輔導管考事項。 

三、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國民中學生涯發展教育及技藝教育相關經費作業

原則」(105年 11月 2 日修正)。 

四、 本校生涯發展教育實施計畫。 

貳、 辦理目的：  

   協助八年級學生在生涯發展過程中，透過實地體驗活動、高職參訪，瞭解不同職群的 

學習主題與職場特質，以利九年級選修技藝教育課程及未來生涯發展與進路選擇之參考。 

參、 辦理單位： 

一、 指導單位：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二、 主辦單位：臺南市海佃國民中學。 

三、 協辦學校：臺南市海佃國民中學。 

肆、活動規劃： 

活  動  規  劃 說明 / 備註 

活動 

時間 
106年 10月 25日(三) 

106年 10月 25日（三）與 106年 10月 23日

（一）下午時段課務對調，對調後 10/25 下午

為班週會時間 

合作 

單位 
高職：南英商工 「社區高職」參訪與體驗活動 

參加 

人員 

學生：275人     教師：10人 

行政人員：2人 
說明本活動預計參加人數 

預計 

辦理 

方式 

一、辦理方式：與社區高職合作，八年級全面進行高職參訪、職業試探與體驗活動。       

 (流程表如附件一) 

    1.合作學校：華德工家。 

    2.參加對象：本校八年級全體學生。以原班編制參訪職校，由行政人員帶隊，導

師隨隊輔導。 

    3.活動當天中午 12：40於校門口集合，專車接送，預訂 16：00返抵學校。 

二、活動內容：各職業類科課程之簡介及實作體驗活動，包括電子科、汽車科、資訊

科、烘培科、綜合職能科等，由合作學校各科教師授課及實務操作指導。 

    1.參訪學校簡介    2.職群介紹      3.講解與說明   

    4.實際操作        5.綜合座談      6.校園參訪 

預計 

成效 

1. 量化：八年級 10 班，學生 275人。 

2. 質化：配合十二年國教內涵與精神，使學生能自我覺察與生涯覺察，並促使學生   

深入瞭解自己，培養積極樂觀的態度及良好的品德與價值觀。 

伍、經費來源及概算：由本校 106學年度生涯發展教育經費項下核支。經費需求表如附件二。 

陸、本計畫經生涯發展教育工作執行委員會議討論，陳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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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臺南市海佃國中 106學年度生涯發展教育實施計畫―子計畫三 

「八年級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群科參訪」流程表 

時間 課程內容 
主持人/主講人 

(附服務單位及職稱) 

12:45-13:20 啟程至參訪高職端學校 輔導室行政人員 

13:20-13:30 致歡迎詞 南英商工代表 

13:30-13:35 致贈感謝狀 
海佃國中 
吳振壬校長 

13:35-14:00 
參訪專業教室(工廠)－ 
區分 A.B.C 3大組 

南英商工 

14:00-15:40 職業試探實作 南英商工 

15:40-16:10 賦歸 輔導室行政人員 

 

附件二 

臺南市海佃國中 106學年度生涯發展教育實施計畫―子計畫三 

「八年級社區高職參訪」經費需求表 

用途別科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預算數 說明 

2服務費用   
 

      

 28 專業服務費 

人*節 

（一節 50分鐘） 
30 400 12,000  外聘講師鐘點費。(高職教師) 

式 1 229  229  
講師鐘點費衍生之二代健保補

充保費(講師鐘點費*1.91%)。 

3材料及用品費      

 32 用品消耗 

場 1 1,500 1,500 場地佈置費。 

式 1 51,200 51,200 活動材料費。 

式 1 1,000  1,000  雜支 

44 交通及運輸設備租金 輛/趟 10 3,000 30,000 交通車租用費 

合計 95,929 
 

 



海佃國中 106學年度生涯職群試探實作活動一覽表 
 

序 國中班級 帶班老師 學生數 實作科別 實作主題 上課地點 

1 二年 1 班 羅惠文老師 28 觀光事業科 巧手做菓子 飲調二 

2 二年 2班 戴瑞霞老師 27 流通管理科 產品行銷-創意紅包袋 電腦教室八 

3 二年 3班 查廷樺老師 27 多媒體動畫科 指尖上的藝術-手機指環 電腦教室五 

4 二年 4班 謝倖宜老師 27 應用日語科 神社に行く F44 

5 二年 5班 蔡佳玹老師 28 電影電視科 
虛擬攝影棚 

拍攝體驗 

行政大樓 B1 

虛擬攝影棚 

6 二年 6班 陳巖翰老師 29 電機空調科 神仙過橋 電子實習工場 

7 二年 7班 黃宗賢老師 28 汽車科 基礎保養 
汽車實習教

室一 

8 二年 8班 黃美津老師 26 資料處理科 超炫的姓名貼製作 電腦教室 9 

9 二年 9班 曾素湄老師 29 餐飲管理科 油飯 椒鹽雞丁 中三 

10 二年 10班 王琬婷老師 27 餐飲技術科 披薩 奶茶 烘三 

學生：276 人；教師：10 人；行政人員：2 人；志工家長 10 人 

活動流程： 

13:05-13:20請本校負責老師於集合場前集合，協調帶領參訪活動相關事宜。  

13:20-13:30長官致歡迎詞，海佃國中吳振壬校長致贈感謝狀 

13:30-14:00依班級引領海佃國中學生，輪流參觀實作工場，開始各職群實務介

紹與工廠設備參觀，1→2→3……依引導路線順序參觀，請負責老師

務必確實掌握時間，為國中學生做說明介紹。 

14:00-16:00學生至上課教室進行實作課程。 

(14:50海佃國中導師前往上課教室關心學生實作體驗狀況) 

16:00歡送海佃國中師生離校 

引導路線： 

朝會場⇨教官室樓下川堂⇨汽車科實習教室⇨西邊上樓⇨ F4 餐服教室⇨東邊上

樓⇨ F5 烘焙教室⇨西邊上樓⇨ F6 中餐、西餐教室⇨由東邊下樓梯 F1⇨教學行

政大樓 B1⇨電影電視科⇨北邊上樓 F1⇨玄關至正側門⇨汽車科洗車展示區⇨東

邊上樓⇨ F2 冷凍空調工場⇨西邊上樓⇨ F4 電機空調科⇨東邊上樓 F5⇨西邊至

新資訊大樓F5電子實習工場⇨西邊下樓⇨東邊下樓⇨ F3多媒體動畫科⇨西邊下

樓⇨ F1 觀光科飲調教室⇨至各主題實作教室 

 

 



臺南巿立海佃國中 106學年度 

八年級社區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群科參訪活動同意書 

一、 時間：106年 10月 25 日(三)  13:00 ~ 16:00。 

二、 地點：臺南市私立南英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三、 內容：1.參訪高職各類職群。 2.職群實作 

四、 服裝：海佃國中制服或運動服。 

五、 回條請由班級輔導股長收齊(依座號排列)後，在 10/20（五）放學前繳回輔導室。 

六、 此參訪活動為本校正式課程，如無特殊原因一律參加。                                                                                                                                                                                                                                                                                                                                                                                                                                                                                                                                                                             

    （請沿此虛線撕下，上聯自存，下聯交給輔導室老師） 

                           家長同意書 

茲同意子弟(學生)               ( 8年___班___號)參加海佃國中106學年度八年級
社區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群科參訪活動，並要求子弟務必遵守與配合參訪過程中學校方面

的各項規定。 

                                       家長簽章：______________ 

臺南巿立海佃國中 106學年度 

八年級社區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群科參訪活動同意書 

一、 時間：106年 10月 25 日(三)  13:00 ~ 16:00。 

二、 地點：臺南市私立南英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三、 內容：1.參訪高職各類職群。 2.職群實作 

四、 服裝：海佃國中制服或運動服。 

五、 回條請由班級輔導股長收齊(依座號排列)後，在 10/20（五）放學前繳回輔導室。 

六、 此參訪活動為本校正式課程，如無特殊原因一律參加。                                                                                                                                                                                                                                                                                                                                                                                                                                                                                                                                                                    

                    （請沿此虛線撕下，上聯自存，下聯交給輔導室老師） 

                           家長同意書 

茲同意子弟(學生)               ( 8年___班___號)參加海佃國中106學年度八年級
社區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群科參訪活動，並要求子弟務必遵守與配合參訪過程中學校方面

的各項規定。 

                                       家長簽章：______________ 



106學年度海佃國中社區高中職參訪學生人數表 

班級 人數 導師 

801 28 孫桂里 

802 27 蔡政翰 

803 27 王賜祿 

804 27 陳展宇 

805 28 蕭惠如 

806 29 郭于甄 

807 28 張媖茹 

808 26 徐慧君 

809 29 鄭秀如 

810 27 吳祥玉 



吳祥玉

106學年度八年級高職參訪活動學老師名單

蕭惠芳

洪  欣

孫桂里

蔡政翰

王賜祿

陳展宇

蕭惠如

郭于甄

張媖茹

徐慧君

鄭秀如

806導師

807導師

810導師

輔導組長

801導師

802導師

803導師

804導師

805導師

輔導主任

808導師

809導師







































臺南市海佃國中106學年度『八年級高職參訪』活動 成果報告表 

計畫/活動 

名稱 
八年級校外高職參訪 

辦理地點 南英商工 

辦理期間 
自 106 年 10 月 25 日 12:30 起 

至 106 年 10 月 25 日 16:05止 
參與對象 海佃國中八年級學生 

參與人次 約290人 

執行成果概述： 

    本次活動特別針對即將升上九年級的八年級同學而設，藉由校外高職參訪幫助學生激發學生

對自我生涯的思考。活動安排許多科的參訪與體驗活動，學生玩得不亦樂乎，過程中處處充滿驚

奇。另外，感謝本校志工團的協助，讓活動更加順暢。 

效益評估： 

    學生紛紛表示覺得很有趣，獲得許多新鮮且寶貴的經驗，也希望有機會能再多參訪其他科或

是學校。從學生的回饋分析，學生在此活動確實達到了我們所期望的目標，激發學生開始為個人

將來生活思考，並透過參訪協助學生探索自我興趣。整體活動成效不錯喔! 

檢討與建議： 

1. 遊覽車有些遲到，導致有些班級較晚到達，活動稍有延誤。 

2. 若有機會可以讓學生多參訪幾科，獲得許多實際動手操作經驗。 

 



臺南市海佃國中106學年度『八年級高職參訪』活動 成果報告表 

  

學生到資料處理科進行參訪體驗 友校學長姐親臨教學 

  

學生實際操作並製作餐點 學生專心認真的學習操作 

  

當天還有許多有趣的體驗活動，右為本校協

助活動辛苦的志工媽媽 
全體歡樂大合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