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竹市立培英國中 103 學年度
推展學生生涯發展教育活動成果
【總表】
～ 學 生 篇 ～
壹、專題演講
活動時間
課程內容
103.11.28(五) 生涯發展教育議題討論
103.12.08(ㄧ) 畢業學長姐經驗傳承
保腦教育
103.12.15(ㄧ)
認識志工-創世基金會
103.12.16(二) 認識消防員
103.12.23(二) 面試溝通技巧與語言能力
104.01.28(三) 王品時尚男女
104.03.26(四) 生涯探索-職涯分享甘苦談
104.05.07(四) 生涯探索-職涯分享甘苦談
104.05.14(四) 生涯探索-職涯分享甘苦談
104.05.25(一) 相信自我，創造未來─林義傑成功經驗分享
104.05.28(四) 用雙手走出自己的夢想─倒立先生黃明正
104.06.11(四) 生涯探索-職涯分享甘苦談

參與對象
八年級學生
七年 1 班學生
七年級學生
八年級學生
八年級學生
九年級學生
七年級全體學生
八年級學生
九年級學生
九年級學生
親師生共學場
八九年級學生
親師生共學場
八年級學生

貳、校外教學─職業探索
103.12.03(三)
103.12.04(四)
103.12.11(四)
103.12.20(六)
104.01.22(四)
104.01.28(三)
104.01.30(五)
104.02.06(五)
104.07.01～03
(三-五)
104.0701(三)
103.0701(二)

木柵動物園一日導覽員體驗
國立科學博物館-數理科技體驗
祥儀機器人工廠-動力機械課程
峨眉鄉六寮-古道走訪自然中的生物
故宮博物館-美『歷』人生
台北教育電台-ㄧ日 DJ 廣播員體驗
喜憨庇護工廠生涯探索─關懷人生營隊
新竹郵局職業探索─郵務士體驗營隊
大雪山─奈米營隊
(1.深入了解大自然生態 2.認識奈米科技)
喜憨兒麵包工坊一日體驗營隊
消防員一日體驗

八年 5 班
八年 20.23.24 班
七年 1.4 班
九年級學生
八年級 801.806.810
七八年級菁輔學生

七八九年級
七八年級
1.自由報名
2.高關懷學生
自由報名
自由報名

參、生涯探索─賈桃樂學習主題館參訪與 DIY 課程(七年級生涯探索)
103.11.11(二)
103.11.13(四)
103.11.28(五)
103.12.04(四)
103.11.11(二)
103.11.13(四)
104.03.19(四)
104.03.26(四)
104.03.31(二)
104.04.02(四)
104.04.29(三)

賈桃樂生涯館─金工鑰匙圈 DIY
賈桃樂生涯館─面試體驗 DIY
賈桃樂生涯館─鋼琴模型 DIY
賈桃樂生涯館─柿染筆袋 DIY
賈桃樂生涯館─金工鑰匙圈 DIY
賈桃樂生涯館─面試體驗 DIY
賈桃樂生涯館─職業體驗與實作
賈桃樂生涯館─職業體驗與實作
賈桃樂生涯館─職業體驗與實作
賈桃樂生涯館─職業體驗與實作
賈桃樂生涯館─職業體驗與實作

七年級同學
七年級同學
七年級同學
七年級同學
七年級同學
七年級同學
七年級同學
七年級同學
七年級同學
七年級同學
七年級同學

肆、高中職校(營隊)參訪與實作
103.11.26(三)
103.12.06(六)
103.12.07(日)
103.12.20(六)
103.12.20(六)
104.01.28(三)
至 01.29(四)
104.03.19(四)
104.01.28(三)
至 01.29(四)
104.01.28(三)
至 01.29(四)
104.06.01(一)
104.06.02(二)

新竹高工
清華大學物理實驗室
新竹高中實驗室
新竹高工
新竹女中

全國技藝競賽參訪
有趣的科學實驗
生活中的科學
科學魔法營
生物探索營隊

新竹高中生涯探索

『繪』我未來營隊

七八年級

新竹高商生涯探索

職校科群介紹

802 及 813

新竹高中生涯探索

科技未來營隊

七八年級

新竹高中生涯探索

美術體驗營

七八年級

光復高中生涯探索
磐石高中生涯探索

高職參訪與實作
高職參訪與實作

九年級學生 30 名
七八九年級共 14 名
七八九年及共 20 名
七年級學生.家長
七八年級

九年級學生共 13 班
901 及 910

伍、校內特色活動─職業體驗與實作
第一梯次：
103.07.09(三)~11(五)
第二梯次：
103.07.16(三)~18(五)
103.9 月-104.7 月
103.11.20(四)
103.12.04(四)
103.12.08(一)
103.12.11(四)

食農教育-環境公民體驗活動
大地服務與綠色科技(地點：新竹市立培
同學自由報名
英國民中學、千甲 CSA 農場、新竹自然
谷、觀樹教育基金會-裡山塾、香山濕地、
正隆紙廠)
各班組隊報名
金頭腦-數理徵答挑戰活動
排球場
棒球選手體驗營
高關懷學生 18 名
高關懷班職業體驗-蝶谷巴特筆袋製作
九年級學生 16 名
職業體驗-手工香皂製作
八九年級學生 20 名
職業體驗-餐飲職群-披薩 DIY

103.12.23(三)
103.12.25(四)
104.01.20(二)

資源班職業體驗-搓湯圓(冬至湯圓人團圓)
職業體驗-寒冬送暖新願心願-祈福卡製
作
生涯探索-彩虹天使探索未來超人路跑
活動

104.01.28(三)

生涯探索─王品時尚男女營隊

104.01.28(三)至
104.01.30(五)

生涯探索─彩繪人生

104.01.28(三)至
104.01.30(五)
104.01.28(三)
104.01.29(四)
104.02.02(四)至
104.02.03(五)
104.01.28(三)
104.01.21(二)至
104.03.12(四)
104.01.23(五)至
104.03.12(四)
104.01.26(一)至
104.03.12(四)
104.01.27(二)至
104.03.05(四)
104.01.30(五)
104.05.29(五)至
104.06.04(四)
104.05.21(四)
104.06.05(五)
104.07.31(五)
104.7～8 月

生涯探索─數一數二燈峰造極
職業體驗─魚菜共生與腳踏車維修課程
生涯探索─單車體驗與淨灘活動
多元工作坊-發掘自己的優勢能力
探索輪轉未來營隊

資源班全體同學
全校師生
全校師生
九年級技藝教育課
程
學生優先錄取
暑假營隊
暑假營隊:資源班學
生 6 名,78 年級自
由報名
7.8 年級自由報名
暑假營隊
暑假營隊:多元文化
新移民、高關懷子女
七八年級同學

生涯探索-培英印記詩文徵選

七八九年級同學

生涯探索-培英之美攝影甄選

七八九年級同學

生涯探索-培英形象文創活動甄選

七八九年級同學

生涯探索-培英娃娃設計活動甄選

七八九年級同學

生涯探索關懷人生營隊

七八九年級同學

資源班職業體驗-烘焙與數學的運用
校慶-生活健康食安園遊會
畢業生進路追蹤增能研習
數學好好玩營隊-生活上運用的數學
數假作業-愛樂樂寫活動
1.真愛密碼、樂寫生涯
2.生涯名人、書香論壇

1.七八九年級
2.資源班學生
全校師生
九年級各班代表
同學自由報名
七八九年級同學

陸、生涯適性輔導列車影片欣賞
103.09.04(四)
103.10.16(四)
103.12.01(ㄧ)
103.12.04(四)
103.12.25(四)
104.03.12(四)

適性輔導列車影片欣賞討論
適性輔導列車影片欣賞討論
適性輔導列車影片欣賞討論
適性輔導列車影片欣賞討論
適性輔導列車影片欣賞討論
適性輔導列車影片欣賞討論

七八年級各班教室
七八年級各班教室
七八年級各班教室
七八年級各班教室
七八年級各班教室
七年級各班教室

104.04.09(四)
104.01.22(四)
104.03.12(四)
104.04.09(四)
104.05.21(四)
104.06.11(四)

適性輔導列車影片欣賞討論
適性輔導列車影片欣賞討論
適性輔導列車影片欣賞討論
適性輔導列車影片欣賞討論
適性輔導列車影片欣賞討論
適性輔導列車影片欣賞討論

七八年級各班教室
七八年級各班教室
八年級各班教室
七八年級各班教室
七八九年級各班教室
七八九年級各班教室

柒、生涯技職教育(1.七年級生涯探索 2.八年級職業試探 3.九年級職群體驗)
104.03.05(四)
103-11-28(五)
103-11-28(五)
103-11-28(五)
104.01.22(四)
104.03.05(四)
104.03.10(二)
104.03.26(四)
104.03.26(四)至
104.03.31(二)
103.12.05(五)
103.12.17(三)
103.12.17(三)
104.05.29(五)
104.06.01(一)
104.06.02(二)
104.06.05(五)

竹竹苗區適性輔導
高職技職教育課程特色宣導
八年級職業試探-八年級全體同學
八年級職業試探-八年級全體同學
八年級職業試探-八年級全體同學
補合唱、管樂團八年級職業試探
八年級高職技藝教育課程特色宣導
八年級技藝教育課程說明會
技藝教育課程相關影片欣賞

東泰高中
八年級學生
八年級學生
八年級學生

九年級學生

第 2 學期技藝教育課程說明會

104.04.23(四)

光復高中

技藝教育課程遴選說明
技藝教育課程進路說明
技藝教育課程進路宣導
技職博覽會-職群入班介紹宣導
生涯探索-高職參訪與實作
生涯探索-高職參訪與實作
畢業生進路追蹤增能研習

104.02.25(三)

104.04.23(四)

世界高中

八年級學生

第 1 學期技藝課程成績說明

104.04.18(四)

東泰高中

104 學年度第一學期技藝教育課程報名

104.01.23(五)

104.02.26(四)至
104.06.04(四)
104.03.11(三)至
104.03.27(五)
104.03.11(三)
104.03.11(三)至
104.05.01(五)

七年級學生活力館

第二學期技藝教育課程開始

九年級導師
九年級學生
九年級學生
九年級學生
901 及 910
九年級各班代表
九年級參加技藝教育
課程學生
九年級參加技藝教育
課程學生
光復高中設計科
世界高中家政科

103 學年度新竹市技藝教育競賽報名

九年級學生

103 學年度新竹市技藝教育競賽辦法說明
103 學年度技藝教育競賽筆試
題庫特訓班
103 學年新竹市技藝教育競賽
術科精英模擬競賽
103 學年度新竹市技藝教育競賽賽前注意
事項說明會
103 學年新竹市技藝教育競賽
機械職群術科加強班

九年級學生
九年級技藝競賽學生
九年級參賽學生
九年級技藝競賽學生
技藝競賽
機械職群參賽生

104.05.02(六)
104.05.18(一)
104.01.22(四)

103 學年新竹市技藝教育競賽
103 學年技優甄選及實用技能班說明會
客家文化與技職教育影片宣導

九年級技藝競賽學生
九年級技藝競賽學生
七八年級

捌、生涯融入教學
103.10.29(三)
103.11.19(三)
103.12.03(三)

生涯融入國文領域會議
生涯融入數學領域會議
數學領域師教「生涯發展教育」增能研習-烘焙
技術體驗
生涯融入英文領域教學
融入生物科教學─實地探索台北動物園
融入社會領域教學─實地探索科教館
融入自然領域教學─實地探索科博館

103.11.04(二)
103.12.03(三)
103.12.04(四)
103.12.10(三)
104.05.29(五)至
生涯職業探索融入特教課程-烘焙與數學的運用
104.06.04(四)
生涯發展教育融入數學科實作-比與比例的計算
104.04.23(四)
在烘焙上運用
103.12.08(一)

生涯教育融入自然領域─手工香皂製作＆分析

103.11.04(二)
103.12.03(三)
103.12.04(四)
103.12.10(三)

生涯融入英文領域教學
融入生物科教學─實地探索台北動物園
融入社會領域教學─實地探索科教館
融入自然領域教學─實地探索科博館

會議室
地科教室
烘焙教室
各班教室

資源教室
烘焙教室
理化實驗室
九年級學生
各班教室

玖、其他
104.05.30(六)
104.06.05(五)至
104.06.25(四)
104.06.05(五)至
104.06.10(三)
104.06.22(一)至
104.06.26(五)

新生智力測驗

七年級新生

八年級多元性向測驗施測

八年級學生

教育部生涯輔導手冊與生涯發展教育檔案檢核
與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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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八年級學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