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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學年度鶯歌國民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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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發展教育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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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校沿革

 民國35年創校

 學校總面積3.38公頃

 民國57年改制為台北縣立鶯歌國民中學，係本鎮唯一國中。

 民國84年成立尖山國民中學，由本校移撥一年級學生6班。

 民國86年成立鳳鳴國民中學，由本校移撥一年級學生14班。

 民國104年5月21日職業試探暨體驗教育中心揭牌使用。

 民國105-110年陸續完成窯烤庭園教室、陶藝教室、生科教
室、金工教室、拉坯教室。



二、學校願景
（一）總願景：

有鶯其領，萬邦之屏。

（二）具體圖像：
穩定中進步，溫馨中學習，
書香繫陶情，優質滿園林。

（三）願景指標：
快樂、健康、活潑、學習、和諧、進步。



三、班級數

年級 班級數 學生人數

7年級 20班 501人

8年級 20班 513人

9年級 20班 522人

合計 60班+1(特) 1536人



四、校徽及校旗

主體圖型是一個雙V圖騰代
表鶯歌鳥的變形圖，由大小
兩隻鳥的翅膀重疊出另一隻
鳥，三隻鳥象徵一二三年級
的學生，在民主的環境中成
長，自由自在地飛翔，朝向
光芒四射的前程邁進。此三
V形狀，也象徵自由、超越
、進步、勝利。

以斜體的「鶯中」結合校徽
圖形，代表本校具有積極向
前的動力。搭配飛鳥狀的陶
甕形象，向上帶領鶯中在地
的傳統精神；師生共同揮灑
如彩虹般榮耀又亮麗的新未
來！本校旗係100年5月由學
生蕭郁勳設計，林振洋老師
指導。



七年級生涯輔導工作方面
1.建置生涯檔案及國中學生生涯輔導紀錄手冊。
2.實施心理測驗(學習診斷測驗)。
3.辦理職業面面觀活動。

八年級生涯輔導工作方面
1.擴充生涯檔案及國中學生生涯輔導紀錄手冊。
2.實施心理測驗(國中新編多元性向測驗) 。
3.辦理專業群科參訪活動。

九年級生涯輔導工作方面
1.整合生涯檔案及國中學生生涯輔導紀錄手冊。
2.實施心理測驗(生涯興趣量表)
3.辦理技藝教育課程，推動技藝競賽，展現技藝成果。
4.舉辦技職教育宣導暨參訪學習活動。
5.舉辦各項生涯說明會(高中職抽離式說明會、建教合作、
原民班、實用技能學程)。

6.辦理技職教育宣導暨參訪活動8



9



一-1 生涯發展教育工作執行委員會
每學期期初、期末定期召開生涯發展教育會議

(一學年共召開四次)

10

請教務處將領域召集人與行政一起共同
時間不排課，以利會議召開。



一-1 生涯發展教育工作執行委員會
每學期期初、期末定期召開生涯發展教育會議

11

109-2期末生涯會議因應疫情停課，於線上進行。



一-2 技藝教育遴薦及輔導機制
每學期定期召開遴輔會

12

遴輔會議邀請高職端參與及分享討論



一-2 技藝教育
遴薦及輔導機制
開設職群經過學生意願
調查，並整合資源設備
開設班別。

13

每學年下學期期初

進行八年級學生

技藝教育課程興趣趨向
調查與統計



 開設職群經過學生意願調查，並整合資源設備開設班別。

技藝教育課程興趣趨向統計

一-2 技藝教育遴薦及輔導機制



組
別

開設班別 合作單位 職群名稱
上課
時數

人
數

授課/帶隊教
師

A 自辦班 大誠高中 食品/設計 3 15
阮竑榮老師
/林清福老師

B 自辦班 莊敬高職 農業/食品 3 17
張莉莉老師
/阮竑榮老師

C 合作班 鶯歌工商 設計/商管 4 17 蔡孟孜老師

D 合作班 豫章工商 餐旅/商管 4 20 劉懿慧老師

E 合作班 光啟高中
電機電子/
動力機械

4 22 黃騰慶老師

F 合作班 樹人家商 家政/餐旅 4 24 王民敏老師

G 合作班 莊敬高職 藝術/餐旅 4 21 陳泰岳老師

金工專班 鶯歌工商 金工 7 12 王薇雅組長

109學年度技藝教育開設職群



組別 開設班別 合作單位 職群名稱
上課
時數

人數 授課/帶隊教師

A 自辦班
大誠高中/
校內

食品/設計 3 20
阮竑榮老師
/林清福老師

B 合作班 鶯歌工商 設計/商管 3 18 蔡孟孜老師

C 合作班 豫章工商 餐旅/商管 4 23 蔡佳峪老師

D 合作班 光啟高中
電機電子/
動力機械

4 24 黃騰慶老師

E 合作班 莊敬高職 藝術/農業 4 18 陳泰岳老師

F 合作班 樹人家商 家政/餐旅 4 25 施育瑜老師

G 合作班 樹人家商 藝術/家政 4 24 丁琪芳老師

金工專班 鶯歌工商 金工 7 7 王薇雅組長

110學年度技藝教育開設職群



設計職群、餐旅職群、食品職群、農業職群、
商業管理職群、電機電子職群、動力機械職群
、家政職群、藝術職群。

共開設9種職群，提供學生多元適性的選擇。

109-110學年共開設職群



嚴謹的技藝教育遴選過程
5-6月

遴輔會審核
遴選名單
開辦計劃書

9月
1.組織新學年
遴輔委員會

2.召開期初會議

3月
1.學生意向調查

2.依據調查結果訂定
遴選辦法課程職群
3.輔導老師說明會

3-4月
1.學生宣導
2.家長宣導
3.導師宣導

4-5月進行
遴選報名

一-2 技藝教育遴薦及輔導機制



 各班八年級輔導活動科任課老師於班上仔細和學生說明
技藝教育課程，發放報名表，學生根據志願選填志願。

 (每位學生皆須填寫報名表)

一-2 技藝教育遴薦及輔導機制



 選修學生均請輔導老師晤談輔導，提出書面轉出轉入申
請。由遴輔委員會討論決議，做成書面紀錄。

一-2 技藝教育遴薦及輔導機制

出(入)之轉銜與輔導



出(入)之轉銜與輔導

 退班前審慎評估，與家長、導師、輔導老師、組長討論，
退班持續關懷。



技藝教育課程(自辦班-食品群)



技藝教育課程
設計職群(陶藝、美術設計)



技藝教育課程(鶯歌工商-設計科)



技藝教育課程(商業管理職群)



技藝教育課程
(光啟高中-電機電子職群)



技藝教育課程(動力機械職群)



技藝教育課程(餐旅群)



技藝教育課程(莊敬高職-藝術群)



技藝教育課程(農業群)



技藝教育課程(樹人家商-家政群)



技藝教育課程
(積極推薦學生參與鶯歌工商開辦之金工專班

 109學年度參與金工專班：12人

 110學年度參與金工專班：7人



一-3生涯發展教育相關研習及宣導溝通
辦理校內生涯發展教育研習

33

全校教師研習

 講題：「選所愛、好好讀、有前途—認識技職教育」

 時間：111年1月21日 13:00-14:00   

 講師：南強工商電影電視科主任 張雯貞主任



一-3生涯發展教育相關研習及宣導溝通
因應疫情，線上及實體研習兩者並行，提高出席率。

34



將研習訊息紙本傳閱，積極鼓勵教師參加

一-3生涯發展教育相關研習及宣導溝通
積極鼓勵教師參加教師研習

35



一-3生涯發展教育相關研習及宣導溝通
積極鼓勵教師參加教師研習

除了在校網公告研習資訊，另在全校教職員工群組及綜合領域
群組，鼓勵教師參加生涯發展教育研習。



宣導溝通４-家長宣導

 時間：110年4月22日(四)18:30-19:30

 講題：如何和孩子談生涯。

 講師：本校專輔教師-郭芳蘋老師。

一-3生涯發展教育相關研習及宣導溝通
辦理生涯發展教育親職講座



宣導溝通４-家長宣導
 時間：111年4月21日(四) 18:30-19:30

 講題：成為青少年的生涯領航員。

 講師：本校專輔教師-黃怡婷老師。

一-3生涯發展教育相關研習及宣導溝通
辦理生涯發展教育親職講座



宣導溝通３-教師宣導

 技藝教育輔導活動老師說明會

 —由輔導主任、資料組長和輔導老師進行技藝教育課程說明
與討論

技藝教育-八年級輔導活動課老師說明會

一-3生涯發展教育相關研習及宣導溝通
積極辦理技藝教育相關宣導(家長、學生、導師說明會)



 每年4月辦理八年級導師技藝教育課程說明會，說明遴
選辦法。

技藝教育-八年級導師說明會

一-3生涯發展教育相關研習及宣導溝通
積極辦理技藝教育相關宣導(家長、學生、導師說明會)



宣導溝通２-學生宣導
 各班八年級輔導活動科任課老師於班上仔細說明技藝教育
課程，發放報名表，學生根據志願選填志願。

一-3生涯發展教育相關研習及宣導溝通
積極辦理技藝教育相關宣導(家長、學生、導師說明會)

技藝教育-八年級學生說明會(各班進行)



宣導溝通４-家長宣導
 每年4月辦理技藝教育家長說明會：對家長宣導技職教育意
涵，校內師長說明遴選辦法，請家長協助學生討論釐清意願
進行報名。

一-3生涯發展教育相關研習及宣導溝通
積極辦理技藝教育相關宣導(家長、學生、導師說明會)

技藝教育-家長說明會



43

一-3生涯發展教育相關研習及宣導溝通
每學期運用家長日於家長日手冊放置適性輔導資料，
並請導師協助宣導。

導師在家長日向家長介紹「生涯發展紀錄
手冊」及「生涯檔案」的目的與重要性



由各班導師邀請1-2位家長至班級分享，讓學生對於職涯
有初步的了解。

一-4 資源運用
連結社區專業人力、技職校院辦理活動

44

7年級-職業面面觀活動



7年級-職業面面觀

邀請家長入班介紹職涯生活甘苦談

促成親師合作，學生反應熱烈，形成寶貴資源



資源類別 資源名稱 支援活動項目 備註/聯繫方式

人力

社區領袖 生涯發展教育宣講 傑出校友、社區志工

團體組織
技藝教育課程
高中職說明會
職業類科展演

高中：樹林高中、明德高中、北大高
中等。
高職：鶯歌高職、莊敬 工家、豫章
工商、光啟 高中、大誠高中、樹人
家商、南強工商、智光 商工、開明
商工、能仁 家商等。

機構組織 金工設計課程 東龍珠鑽石集團

社區居民 職業面面觀活動 家長

物力
社區內各機構的場
地及設立

技職教育宣導暨參
訪學習活動
專業群科參訪活動
技藝教育課程

五專：德霖技術學院、耕莘健康醫護
管理學校
高職：鶯歌高職、莊敬 工家、豫章
工商、光啟 高中、大誠高中、樹人
家商等。

財力
申請政府機關預算
項目之補助

生涯活動相關費用

人文 鶯歌陶藝家 職業試探體驗活動46

一-4 資源運用
連結社區專業人力、技職校院辦理活動



9年級-技職教育宣導暨參訪學習活動
 參訪學校：龍華科技大學

 參訪日期：110/12/3(五)

47

一-4 資源運用
連結社區專業人力、技職校院辦理活動



9年級-技職教育宣導參訪活動
110/12/03(五)參訪龍華科技大學



9年級-技職教育宣導參訪活動
109/12/03(四)參訪新生醫護管理專校



9年級-技職教育宣導參訪活動
109/12/03(四)參訪新生醫護管理專校



9年級-職群認識講座

51

一-4 資源運用
連結社區專業人力、技職校院辦理活動



抽離式升學講座(職群宣導)



抽離式升學講座(職群宣導)



抽離式升學講座(職群宣導)



• 時間： 110年12月29日(三)

• 主講者：黃達元律師

全年級--傑出校友分享

一-4 資源運用
連結社區專業人力、技職校院辦理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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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 生涯發展教育實施計畫
訂定年度實施計劃，並於生涯發展教育工作執行委
員會審核通過。將生涯活動納入行事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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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課程計畫、教學研究及融入課程教學
在課發會中討論並規劃生涯發展教育融入各大領域課
程計畫，並整理成成果資料。

58 每學年第一次課發會，發放融入課程資料夾



59

 時間：111年4月28日(四) 10:00-12:00

 講題：綜合活動領域研究會--風格提袋製作。

 講師：許硯筑老師(畢業於服裝設計系)。

二-2課程計畫、教學研究及融入課程教學
領域研究會中融入生涯議題。



60

 時間：111年5月12日(四) 10:00-12:00

 講題：綜合活動領域研究會--食品練功坊：韭菜盒子製作。

 講師：葛國華師傅。

二-2課程計畫、教學研究及融入課程教學
領域研究會中融入生涯議題。



61 國文-那默默的一群-看到每種工作的貢獻

二-2課程計畫、教學研究及融入課程教學
各領域融入生涯發展教育。



62

國文-從年度代表字統整自己的生涯重要事件

二-2課程計畫、教學研究及融入課程教學
各領域融入生涯發展教育。



63英語領域-討論打工度假 我最喜歡的運動員

二-2課程計畫、教學研究及融入課程教學
各領域融入生涯發展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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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領域(思考糖的工藝師-具備什麼特質條件)

二-2課程計畫、教學研究及融入課程教學
各領域融入生涯發展教育。



65

社會領域-融入瞭解就業的工作條件

二-2課程計畫、教學研究及融入課程教學
各領域融入生涯發展教育。



66

科技領域-製作線控車，運用到日常生活解決
問題的能力。

二-2課程計畫、教學研究及融入課程教學
各領域融入生涯發展教育。



67 綜合活動領域-九年級進行高校報告

二-2課程計畫、教學研究及融入課程教學
各領域融入生涯發展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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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領域-製作我的夢想板

二-2課程計畫、教學研究及融入課程教學
各領域融入生涯發展教育。



69

綜合領域-紀錄生活中學習的技能或參加的活動

二-2課程計畫、教學研究及融入課程教學
各領域融入生涯發展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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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課程計畫、教學研究及融入課程教學
各領域融入生涯發展教育。

綜合領域-國中生活大哉問，七年級學弟妹提問，由九年級
學長姐回答，課程反應熱烈。



各領域融入生涯發展教育
(全校進行生涯發展教育輔導刊物課程)

「輔導心天堂」每年均安排
「生涯發展教育」主題，融入
全年級的綜合(1)課程，並搭
配有獎徵答活動，優秀作品公

開頒獎。71

二-2課程計畫、教學研究及融入課程教學
各領域融入生涯發展教育-全校進行輔導刊物課程。



二-2課程計畫、教學研究及融入課程教學
輔導刊物「輔導心天堂」每年均安排「生涯發展教育」
主題，融入全年級的輔導活動課程，並搭配討論題目、
線上學習活動、學習單撰寫比賽及各項相關學習活動。

72

邀請校內外教師評選 得獎作品頒獎



二-2課程計畫、教學研究及融入課程教學
輔導刊物「輔導心天堂」每年均安排「生涯發展教育」
主題，融入全年級的輔導活動課程，並搭配討論題目、
線上學習活動、學習單撰寫比賽及各項相關學習活動。

73

輔導刊物介紹新北市高中職線上博覽會，並
運用IPAD讓學生查詢自己有興趣的學校科系。

綜合活動教師一同備課
討論輔導刊物課程。



特殊教育融入生涯
帶領學生至高職參訪，了解科系及職業內容，並進
行體驗活動。

74

鶯歌工商-門市服務 樹人家商-美容美髮



二-2課程計畫、教學研究及融入課程教學
請各領域於前一學期末撰寫生涯發展教育融入課程計畫
，並寫在生涯發展教育計畫，於會議中審核通過。

75

課發會審核生涯發展教育融入課程



二-2課程計畫、教學研究及融入課程教學
每學年請教師填寫生涯發展教育融入課程自我檢核表。

76 領域檢核表



二-2課程計畫、教學研究及融入課程教學
每學年請教師填寫生涯發展教育融入課程自我檢核表。

77 教師自我檢核表



二-3 生涯發展教育適性活動
七年級-職業面面觀。

78

邀請家長入班介紹職涯生活甘苦談(109學年度)



邀請家長入班介紹職涯生活甘苦談(110學年度)

二-3 生涯發展教育適性活動
七年級-職業面面觀。



8年級-專業群科試探活動(109學年度)
 全部8年級學生，至高職進行專業群科參訪及實作活動，
每個班體驗3種課程。

 參訪日期：110/04/08，全天，分兩所學校
 參訪地點：光啟高中、莊敬工家 光啟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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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領師生認識技職教育



 全部8年級學生，至高職進行專業群科參訪及實作活動，
每個班體驗3種課程。

 參訪日期：110/04/08，全天，分兩所學校
 參訪地點：光啟高中、莊敬工家 莊敬工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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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年級-專業群科試探活動(109學年度)

美容科 農業科 資訊科



8年級-專業群科試探活動
(110學年度目前因疫情暫停)

 8年級學生，至高職進行專業群科參訪及實作活動，
規劃每個班體驗3種課程。

 原訂參訪日期：原定111/04/14，全天，因疫情暫停。
 參訪地點：莊敬工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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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年級-新北市高中職博覽會

 參訪地點：新北市政府市民廣場

 參訪日期：111/3/26(六)

83
由師長和家長陪同，帶學生了解自己的未來方向。



九年級抽離式升學講座(職群宣導)

經由學生意願調查辦理抽離式高中職說明會



抽離式升學講座(職群宣導)

學生選擇自己真正有興趣的科系學校聆聽



抽離式升學講座(職群宣導)



抽離式升學講座(職群宣導)



9年級-實用技能班生涯說明會

 講師：輔導處資料組王薇雅老師

88

109學年度實用技能班說明會(兩天午休)



9年級-實用技能班生涯說明會

 講師：輔導處資料組王薇雅老師

89

110學年度實用技能班說明會
(111.5.3.和111.5.4.午休)



• 時間：109年10月7日(三)
• 講題：珠寶工藝未來的發展
• 講師：東龍珠鑽石集團 張芳榮執行長

全年級-生涯教育演講



• 時間：110年10月6日(三)
• 講題：生涯探索 職人指路
• 講師：簡單老師

全年級-生涯教育講座



• 時間： 110年12月29日(三)

• 主講者：黃達元律師

全年級-生涯教育演講-傑出校友分享



職業類科展演

• 時間：109年12月30日(三)

• 科別：表演藝術科、餐飲科、國標舞社團

• 表演學校：啟英高中、莊敬高職、光啟高中



職業類科展演
• 時間：109年12月30日(三)

• 科別：表演藝術科、餐飲科、國標舞社團

• 表演學校：啟英高中、莊敬高職、光啟高中



技藝教育成果發表暨職業類科展演

• 時間：110年12月29日(三)

• 演出人員：本校藝術群技藝教育學生

• 合作學校：莊敬高職、樹人家商



技藝教育成果發表暨職業類科展演

• 時間： 110年12月29日(三)

• 演出人員：本校藝術群技藝教育學生

• 合作學校：莊敬高職、樹人家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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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藝教育成果發表暨職業類科展演

在全校師生面前，技藝班同學和高職學長姐
一同表演，獲得熱烈迴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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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國中學生生涯檔案及生涯發展紀錄手冊
每學年召集輔導活動任課教師，重新修訂生涯檔
案內涵。

99

領域教師認真討論如何修正讓檔案及手冊更易實施，達
到效果。



三-1國中學生生
涯檔案及生涯
發展紀錄手冊
每學年召集輔導
活動任課教師，
重新修訂生涯檔
案內涵。

100

領域內投票決議

110學年度改版的

收納方式。



每學年討論修訂生涯檔案
• 109學年度改版~

增加「側標貼紙」，讓每位學生的生涯檔案都有分
類的概念。

• 110學年度改版~

更改生涯檔案夾樣式，更方便與生涯手冊收納。



三-1國中學生生涯檔案及生涯發展紀錄手冊
規劃國中學生生涯檔案及生涯發展紀錄冊指導負責人、
填寫時間。並於導師會報、領域會議中宣導，依規畫時
間指導學生填寫，能運用生涯檔案及生涯發展紀錄手冊
輔導學生進路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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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國中學生生涯檔案及生涯發展紀錄手冊
各班購置生涯檔案整理箱，生涯檔案及生涯發展
紀錄手冊保存於各班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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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國中學生生涯檔案及生涯發展紀錄手冊
能訂定學生生涯檔案和生涯發展紀錄手冊管理及
檢核辦法並確實實施。

104

辦理生涯檔案及生涯發展紀錄
手冊抽查，使全校師生了解
填寫完整的重要性。

(1)110/4/16進行9年級抽查。
(2)原定110/6/2辦理七八年級的抽
查，因疫情停課無法進行。
(3)111/4/8：9年級抽查
(4)111/4/22：7年級抽查
(5)111/4/29：8年級抽查

集合輔導股長說明
抽查辦法



三-1國中學生生涯檔案及生涯發展紀錄手冊
能訂定學生生涯檔案和生涯發展紀錄手冊管理及
檢核辦法並確實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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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輔導處的老師們仔細檢核



三-1國中學生生涯檔案及生涯發展紀錄手冊
訂定本校學生生涯檔案比賽暨觀摩實施辦法，邀請不同
專長教師評選優秀作品，並於校慶展覽，讓學生可觀摩
如何呈現整理生涯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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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國中學生生涯檔案及生涯發展紀錄手冊
訂定本校學生生涯檔案比賽暨觀摩實施辦法，邀請不同
專長教師評選優秀作品，並於校慶展覽，讓學生可觀摩
如何呈現整理生涯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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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故事：生涯檔案得獎學生，因為部分參加技藝班無法
在週會領獎，主動提出想至校長室請校長頒獎。



7年級
•學習診斷測驗

8年級
•國中新編多元性向測驗

9年級
•生涯興趣量表

108

三-2 生涯發展相關心理測驗



正式施測前，辦理測驗主試會議，確保施測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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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 生涯發展相關心理測驗
辦理心理測驗主試會議。

七年級心理測驗主試會議 八-九年級心理測驗主試會議



三-2生涯發展相關心理測驗
綜合(1)輔導活動科老師於各班講解測驗結果，配
合生涯檔案相關媒材整合測驗結果。各項測驗結
果登錄於國中學生生涯發展紀錄手冊。

110

輔導活動科老師於各班講解測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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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老師將測驗搭配生涯輔導紀錄手冊做適性輔導

三-2生涯發展相關心理測驗
綜合(1)輔導活動科老師於各班講解測驗結果，配
合生涯檔案相關媒材整合測驗結果。各項測驗結
果登錄於國中學生生涯發展紀錄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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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性向測驗及興趣測驗結果轉知各班導師，讓導師
也能運用測驗於協助學生適性發展。

三-2生涯發展相關心理測驗



三-3學生進路與追蹤調查
畢業前請導師推薦每班2位學生協助調查班上學
生的升學進路，配合註冊組的升學統計表，統整
學生的升學進路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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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故事：109學年
度因疫情停課在線
上召開說明會議，
繳交資料也以電子
檔處理，發現這個
方式更有效率、更
能掌握學生畢業動
向。



三-3學生進路與追蹤調查
彙整與分析應屆畢業學生進路資料，作為生涯發
展教育規劃的參考(升學宣導安排、技藝教育課程
安排…等)，並於每學年期初生涯會議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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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學年度畢業生升學概況



109學年度畢業生-升學與就業情形

畢業生的進路選擇以升學為導向

一、升學與就業情形 人數

升學人數 510

就業人數 1

未升學未就業 2

加總 513



109學年度畢業生-就讀學校類型

50.39%畢業生選擇高中；48.82%選擇職業類科

公立高中 私立高中 公立高職 私立高職 五專 軍事學校
赴國外或

大陸就學
其他

比例 43.14% 7.25% 20.98% 19.80% 8.04% 0.39% 0.00% 0.39%

人數 220 37 107 101 41 2 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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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學年度畢業生-就讀學制別

職業類科 綜合高中 普通高中
建教合作

班

實用技能

學程(日)

實用技能

學程(夜)
進修學校 五專 其他

人數 209 44 196 7 11 0 1 39 3

比例 40.98% 8.63% 38.43% 1.37% 2.16% 0.00% 0.20% 7.65% 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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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學年度畢業生-就讀職群別

職業類科選讀人數排序

1.電機電子(50人)(去年第三名42人) 2.餐旅(44人)(去年48人第一名)

3.設計群(34人)(去年33人第四名) 4.家政群(27人)

1 機

械群

2 動

力機

械群

3 電

機與

電子

群

4 土

木與

建築

群

5 化

工群

6 商

業與

管理

群

7 設

計群

8 農

業群

9 食

品群

10 家

政群

11 餐

旅群

12 水

產群

13 海

事群

14 藝

術群

15 外

語群

16學

術學

程

17醫

事護

理類

科

18 其

他

人數 11 13 50 5 0 32 34 1 5 27 44 0 0 15 8 217 23 24

比例 2.16%2.55%9.80%0.98%0.00%6.27%6.67%0.20%0.98%5.29%8.63%0.00%0.00%2.94%1.57% 42.55 4.51%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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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學年度畢業生-升學方式

50.1%畢業生以分區免試入學

免試

入學-

分區

免試

免試

入學-

技優

甄審

免試

入學-

技術

型…

免試

入學-

優先

免試

免試

入學-

基北

區…

免試

入學-

原住

民…

特色

招生-

科學

班

特色

招生-

藝才

班…

特色

招生-

藝才

班…

特色

招生-

體育

班

特色

招生-

專業

群…

私校

單獨

招生

運動

績優

獨招

運動

績優

甄試

運動

績優

甄審

實用

技能

學程

十二

年就

學安

置

建教

班

比例 50.1 1.24 0.41 24.0 0.21 0.21 0.21 0.21 0.41 3.31 1.45 12.2 0.62 0.00 0.00 1.04 0.83 0.41

人數 242 6 2 116 1 1 1 1 2 16 7 59 3 0 0 5 4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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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150

200

250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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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
別

開設班別 合作單位 職群名稱
上課
時數

人
數

授課/帶隊教
師

A 自辦班 大誠高中 食品/設計 3 15
阮竑榮老師
/林清福老師

B 自辦班 莊敬高職 農業/食品 3 17
張莉莉老師
/阮竑榮老師

C 合作班 鶯歌工商 設計/商管 4 17 蔡孟孜老師

D 合作班 豫章工商 餐旅/商管 4 20 劉懿慧老師

E 合作班 光啟高中
電機電子/
動力機械

4 22 黃騰慶老師

F 合作班 樹人家商 家政/餐旅 4 24 王民敏老師

G 合作班 莊敬高職 藝術/餐旅 4 21 陳泰岳老師

金工專班 鶯歌工商 金工 7 12 王薇雅組長

109學年度技藝教育開設7個班別、
包含9種職群。

辦理特色1-1

以技藝教育涵養生涯發展理念



組別 開設班別 合作單位 職群名稱
上課
時數

人數 授課/帶隊教師

A 自辦班
大誠高中/
校內

食品/設計 3 20
阮竑榮老師
/林清福老師

B 合作班 鶯歌工商 設計/商管 3 18 蔡孟孜老師

C 合作班 豫章工商 餐旅/商管 4 23 蔡佳峪老師

D 合作班 光啟高中
電機電子/
動力機械

4 24 黃騰慶老師

E 合作班 莊敬高職 藝術/農業 4 18 陳泰岳老師

F 合作班 樹人家商 家政/餐旅 4 25 施育瑜老師

G 合作班 樹人家商 藝術/家政 4 24 丁琪芳老師

金工專班 鶯歌工商 金工 7 7 王薇雅組長

110學年度技藝教育開設7個班別、包含9種職群。

辦理特色1-1 以技藝教育涵養生涯發展理念



辦理特色1-2 教育選習率高：
學生參與技藝教育比例(技藝教育選習率)

109學年度達29.04%。
110學年度達30.59% 。

年度 九年級學生
總數

技藝班
學生數

技藝教育
選習率

109學年度 513 149 29.04%

110學年度 523 160 30.59%



辦理特色1-3  

結合鶯歌文化特色發展
技藝教育自辦班「陶藝設計類課程」



辦理特色1-4

積極鼓勵學生參與技藝教育金工專班，結合
高職、大學與業界資源「產官學」合作。

 109學年度參與金工專班：12人

 110學年度參與金工專班：7人



辦理特色1-5

本校技藝教育110學年度訪視獲得優等。



辦理特色1-6

109學年度及110學年度
國中技藝競賽成績優異

職群 主題 名次 班級 姓名

家政職群 美髮
第一名 916 楊宣慧

第六名 913 曾郁臻

電機電子
職群

基本電子應用 佳作 903 林聰賢

基本資訊應用 佳作 906 周于凱

藝術職群 舞蹈展演實務

第三名 913 黃詩淇

佳作 907 余文歆

佳作 918 黃筠睎

設計職群 電腦繪圖 佳作 912 王詩欣

109學年度技藝競賽得獎成績



辦理特色1-6

109學年度及110學年度
國中技藝競賽成績優異

職群 主題 名次 班級 姓名

設計職群

金工 第二名 915 鐘育嫺

電腦繪圖
第六名 906 傅琬婷

佳作 916 林慧瑩

電機電子職群
基本電子應用

第五名 914 蕭卉妤
佳作 919 許博丞

基本資訊應用 第六名 919 陳威廷
室內配線 佳作 905 金柏霖

藝術職群 舞蹈展演實務
第五名 902 彭翊寒
佳作 905 楊佩珊
佳作 919 王于芯

家政職群
美容 佳作 901 宋怡玉
美髮 佳作 906 陳薇媗

其中110學年度獲獎人數為歷年最高，12位學生得獎。



意願調查

•全班都要寫,

學生考量自己
的性向及意願

•不管參不參加
都要給家長簽
名

要參加

•生涯輔導紀錄手
冊

•生涯檔案

•性向測驗

•輔導老師討論並
簽名

導師評選

•學生興趣

•學習積極度

•班級活動配合度

•作業繳交狀況

•品德表現

•特殊表現

遴輔會

•導師列席提出
建議名單

•評審決議做最
後確定

 技藝教育遴輔意願調查表發放給全8年級學生

 家長、導師與輔導老師參與遴輔過程。

 技藝教育遴輔遴選條件：

辦理特色1-7

技藝教育遴輔過程嚴謹



技藝教育遴輔遴選條件：「職群」與「性向測驗」符合程度

辦理特色1-7

技藝教育遴輔過程嚴謹



 報名技藝教育學生必備條件：繳交「國中學生生涯

輔導紀錄手冊」及「生涯檔案」。

1.讓學生從整理手冊及檔案的過程，更了解自己，

教師可參考資料進行適性輔導。

2.讓學生付出一定努力後，才能報名技藝教育課程

，提高學生對選讀技藝教育課程的珍惜程度。

學校辦理特色8-遴輔過程謹慎
辦理特色1-7

技藝教育遴輔過程嚴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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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特色2  成立職業試探暨體驗教育中心，
辦理寒暑假育樂營。結合當地文化產業，讓
技職教育在鶯歌得以向下扎根向上延伸。

協助新北市學生在商業類設計群與農業類食品群
獲得生涯成功機會。



 辦理金工職業試探專班，招生範圍全新北市。

 110學年度第二學期開設到第十期。

辦理特色3-1

辦理「產官學全生涯式」金工職業試探專班



參加陶博館新北技職教育陶瓷金工成果展

第7-9期金工作品參與2021新北技職教育陶瓷金工成果展

(110年11月26日至111年1月2日於鶯歌陶博館展覽)

辦理特色3-2 

金工職業試探專班作品於陶博館展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