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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適性學習社區教育資源均質化 

實施方案計畫申請表 

(新北市立三重商工) 

召集學校校名 新北市立三重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召集學校 

學校代碼 
013430 

地址 新北市三重區中正北路 163號 

合作學校數 

高中職 

新北市立三重高級商工職業學校（召集學校）、 

新北市立三重高級中等學校、私立東海高級中學、 

私立格致高級中學、私立清傳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私立穀保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等 6所 

大學校院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國立台北商業技術學院、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立台北教育大學、文化大學、 

佛光大學、南華大學、東南科技大學、黎明技術學院、龍

華科技大學、聖約翰科技大學、台北海洋技術學院、德霖

技術學院、醒吾科技大學、致理技術學院、 

台北城市科技大學、德明科技大學、明志科技大學、 

中國科技大學等 19所 

國中 

二重國中、明志國中、光榮國中、碧華國中、三和國中、

三重高中、蘆洲國中、鷺江國中、三民高中、 

私立格致高中、私立金陵女中、私立徐匯高中 12所 

聯 絡 人 

姓  名 洪鈺旻 電  話 聯 絡 人 

單  位 新北市立三重商工 
行 動 電

話 
0911182938 

職  稱 秘書 傳   真 02-29894496 

E-mail secret@mail.scvs.ntpc.edu.tw 

申請日期 105年   08  月 29 日 

召集學校校長

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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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學校及子計畫名稱列表 

(召集學校填列) 

子計畫 

編號 
子計畫學校校名 

辦理項目 
請勾選子計畫主

要對應辦理項目

(複選) 

子計畫名稱 

105-1 
新北市立三重高級商工 

職業學校 

▓夥伴優質 

□資源共享 

▓適性探索 
105-1資源共享適性探索展新局 

105-2 
新北市立三重高級中等 

學校 

▓夥伴優質 

□資源共享 

▓適性探索 
105-2國際理解科學實踐拓視界 

105-3 私立東海高級中學 
▓夥伴優質 

□資源共享 

▓適性探索 
105-3技職藍海教育資源同創新 

105-4 私立格致高級中學 
▓夥伴優質 

□資源共享 

▓適性探索 
105-4多元適性相輔相成創未來 

105-5 
私立清傳高級商業 

職業學校 

▓夥伴優質 

□資源共享 

▓適性探索 
105-5探索國際關懷服務展新力 

105-6 
私立穀保高級家事商業 

職業學校 

▓夥伴優質 

□資源共享 

▓適性探索 
105-6多元技職共創價值迎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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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緣起 

三重、蘆洲地理位置位於淡水河左岸，充滿文化及中小企業經濟成長持續發展的條件。

自 103年 8月實施 12年國教，社區內高中職學校及國中端師生便緊密連結，共同建構一個教

育人力資源、硬體教育設施及優質教育文化的適性學習社區，以期能提升社區學子整體素質。

本地區的高中職學校在合作多年的社區化、均質化計畫後，已具備資源共享及適性學習的特

質，各校均有優質的辦學特色，諸如語文、科學、專業職能技術等等，皆有亮麗的教學成效。 

    105 學年度加入本計畫合作學校有：新北市立三重高級商工職業學校、新北市立三重高

級中學、私立東海高級中學、私立格致高級中學、私立清傳高級商業學校及私立穀保高級家

事商業職業學校等 6校。各校皆希望能以合作的方式，共同推動技職體驗、創意研習、文教

講座、藝文研習、、科學學術營、成果發表、技職博覽會、欖仁祭國際社區日等活動，讓鄰

近家長及國中師生了解本區各校特色並能善用各校資源為主要目的，以扭轉外界對三重、蘆

洲既定印象。105學年度將結合 6校的能量，透過均質化子計畫的試探、教學、表演、競賽、

研習等活動設計，大幅增強區內國中畢業生就近入學的意願，各校亦能針對特色課程與改善

事項辦理子計畫，達成適性學習、資源共享之效。 

105 學年度本區均質化計畫的合作學校類型中，涵蓋新北市立高中、高職；私立高中、

高職，各校辦學皆各有特色且具有各類科齊全之優勢。各校將聯合推動職涯探索與科技與創

意發展、國際連結教室對話、技職藍海職群探索暨特色群科成果展示、商業應用與英語學習

計畫，以達區內學生就近入學率提高、特色教學創新、適性課程發展及教育資源共享的目標。

新北市立三重商工旨在啟發區內師生對機械群、機械動力群、商業群課程的認識，深耕區內

職業技能及創新學習、激發國高中學生思考、實作技能及職涯體驗；新北市立三重高中推動

國際社區日，結合區內國高中學校以網路平台跨職群學習；私立東海高級中學推動區內學子

以職群探索體驗課程(如：西餐料理、智慧型機器人等)及資源共享；私立格致高級中學以推

動推動科學營隊，搭配電子電機類群結合機電整合探索課程；私立清傳高商推動日語學習探

索，發展日語特色教材；私立穀保家商推動餐飲領域創意課程及特色社團。社區之中類科試

探課程兼具完整性及多元性。以三重商工為召集學校，整合本區教育資源及體驗職業探索，

增進本區師生互動交流與資源共享，進而宣揚各校的辦學績效、優良師資與設備、健全的教

學環境、創新的學習課程，以吸引區內國中畢業生就近就讀，進而達成推動 12 年國民基本教

育之政策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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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計畫目標 

 

目標項目 達成計畫目標 參與學校 

1.提升社區

教育資源－

夥伴優質 

1.籌劃社群增能講座，推動社區跨校教師專業社群。 

2.應用社區經營特色，發展社區合作特色應用教材。 

新北市立三重商工、 

新北市立三重高中、 

私立東海高級中學、 

私立格致高級中學 

私立清傳商職 

私立穀保家商 

鄰近 12 所國中 

2.提升社區

教育資源－

資源共享 

 

新北市立三重商工、 

新北市立三重高中、 

私立東海高級中學、 

私立格致高級中學 

私立清傳商職 

私立穀保家商 

鄰近 12 所國中 

3.提升社區

教育資源－

適性探索 

1.設立各項有效誘因，吸引社區國中學生就近入學。 

2.結合社區各校特色，辦理社區國中學術職涯探索。 

新北市立三重商工、 

新北市立三重高中、 

私立東海高級中學、 

私立格致高級中學 

私立清傳商職 

私立穀保家商 

鄰近 12 所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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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教育政策 KPI與社區現況分析 

一、教育政策 KPI、方案量化指標與社區目標值 

教育政策

KPI 
方案量化指標 操作型定義 

104 

社區現況值 
建議目標值 

105 學年度

社區目標值 

1.提升社

區教育

資源－

夥伴優

質 

1.1 適性學習社區高中職

教師參與專業發展評

鑑比率 

適性學習社區高中職教師

參與專業發展評鑑人數/

適性學習社區高中職教師

總數×100% 

68.81% 73.81% 75% 

1.2 適性學習社區高中職

合作推動跨校專業學

習社群數 

適性學習社區高中職合作

推動跨校專業學習社群數 

每區推動 1 個以上跨校專

業學習社群 
1 

1.3 適性學習社區高中職

合作開設特色課程數 

適性學習社區高中職合作

開設特色課程數 

每區開設 2 個以上特色課

程 
4 

1.4 適性學習社區高中職

合作發展特色教材數 

適性學習社區高中職合作

發展特色教材數 

每區發展 2 個以上特色教

材 
4 

2.提升社

區教育

資源－

資源共

享 

2.1 適性學習社區高中職

合作開設跨校特色選

修課程數 

適性學習社區高中職合作

開設跨校特色選修課程數 

每區每學年開設 2 個以上

跨校特色選修課程 
同 1.3 

2.2 適性學習社區高中職

合作開設由大專校院

教師授課之特色選修

課程數 

適性學習社區高中職合作

開設由大專校院教師授課

之特色選修課程數 

每區每學年開設 2 個以上

由大專校院教師授課之

特色選修課程 

2 

2.3 適性學習社區高中職

合作推動學生特色社

團數 

適性學習社區高中職合作

推動學生特色社團數 

每區合作推動 1 個以上學

生特色社團 
3 

2.4 適性學習社區高中職

合作推動學生服務學

習活動次數 

適性學習社區高中職合作

推動學生服務學習活動次

數 

每區合作推動 1 次以上學

生服務學習活動 
4 

3.提升社

區教育

資源－

適性探

索 

3.1 適性學習社區高中職

一年級新生就近入學

率 

高一新生來自適性學習社

區國中畢業生人數/高一

新生實際註冊人數×100% 

52.54% 55.54% 56% 

3.2 適性學習社區二、三

年級國中學生參與高

中職適性探索平均次

數。 

適性學習社區國中二、三

年級學生至校外或高中職

參加適性探索人次/適性

學習社區國中二、三年級

學生總數 

1.1 次 2 次以上 2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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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應教育政策 KPI之社區現況 SWOTS分析 

(請對應教育政策 KPI，分析社區的資源條件，並提出策略) 

教育政策

KPI 
優勢 劣勢 機會 威脅 策略 

1.提升社

區教育

資源－

夥伴優

質 

1.1各校多數教

師，大都參

加教專 

1.2各校現有教

師，專業素

養精湛 

1.3各校任課教

師，皆具服

務熱忱 

1.4各校專業教

師，深具教

學知能 

1.1部分公校老

師，參加比

率偏低 

1.2各校作習時

間，無法整

合一致 

1.3教學行政工

作，日漸繁

忙沉重 

1.4缺乏共同時

間，討論安

排不易 

1.1各項專案目

標，支援教

師參加 

1.2教專評鑑機

制，鼓勵學

校推動 

1.3國教政策精

神，鼓勵多

元發展 

1.4學園學校特

色，漸被社

區認同 

1.1教專評鑑表

件，略為制

式繁雜 

1.2跨校學習社

群，尚乏推

動誘因 

1.3學生跨校交

通，安全問

題考量 

1.4特色課程教

材，未列入

升學中 

1.1 提升社區教

師參加教專

評鑑的比率 

1.2 推動社區學

校跨校合作

專業的社群 

1.3 開設社區高

中職跨校特

色選修課程 

1.4 發展社區學

校合作編撰

特色的教材 

2.提升社

區教育

資源－

資源共

享 

1.1社區各校鄰

近，有利互

動分享 

1.2各校多年以

來，皆有大

專合作 

1.3各校現有社

團，相當豐

富多元  

1.4各校服務學

習，皆有要

求推動 

1.1各校的行事

曆，未能有

效整合 

1.2學生學習意

願，不利跨

校選修 

1.3各校社團時

間，安排未

能一致 

1.4跨校主題目

標，不易安

排聚焦 

1.1捷運公車路

線，有利跨

校選課 

1.2合作大專學

校，主動配

合度高 

1.3國教政策目

標，鼓勵多

元發展 

1.4社區各種社

團，大力配

合支援 

1.1各校跨校選

課，整合工

作不易 

1.2大專教師課

程，規劃安

排不易 

1.3跨校社團交

通，仍需克

服規劃 

1.4社服團體機

構，仍需加

強連繫 

2.1 開設社區高

中職跨校特

色選修課程 

2.2 聘請大專教

師授課的特

色選修課程 

2.3 成立社區高

中職跨校特

色多元社團 

2.4 推動社區高

中職跨校學

生服務學習 

3.提升社

區教育

資源－

適性探

索 

1.1左岸學園學

校，類型多

元完整 

1.2社區各校致

力，發展多

元特色 

1.1學校之間合

作，仍需要

再統整 

1.2學校行政教

學，負擔日

益繁重 

1.1各項專案計

劃，要求就

近入學 

1.2國教政策要

求，推動適

性探索 

1.1部分家長迷

思，偏向明

星高中 

1.2少子女化因

素，影響學

校生源 

3.1 提升適性學

習社區學生

就近入學率 

3.2 辦理適性學

習社區國中

生探索體驗 

註：SWOTS 分析以不超過 1 頁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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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對應教育政策 KPI、方案指標之計畫執行內容構想 

教育政策

KPI 
方案量化指標 方案質性指標 對應方案量化 KPI 之計畫執行內容構想 

1.提升社

區教育

資源－

夥伴優

質 

1.1 適性學習社

區高中職教

師參與專業

發展評鑑比

率。 

1.2 適性學習社

區高中職合

作推動跨校

專業學習社

群數。 

1.3 適性學習社

區高中職合

作開設特色

課程數。 

1.4 適性學習社

區高中職合

作發展特色

教材數。 

1.1 適性學習社

區具備指標

高中。 

1.2 適性學習社

區高中職合

作推動跨校

教師專業學

習社群。 

1.3 適性學習社

區高中職合

作建構學習

社區。 

1.1提升社區教師參加教專評鑑的比率：辦理社區教師專業

發展評鑑實體研習 12 小時及諮詢輔導工作，鼓勵社區

尚未取得初階資格老師參加，協助取得初階教專的資

格，以提升社區教師參加專業評鑑的比率。 

(1.1)講座主題：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實體研習及諮詢輔

導工作。 

(1.2)主辦學校：三重商工。 

(1.3)參加對象：社區高中職教師。 

(1.4)預計人數：50人。 

(1.5)辦理時間：10月中旬(週六日)及 12月底。 

(1.6)辦理時數：實體研習 12小時，工作坊 4小時。 

(1.7)合作學校：社區 6所合作學校。 

 

1.2推動社區學校跨校合作專業的社群：推動本適性學習社

區英文科夥伴高中職跨校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定期辦理

英文教學教材教法、多元評量、iEarn國際教育社群增

能講座。 

(1.1)講座主題：iEARN 國際教育專案融入課程工作

坊、English for Life 生活英語教學教材工作坊。 

(1.2)主辦學校：三重高中。 

(1.3)參加對象：社區高中職教師。 

(1.4)預計人數：50人。 

(1.5)辦理時間：新北市高中職英文科共同備課時間

(星期一下午)、學校班週會時間(星期三)。 

(1.6)辦理時數：預計每學期 2次共計 8小時。 

(1.7)合作學校：社區 6所合作學校。 

 

1.3開設社區高中職跨校特色選修課程【同 2.1】 

(1)課程名稱：文化創意產業選修課程。 

(1.1)課程內容：配合三校既有之專業設計課程師資與

設備(3D列印、繪圖軟體、雷射切割、網頁設計。

等)，於寒暑假期間開設軟體學習與設計實作。 

(1.2)主辦學校：三重高中。 

(1.3)參加對象：社區高中職學生。 

(1.4)預計人數：30人。 

(1.5)辦理時間：於寒假和暑假期間開設選修課程 1

學分(18節次)。 

(1.6)合作學校：格致中學、東海高中、穀保家商。 

(2)課程名稱：機電整合應用課程。 

(2.1)課程內容：配合工業 4.0的普及，培養學生自動

化控制知能，學得機構設計、感測器及程式設計

來代替人力或簡化人類工作程序。 

(2.2)主辦學校：格致高中。 

(2.3)參加對象：新北三區高中職學生。 



適性學習社區：新北三區     召集學校：三重商工學校(簡稱)       合作學校數：6所 

8 

 

教育政策

KPI 
方案量化指標 方案質性指標 對應方案量化 KPI 之計畫執行內容構想 

(2.4)預計人數：40人。 

(2.5)開課時間：105學年度夜間或假日(上課 12次，

每次 3 小時，共計 36 小時) 教師課程研討 3 場

次、發展主題式教學單元教案 12 件、辦理教學

成效與實作發表 1場次、辦理課程自主評鑑會議

1場次。 

(2.6)合作學校：格致高中電子科資訊科、三重商工機

械科。 
(3)課程名稱：遊戲 APP程式開發。 
(3.1)課程內容：培養學生資訊整合開發的能力，透過

手機開發平台語言撰寫與設計，結合各式主題發

想與應用，展現互動式遊戲設計特色。 

(3.2)主辦學校：穀保家商。 

(3.3)參加對象：社區高中職學生。 

(3.4)預計人數：40人。 

(3.5)辦理時間：105 學年度夜間或假日(上課 9 次，

每次 4小時，共計 36小時)。 

(3.6)合作學校：社區 6所合作學校 
(4)課程名稱：藝術蛋糕裝飾。 
(3.1)課程內容：利用鮮奶油練習擠花、抹面之技巧彩

繪蛋糕。 

(3.2)主辦學校：穀保家商。 

(3.3)參加對象：社區高中職學生。 

(3.4)預計人數：40人。 

(3.5)辦理時間：105 學年度夜間或假日(上課 9 次，

每次 4小時，共計 36小時)。 

(3.6)合作學校：社區 6所合作學校。 

 

1.4發展社區學校合作編撰特色的教材 

(1)日語特色適性教材：由適性學習社區日語教師共同合

作，發展日語特色適性教材 1 套，並提供社區學校

日語教學使用。 

(2)遊戲 APP開發教材：遊戲 APP開發課程特色教材，教

學影片 8部、遊戲 APP開發示範成果 4份。  

(3)彩繪蛋糕裝飾教材：發展「藝術蛋糕裝飾」課程特色

教材，教學影片 3部和自編教材 2份。 

(4)機電整合特色教材：格致高中電子科、資訊科老師與

三重商工機械科合作開設機電整合課程，發展主題式

教學單元教案 12件，配合跨校特色選修課程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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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政策

KPI 
方案量化指標 方案質性指標 對應方案量化 KPI 之計畫執行內容構想 

2.提升社

區教育

資源－

資源共

享 

2.1 適性學習社

區高中職合

作開設跨校

特色選修課

程數。 

2.2 適性學習社

區高中職合

作開設由大

專校院教師

授課之特色

選修課程

數。 

2.3 適性學習社

區高中職合

作推動學生

特色社團

數。 

2.4 適性學習社

區高中職合

作推動學生

服務學習活

動次數。 

2.1 適性學習社

區高中職合

作發展具社

區文化或產

業特色之課

程、教材、

教學及評

量。 

2.2 適性學習社

區高中職與

大專校院合

作發展具特

色之課程、

教材、教學

及評量。 

2.3 適性學習社

區高中職與

產業合作發

展具特色之

課程、教

材、教學及

評量。 

2.4 適性學習社

區高中職與

國中合作辦

理特色社團

及服務學

習。 

2.1開設社區高中職跨校特色選修課程【同 1.3】 

 

2.2聘請大專教師授課的特色選修課程 

(1)課程名稱：史塔克 3D列印人形機器人。 

(1.1)課程內容：發展人形機器人結合 3D 列印技術化

科幻為現實。 

(1.2)主辦學校：東海高中。 

(1.3)參加對象：社區高中職學生。 

(1.4)預計人數：40人。 

(1.5)辦理時間：暫訂每週四下午七八節。 

(1.6)合作學校：台北城市科技大學和三重高中。 

(2)課程名稱：造形設計。 

(2.1)課程內容：提升學生產品設計的觀念，併融入板

金成品製作之中。 

(2.2)主辦學校：三重商工。 

(2.3)參加對象：板金科二年級甲乙兩班、格致中學廣

設科。 

(2.4)預計人數：35X2=70人。 

(2.5)開課時間：依每週課程表排定。 

(2.6)合作學校：德霖技術學院產品設計系教師。 

 

2.3成立社區高中職跨校特色多元社團 

(1)社團名稱：社區獨輪車社團 

(1.1)活動內容：辦理暑假 5天獨輪車營隊，成立跨校

獨輪車社團 

(1.2)主辦學校：三重商工 

(1.3)參加對象：社區高中職學生 

(1.4)預計人數：40人 

(1.5)辦理時間：營隊於暑假八月底開學前辦理，社團

暫訂每週三下午七八節 

(1.6)合作學校：社區 6所合作學校 

(2)社團名稱：三好校園社團。 

(2.1)活動內容：推廣三好運動-做好事、說好話、存

好心的三好跨校社團，由格致高中提供師資，到

各校辦理社團說明會，期末辦理聯合成果展。 

(2.2)主辦學校：格致高中。 

(2.3)參加對象：社區高中職學生。 

(2.4)預計人數：各校社團人數 30人，預計 180人。 

(2.5)辦理時間：各校社團時間、暑假及假日辦理跨校

研習(10小時)及校外服務學習活動(6小時)。 

(2.6)合作學校：社區 6所合作學校。 
(3)社團名稱：黑白世界咖啡風研習社 
(3.1)活動內容：認識咖啡的歷史文化、保存、烘焙及

製作等方式，由淺至深體驗沖煮及調製方式，教

授簡易拉花課程，並於學習結束辦理「黑白世界

咖啡風」的成果展。 

(3.2)主辦學校：穀保家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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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政策

KPI 
方案量化指標 方案質性指標 對應方案量化 KPI 之計畫執行內容構想 

(3.3)參加對象：社區高中職學生。 

(3.4)預計人數：30人。 

(3.5)辦理時間：暫訂每週二 17：00-19：00。 

(3.6)合作學校：社區 6所合作學校。 

 

2.4辦理社區高中職跨校學生服務學習 

(1)活動名稱：愛心服務養老院公益活動 

(1.1)活動內容：結合社區力量與扶輪社合作，由社區

高中職學生共同參與「愛很簡單」愛心服務養老

院公益活動。活動過程攝影紀錄、專人引導。活

動完成後，聯合辦理成果發表會，期使鼓勵學生

持續關懷老人，培養學生服務學習精神。 

(1.2)主辦學校：清傳高商。 

(1.3)參加對象：社區高中職學生。 

(1.4)預計人數：150人(每校 30人)。 

(1.5)辦理時間：本學年至少辦理 2次。 

(1.6)合作學校：社區 6所合作學校。 

(2)活動名稱：淨灘活動。 

(2.1)活動內容：至河堤(微風運河)進行淨灘活動。  

(2.2)主辦學校：三重商工。 

(2.3)參加對象：社區高中職學生。 

(2.4)預計人數：240人(每校 40人)。 

(2.5)辦理時間：本學年至少辦理 2次。 

(2.6)合作學校：社區 6所合作學校。 

 

3.提升社

區教育

資源－

適性探

索 

3.1 適性學習社

區高中職一

年級新生就

近入學率。 

3.2 適性學習社

區二、三年

級國中學生

參與高中職

適性探索平

均次數。 

3.1 適性學習社

區具備普

通、技職(工

業類、商業

類、家事

類)、特殊資

優及特殊身

心障礙課

程。 

3.2 適性學習社

區高中職合

作辦理國中

學生學術試

探及職涯試

探活動。 

3.1提升適性學習社區學生就近入學率 

(1)建置和充實適性學習社區基礎網路 

(1.1)資訊平臺：建立和推廣適性學習社區資訊平臺

(東海中學主辦+合作各校協辦)。 

(1.2)地理範圍：研議適性學習社區地理範圍的調整

(三重商工主辦+合作各校協辦)。 

(1.3)宣導協商：召開適性學習社區國中宣導的協調

會議(三重商工主辦+合作各校協辦)。 

(1.4)需求調查：辦理社區國中學生教育需求的調查

(清傳高商主辦+合作各校協辦)。 

(2)辦理高中職升學博覽會及特色展示：配合社區 12

國中校慶及新北三區(左岸學園)合作學校，辦理 4

梯次高中職升學教育博覽會，協助國中了解新北三

區高中職學校的現況和各校辦學特色，以吸引學生

適性就近入學。(三重商工主辦+合作各校協辦) 

(3)辦理社區國中教師職業的探索體驗：配合社區國中

學校，辦理 2 梯次國中教師職業探索與體驗，增加

國中教師對於技職教育的認識。(三重商工主辦+合

作各校協辦) 

(4)製作適性學習社區高中職宣導資料：統一製作新北

三區(左岸學園)適性學習社區高中職的學校科別和

特色的文宣資料，包括：摺頁、看板和布條等。(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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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政策

KPI 
方案量化指標 方案質性指標 對應方案量化 KPI 之計畫執行內容構想 

致高中主辦+合作各校協辦) 

 

3.2辦理適性學習社區國中生探索體驗 

(1)辦理社區國中生外語文學學術試探： 

 課程內容：分享學校現有師資進行外語文學術

試探，至社區國中開設日語課程，每校各 4~6

節次，並分享交流資源，協助參與日語課程之

國中學生與國外學校合作學習進行台日視訊

交流。 

 辦理時間：105年 11~12月、106年 4~6月 

 預計人數：日語課程 180 人(每校 30 人)、台

日視訊交流課程 180 人(每校 30 人)、社區國

際日文化深度學習活動課程 360人(每校 30~60

人) 

 

(2)辦理社區國中生自然科學學術試探： 

 (2.1)開設社區國中生自然科學實驗營隊： 

 課程內容：開設自然科學實驗課程與科學實作

營隊，聘請大學教授及校內講師進行授課，提

供本校與社區國中學生進行自然科學術試探

課程。 

 辦理時間：105年 11~12月 

 預計人數：150人(每校 30人) 

 (2.2)電的探索之旅科學營 

 營隊內容：以電為發想，LED 及動力機器人為

主題設計，學習 LED電路的原理與製作，物理、

機構設計、電腦程式控制、邏輯分析等領域之

原理及技術。 

 辦理時間：假日/聯繫國中各校可配合的上課

時間，每場次 3小時，共 10場 

 預計人數：300人 

 (2.3)風力綠能科學營隊 

 營隊內容：自然課程融入教材，引發學生對於

風力發電有更深的認知。 

 辦理時間：星期一~星期五第 8 節/假日，教師

研習 3 場，學生風力設計課程 10 節，風能創

意成果競賽 1場次。 

 預計人數：400人 

 

(3)辦理社區國中生職業試探體驗課程：舉辦職業試探

體驗課程，針對社區 12所國中學生舉辦職業試探體

驗課程，由三重商工(工業和商業類科)和東海中學

(非工商類科)擔任主辦學校，清傳商職、穀保家商

與格致高中協辦。 

(3.1)機械群： 

(機 1)課程名稱：機械簡單動手做。 

 課程內容：車床實作和鉗工實作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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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政策

KPI 
方案量化指標 方案質性指標 對應方案量化 KPI 之計畫執行內容構想 

 辦理時間：上下學期各辦 1 場(每個月)。 

 預計人數：150人。 

(機 2)課程名稱：模具好好玩。 

 課程內容：簡易模具製作體驗。 

 辦理時間：上下學期各 4場。 

 預計人數：200人。 

(機 3)課程名稱：3D模型製作。 

 課程內容：公子設計與 3D模型製作體驗。 

 辦理時間：上下學期各 4場。 

 預計人數：100人。 

 

(3.2)電機電子群： 

(電 1)課程名稱：手機遙控自走車。 

 課程內容：學習自走車電路組裝、手機藍芽

APP 程式設計。 

 辦理時間：上下學期各辦 1 場。 

 預計人數：每場 40人。 

(電 2)課程名稱：瘋樂高變形金剛機器人。 

 課程內容：學習樂高機器人組裝、樂高

Mindstorm 程式設定及機器人闖關大賽。 

 辦理時間：上下學期各辦 1 場。 

 預計人數：每場 40人。 

 

(3.3)動力機械群： 

(汽 1)課程名稱：汽車技術體驗。 

 課程內容：汽車簡易保養和洗車美容。 

 辦理時間：上下學期共 6場。 

 預計人數：300人。 

(汽 2)課程名稱：機車技術。 

 課程內容：機車簡易保養。 

 辦理時間：上下學期共 6場。 

 預計人數：300人。 

(汽 3)課程名稱：車輛電路技術探索。 

 課程內容：車輛電路設計(燈光系統)。 

 辦理時間：上下學期共 6場。 

 預計人數：300人。 

(汽 4)課程名稱：神人玩轉汽機車 

 課程內容：瞭解汽機車操控及基本檢查保養

維修。 

 辦理時間：上下學期各辦 1 場。 

 預計人數：每場 40人。 

 

(3.4)商管群 

(商 1)課程名稱：理財高手 go。 

 課程內容：將生活中的商業活動，透過實作

體驗，建立理財概念。 

 辦理時間：上下學期各辦理 1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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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政策

KPI 
方案量化指標 方案質性指標 對應方案量化 KPI 之計畫執行內容構想 

 預計人數：50人。 

 具體作法：以現金流、攤鈔、介紹各國貨幣

與匯率、門市服務、零售專家等實作體驗。 

(商 2)課程名稱：文創高手 go。 

 課程內容：利用電腦科技及現代化設備，讓

學生創造個人化產品。 

 辦理時間：上下學期各辦理 1 場。 

 預計人數：50人。 

 具體作法：帶領學生創作胸章、自行設計

APP、電腦影像輸出等實作課程。 

(商 3)課程名稱：門市體驗營一日店長。 

 課程內容：門市環境清潔、商品結帳流程、

禮品包裝等門市職場體驗。 

 辦理時間：上下學期各辦理 1 場。 

 預計人數：40人。 

 具體作法：讓學生體驗簡易收銀及門市工作

人員之實務工作與禮品包裝。 

(商 4)課程名稱：Game maker 程式設計。 

 課程內容：體驗遊戲設計製作流程，包含程

式撰寫實作與創意激發。 

 辦理時間：上下學期各辦理 1 場。 

 預計人數：40人。 

 具體作法：圖形式程式設計開發遊戲程式，

簡單有趣並製作成光碟展現實際成果。 

(商 5)課程名稱：金融遊戲王。 

 課程內容：藉由桌游分組活動，讓學生建

立正確的理財觀念與投資風險概念。 

 辦理時間：假日/聯繫國中各校可配合的上

課時間，每場次 3小時，共 6場。 

 預計人數：180人。 

 

(3.5)設計群 

(設 1)課程名稱：我的英雄人物。 

 課程內容：設計塑土技法之公仔設計 DIY。 

 辦理時間：上下學期各辦理 1 場。 

 預計人數：40人。 

(設 2)課程名稱：黑文化-藝術探索 

 課程內容：先辦理墨色藝術探索營，再辦

理墨世界創意書畫大賽及更具深度的創

意書畫專題製作，最後以創意書畫成果展

做為驗收。 

 辦理時間：假日。探索營隊每場次 3 小

時，共 5場。成果展 1場次。  

 預計人數：1000人(含參觀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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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政策

KPI 
方案量化指標 方案質性指標 對應方案量化 KPI 之計畫執行內容構想 

(3.6)食品群 

(食 1)課程名稱：戀愛配方~甜蜜小點心製作。 

 課程內容：運用簡單的材料發揮無限的想像

空間，製作健康小點心，享受烘烤小樂趣。 

 辦理時間：上下學期各辦理 1 場。 

 預計人數：40人。 

 具體作法：製作波蘿泡芙、巧克力馬德雷、

丹麥小西餅。 

(3.7)餐旅群 

(餐 1)課程名稱：經典手作~義式料理。 

 課程內容：體驗手作義大利美食，享受異國

料理。 

 辦理時間：上下學期各辦理 1 場。 

 預計人數：40人。 

 具體作法：實作經典義大利肉醬麵、義式手

作披蕯。 

(餐 2)課程名稱：動漫伊甸園搖調窈窕。 

 課程內容：學習動漫配音了解日本國文化；

學習調製健康好喝的飲料。 

 辦理時間：上下學期各辦理 1 場。 

 預計人數：40人。 

 具體作法：動漫配音、學習浴衣的穿著及了

解日本文化，調製健康美味飲料。 

(餐 3)課程名稱：天菜廚神、幸福料理 

 課程內容：學習廚藝料理技能，料理幸福滋

味的餐點。 

 辦理時間：上下學期各 1場 

 預計人數：每場 40人 

(餐 4)課程名稱：創意烘焙糕點師 

 課程內容：學生發揮創意製作個性化造型糕

點。 

 辦理時間：上下學期各 1場。 

 預計人數：每場 40人。 

 

(3.8)家政群 

(家 1)課程名稱：編髮好好玩。 

 課程內容：教授學生學會自我簡易髮型整理

及簡易編髮。 

 辦理時間：上下學期各辦理 1場。 

 預計人數：40人 

 (家 2)課程名稱：名模舞台。 

 課程內容：教授學生簡易之少女時代彩粧、

整體造型與時尚走秀。 

 辦理時間：上下學期各辦理 1場。 

 預計人數：40人。 

 

 



適性學習社區：新北三區     召集學校：三重商工學校(簡稱)       合作學校數：6所 

15 

 

四、對應教育政策 KPI、方案指標之子計畫名稱 

教育政策

KPI 
方案量化指標 方案質性指標 

對應子計畫

編號 
對應子計畫名稱 

1.提升社

區教育

資源－

夥伴優

質 

1.1 適性學習社區高中

職教師參與專業

發展評鑑比率。 

1.2 適性學習社區高中

職合作推動跨校

專業學習社群數。 

1.3 適性學習社區高中

職合作開設特色

課程數。 

1.4 適性學習社區高中

職合作發展特色

教材數。 

1.1 適性學習社區具備

指標高中。 

1.2 適性學習社區高中

職合作推動跨校教

師專業學習社群。 

1.3 適性學習社區高中

職合作建構學習社

區。 

105-2 國際理解科學實踐拓視界 

105-4 多元適性相輔相成創未來 

105-5 探索國際關懷服務展新力 

105-6 多元技職共創價值迎未來 

2.提升社

區教育

資源－

資源共

享 

2.1 適性學習社區高中

職合作開設跨校

特色選修課程數。 

2.2 適性學習社區高中

職合作開設由大

專校院教師授課

之特色選修課程

數。 

2.3 適性學習社區高中

職合作推動學生

特色社團數。 

2.4 適性學習社區高中

職合作推動學生

服務學習活動次

數。 

2.1 適性學習社區高中

職合作發展具社區

文化或產業特色之

課程、教材、教學

及評量。 

2.2 適性學習社區高中

職與大專校院合作

發展具特色之課

程、教材、教學及

評量。 

2.3 適性學習社區高中

職與產業合作發展

具特色之課程、教

材、教學及評量。 

2.4 適性學習社區高中

職與國中合作辦理

特色社團及服務學

習。 

105-1 資源共享適性探索展新局 

105-2 國際理解科學實踐拓視界 

105-3 技職藍海教育資源同創新 

105-4 多元適性相輔相成創未來 

105-5 探索國際關懷服務展新力 

105-6 多元技職共創價值迎未來 

3.提升社

區教育

資源－

適性探

索 

3.1 適性學習社區高中

職一年級新生就

近入學率。 

3.2 適性學習社區二、

三年級國中學生

參與高中職適性

探索平均次數。 

3.1 適性學習社區具備

普通、技職 (工業

類、商業類、家事

類)、特殊資優及特

殊身心障礙課程。 

3.2 適性學習社區高中

職合作辦理國中學

生學術試探及職涯

試探活動。 

105-1 資源共享適性探索展新局 

105-2 國際理解科學實踐拓視界 

105-3 技職藍海教育資源同創新 

105-4 多元適性相輔相成創未來 

105-5 探索國際關懷服務展新力 

105-6 多元技職共創價值迎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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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計畫自主管理 

一、組織：為建置本計畫之自主管理機制，特成立均質化推動組織，組織

架構圖如下所示，推動組織架構圖由各子計畫之各校校長負責督導處室主任及

工作人員執行計畫並定期進行檢討，使本計畫補助經費獲得最大效益，擬訂自

主管理進度管制表及自主管理策略圖，以期各項計畫皆能按時有效完成。 

均質化推動組織架構圖 

 
 

 

社區召集學校 

三重商工校長 

計畫執行秘書 

三重商工 秘書 

子計畫105-1 

三重商工 

子計畫105-2 

三重高中 

子計畫105-3 
東海高中 

子計畫105-4 

格致中學 

子計畫105-5 

清傳商職 

子計畫105-6 

穀保家商 

(管理考核) 

各校委員會 

子計畫推動進度 合作學校績效會議 

召集學校 

專家諮詢會議 

成果報告與績效檢核 

子計畫經費核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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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學年度新北三區均質化自主管理進度管制表 

 

  

         時間 

項目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自

主

管

理

檢

核 

各校計畫擬定 
預期             

實際             

績效指標擬定 
預期             

實際             

年度工作分配 
預期             

實際             

甘特圖擬定 
預期             

實際             

執行進度檢核 
預期             

實際             

自主管理會議 
預期             

實際             

成果報告書 
預期             

實際             

績效檢核會議 
預期             

實際             

獎勵會議 
預期             

實際             

學者專業諮詢 
預期             

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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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學年度新北三區均質化自主管理策略圖

 

 

二、高中職均質化推動委員會設置辦法 

105學年度新北三區高中職適性學習社區教育資源均質化推動委員會

設置辦法 

(一)依據： 

高中職適性學習社區教育資源均質化實施方案辦理。 

 

(二)目的： 

為有效推動新北三區高中職教育資源均質化實施方案之各項計畫，

以各學校本位管理精神為原則，由新北市立三重商工整合推動「新

北三區自主管理會議」，特訂定此辦法，以有效管考執行效益，

建立績效責任制度，以提升高中職均質化方案辦理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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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組織： 

職稱 組成成員 

主任委員 三重商工林清南校長 

執行秘書 三重商工葉貴興秘書 

總幹事 三重商工李文祥主任 

委員(各校成立執行委員會) 參與計畫學校校長、承辦主任、組長 

執行單位 參與計畫學校實際承辦人員 

 

(四)分工： 

職稱 負責人 工作內容 

主任委

員 
三重商工林清南校長 

綜理新北三區均質化實施方

案。 

委員會

秘書 
三重商工洪鈺旻秘書 

協助綜理及執行新北三區均

質化實施方案。 

總幹事 三重商工李文祥主任 

1.彙整各計畫之執行、進度

管控與經費稽核單。 

2.協調新北三區均質化計畫

各項行政業務。 

委員 

新北市立三重高中校長 

私立東海高中校長 

私立格致高中校長 

私立清傳高商校長 

私立穀保家商校長 

1.管考均質化計畫實施進度

及執行成效、經費使用。 

2.研擬改進策略。 

執行單

位 

新北市立三重商工實習處李文祥

主任 

新北市立三重高中圖書館王明鐘

主任、採編組張凱筑組長 

私立東海高中教務處王建富主

任、實習組鄭翰霖組長 

私立格致高中教務處蔡嘉聰主

任、教學組潘國正組長 

私立清傳高商教務處胡美逢主任 

私立穀保家商實習組蘇素華組長 

1.研擬實施計畫。 

2.執行計畫。 

3.填報管考報表(表一、表

二)。 

4.研提成果報告。 

(五)本組織章程經(新北三區)高中職適性學習社區教育資源均質化推

動委員會同意後實施，修正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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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北三區教育資源共享平台建置與管理： 

為提升社區國中學生、家長、及老師對於新北三區高中職學校之

認識以及瞭解各校辦學之特色，成立此平台經由夥伴學校協作方式，

整合作各校群科，規劃群科職業試探學習課程，提供國中學生線上學

習機會，增加國中學生對職業類科之認識及興趣，以強化學生適性發

展，增進社區國中家長及學生對新北三區社區學校的認識及認進而推

動就近入學。同時運用此資源共享平台結合各校群科特色課程以及跨

校教師專業社群研習及教學資源分享，促進區域均衡發展，創造優質

卓越新北三區。 

（一） 教育資源共享平台組織：平台伺服器建置及前後端設計由東

海高中承辦，平台內之數位教材課程內容將由夥伴學校各校

帳號登入共同協作上傳，以增加作品上傳數量。 

（二） 教育資源共享平台架構：平台基礎建置完成後，將規劃於各

校官方網頁放置連結至本平台。平台架構分支四項主要功能

－新北三區活動及課程公告、高中職群科課程、國中職業試

探課程、教師專業社群。活動及課程公告可提供國中學生、

家長即時資訊管道了解社區高中職近期辦理有關職業試探

之活動；高中職群科課程結合各校群科高中職程度之數位教

材，鼓勵學生能善用此資源於課餘時間自主學習及課後複習；

國中職業試探課程整合各校與國中合作辦理實地職業試探

課程之授課內容，將其課程內容數位化上傳至平台，提供未

參加職業試探課程之國中生認識及瞭解技職教育之機會；教

師專業社群涵蓋跨校及跨群科之教師專業社群研習及特色

課程內容，供社區分享資源以促進區域均衡發展共創優質。 

（三） 教育資源共享平台運作流程：於學期初辦理課程需求諮詢會

議，邀請社區國中代表出席討論研擬國中學生有興趣之課程

主題以及國中需高中職端提供有關技職教育之資訊，以有效

協助國中輔導學生適性發展學習時能有充足資源及參考資

料。依照會議內容由夥伴高中職派員共同參與協作研習及數

位教材製作研習，制定平台內容格式及協作相關注意事項，

以維持平台整體性及內容品質。辦理期間將配合均質化自主

管理會議召開資訊平臺管理會議，檢視各校課程協作上傳情

形，討論執行進度及提供相關協助。初步之平台宣傳及推廣

方式將由社區各高中職學校網頁放置連結，另於技職宣導、

國中職業試探課程、國中職涯體驗育樂營活動等宣導此平台

之功能及資源，鼓勵學生善加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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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進度成效自我檢核表 

105學年度教育資源均質化計畫(      月份)進度成效自我檢核表 

一、子計

畫名稱 
 

二、承辦

學校 
 

三、計畫

目標 
 

四、經費

需求 

資本門（仟元） 經常門（仟元） 合計（仟元） 

   

五、指標

考核 

指標項目 目標值 
本月達成績

效值 

符合進度 

籌備中、落後、其

他 

部 

訂 

指 

標 

 

   

□符合進度 

□籌備中、落後、

其他 

   

□符合進度 

□籌備中、落後、

其他 

自

訂

指

標 

   

□符合進度 

□籌備中、落後、

其他 

   

□符合進度 

□籌備中、落後、

其他 

 

執行學校承辦人：      執行學校承辦主任：       執行學校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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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執行進度報告與管控單 

105學年度教育資源均質化計畫(      月份) 執行進度報告與管控單 

子計畫名

稱 
 

承辦學校  

執行期程    105年 08 月 1日  ─  106年 7月 31日 

填表人  學校承辦主任  

工作項目 執行摘要 
工作進度(％) 

差異說明與改善對策 

預計 實際 

1.      

2.     

3.     

4.      

 

執行學校承辦人：      執行學校承辦主任：      執行學校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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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參與本計畫高中職及連結學校背景資料 

一、參與本計畫高中職所在地理位置資訊 

高中 

(請打

勾) 

高職

(請打

勾) 

學校代碼 高中職校名 
適性學習 

社區名稱 
地址 電話 

 ٧ 010530 

新北市立三

重高級商工

職業學校 

新北三區 
[241] 新北市三重區中正北路

163號 
(02)2971-8545 

٧  014311 
新北市立三

重高級中學 

新北三區 [241] 新北市三重區集美街 212

號 
(02)2960-0501 

٧ ٧ 011315 
私立東海高

級中學 

新北三區 [241] 新北市三重區忠孝路三段

93巷 12號 
(02)2982-2788 

٧ ٧ 011316 
私立格致高

級中學 

新北三區 [241] 新北市三重區大智街 260

號 
(02)2985-5892 

 ٧ 011421 

私立清傳高

級商業職業

學校 

新北三區 
[241] 新北市三重區五谷王北街

141巷 1號 
(02)2995-5535 

 ٧ 011413 

私立穀保高

級家事商業

職業學校 

新北三區 
[241]新北市三重區中正北路560

巷 38號 
(02)2971-2343 

註：1.參與本計畫高中職應為相同之適性學習社區範圍內之學校為原則，特殊教育學校、稀少類

科及特殊才能班方可跨社區辦理。 

2. 本 欄 資 料 請 自 教 育 部 統 計 處 / 各 級 學 校 名 錄 下 載 ， 網 址
http://www.edu.tw/pages/list.aspx?Node=1729&Type=1&Code=0&Index=7&wid=31d75a44-e

fff-4c44-a075-15a9eb7aec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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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參與本計畫大學校院所在地理位置資訊 

大學校院校名 合作系所 縣市名稱 地址 電話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資訊與財

金管理系 

車輛系 

台北市 台北市忠孝東路三段一號  27712171 

國立台北商業技術

學院 
財金系 台北市 台北市中正區濟南路一段 321號 23935263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機電系 台北市 台北市和平東路一段 162號 77343526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 

數位科技

設計學

系、自然

科學教育

學系、電

子工程系 

台北市 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 2段 134號 27321104   

文化大學 

推廣教育

部、地質

學系 

台北市 臺北市華岡路 55號 28610511 

佛光大學 管理學系 宜蘭縣 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 160號 03-9871000 

南華大學 管理學系 嘉義縣 嘉義縣南華路一段 55號 05-2721001 

東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

系、資訊

科技系 

新北市 新北市深坑區北深路三段 152號 86625900 

黎明技術學院 
資管系 

餐旅系 
新北市 新北市泰山區泰林路三段 22號 29097811 

台北海洋技術學院 

餐旅系 

運動與休

閒系 

資管系 

新北市 新北市淡水區濱海路三段 150號 28052088 

德霖技術學院 

餐旅系 

運動與休

閒系 

新北市 新北市土城區青雲路 380巷 1號 22733567 

醒吾科技大學 
資管系 

餐旅系 
新北市 新北市林口區粉寮路 1段 101號 26015310 

明志科技大學 機械系 新北市 新北市泰山區貴子里工專路 84號  29041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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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校院校名 合作系所 縣市名稱 地址 電話 

致理技術學院 

資管系 

休閒遊憩

管理系 

新北市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 1段 313號 22576167 

德明科技大學 
財金系 

國貿系 
新北市 台北市內湖區環山路一段五十六號 26585801 

聖約翰科技大學 

機械系、

財經系、 

電子與工

程系資訊

工程系 

新北市 新北市淡水區淡金路四段 499號 28013131 

龍華科技大學 
機械系 

資管系 
桃園縣 桃園縣龜山鄉萬壽路一段 300號 82093211 

台北城市科技大學 

電腦與通

訊工程 

機械系 

數位多媒

體系 

台北市 台北市北投區學園路 2號 28927154 

中國科技大學 
數位多媒

體設計系 
台北市 台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 56號 29313416 

註：1.參與本計畫大學校院之所在位置，以鄰近適性學習社區為宜。 

2.本欄資料請自教育部統計處/各級學校名錄下載，網址

http://www.edu.tw/pages/list.aspx?Node=1729&Type=1&Code=0&Index=7&wid=31d75a44-ef

ff-4c44-a075-15a9eb7aecdf。 

http://www.en.sju.edu.tw/
http://www.en.sju.edu.tw/
http://www.edu.tw/pages/list.aspx?Node=1729&Type=1&Code=0&Index=7&wid=31d75a44-efff-4c44-a075-15a9eb7aecdf
http://www.edu.tw/pages/list.aspx?Node=1729&Type=1&Code=0&Index=7&wid=31d75a44-efff-4c44-a075-15a9eb7aec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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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參與本計畫國中所在地理位置資訊 

公立

(請打

勾) 

私立

(請打

勾) 

學校代碼 國中校名 
適性學習 

社區名稱 
地址 電話 

٧  014512 
新北市立

光榮國中 
新北三區 [241] 新北市三重區介壽路 26號 (02)2977-1078 

٧  014513 
新北市立

明志國中 
新北三區 

[241] 新北市三重區中正北路

107號 
(02)2984-4132 

٧  014514 
新北市立

碧華國中 
新北三區 

[241] 新北市三重區自強路五段

66號 
(02)2985-1121 

٧  014561 
新北市立

三和國中 
新北三區 

[241] 新北市三重區三和路四段

216號 
(02)2287-9890 

٧  014572 
新北市立

二重國中 
新北三區 

[241] 新北市三重區忠孝路三段

89號 
(02)2980-0164 

٧  014311 
新北市立

三重高中 
新北三區 

[241] 新北市三重區集美街 212

號 
(02)2977-7156 

 ٧ 011316 
私立格致

高中 
新北三區 

[241] 新北市三重區大智街 260

號 
(02)2985-5892 

 ٧ 011306 
私立金陵

女中 
新北三區 

[241]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五段

656號 
(02)2995-6776 

٧  014530 
新北市立

蘆洲國中 
新北三區 

[247] 新北市蘆洲區中正路 265

號 
(02)2281-1571 

٧  014576 
新北市立

鷺江國中 
新北三區 

[247] 新北市蘆洲區長樂路 235

號 
(02)8286-2517 

٧  014357 
新北市立

三民高中 
新北三區 [247] 新北市蘆洲區三民路 96號 (02)2289-4675 

 ٧ 011318 
私立徐匯

高中 
新北三區 

[247] 新北市蘆洲區中山一路 1

號 
(02)2281-7565 

註：1.參與本計畫國中應為相同之適性學習社區範圍內之學校為原則。 

2. 本 欄 資 料 請 自 教 育 部 統 計 處 / 各 級 學 校 名 錄 下 載 ， 網 址
http://www.edu.tw/pages/list.aspx?Node=1729&Type=1&Code=0&Index=7&wid=31d75a44-e

fff-4c44-a075-15a9eb7aecdf。 

 

 

 

 

 

 

 

http://www.edu.tw/pages/list.aspx?Node=1729&Type=1&Code=0&Index=7&wid=31d75a44-efff-4c44-a075-15a9eb7aecdf
http://www.edu.tw/pages/list.aspx?Node=1729&Type=1&Code=0&Index=7&wid=31d75a44-efff-4c44-a075-15a9eb7aec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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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參與本計畫社區機構及企業資訊 

社區機構 

及企業名稱 
合作學校 合作科別 地址 

世紀貿易 
新北市立三重高級商工職業

學校 

機械科、模具

科、製圖科 

新北市五股區(五股工業園區)五權1路1

號 3樓之 5 

源慶豐公

司 

新北市立三重高級商工職業

學校 

機械科、模具

科、製圖科 

新北市三重區中正北路 193 巷 11 弄特 1

號 1樓 

旗順公司 
新北市立三重高級商工職業

學校 

機械科、模具

科、製圖科 
新北市新莊區化成路 375 巷 38號 

模懋公司 
新北市立三重高級商工職業

學校 

機械科、模具

科、製圖科 

新北市五股區(五股工業園區)五工二路

121號 

國都豐田

汽車公司 

新北市立三重高級商工職業

學校 
汽車科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 70 之 2號 

 

尚 德 BMW

公司 

新北市立三重高級商工職業

學校 
汽車科 新北市泰山區新北大道五段 206號 

裕信汽車 
新北市立三重高級商工職業

學校 
汽車科 新北市新莊區思源路 40 之一號 

榮工處 
新北市立三重高級商工職業

學校 
板金科 台北市松江路 207(總處) 

納智傑汽

車公司 

新北市立三重高級商工職業

學校 

汽車科 

國貿科、商經

科 

新北市新店區中興路三段 3號 3樓 

賓航賓士 
新北市立三重高級商工職業

學校 
汽車科 新北市板橋區三民路一段 63號 

圓山大飯

店 
新北市私立東海中學 餐飲管理科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四段一號   

三井餐飲

集團 
新北市私立東海中學 餐飲管理科 台北市中山區安街 32 號 9 樓 

海壽司 新北市私立東海中學 餐飲管理科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三段 22號 1F 

智冠科技 新北市私立東海中學 
多媒體動畫

科 
台北市南港區南港路二段 99-10 號 

匯豐汽車

公司 
新北市私立東海中學 汽車科 新北市三重區中正北路 319 號 

福特億和

汽車 
新北市私立東海中學 汽車科 台北市北投區承德路七段 351號之 1 

http://www.104.com.tw/jb/104i/cust/view?c=406043275e463e6738583a1d1d1d1d5f2443a363189j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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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陽實業 新北市私立東海中學 
汽車科 

台北市內湖區南京東路六段 386號 3樓 

耐途耐汽

車 
新北市私立東海中學 

汽車科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 1214 號 

普特公司 新北市私立東海中學 
電子科 

台北市士林區故宮路 7巷 14號 

神奕科技 新北市私立東海中學 
資訊科 

台中市南屯區嶺東路 1號 

晶華酒店 新北市私立東海中學 
多媒體動畫

科 
台北市中山北路 2段 39 巷 3號 

快樂機器

人公司 
新北市私立格致中學 

資訊科、電子

科 

新北市蘆洲區三民路 185 號 2F 

廣天國際 新北市私立格致中學 
數學科、資訊

科、電子科 

台北市中正區衡陽路 36 號 5樓之四 

昱榮有限

公司 
新北市私立格致中學 

自然科、資訊

科、電子科 

新北市深坑區紅葉街 8巷 1號 

立時創益

行銷公司 
新北市私立穀保家商 餐飲科 台北市文山區木柵路三段 49巷 1號 2F 

神旺大飯

店 
新北市私立穀保家商 餐飲科 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 172 號 

愛迪斯科

技股份有

限公司 

新北市私立穀保家商 資處科 
台北市內湖區民權東路六段 160號 11樓

之 3 

新加坡巨

量客公司 
新北市私立穀保家商 資處科 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 3段 63號 8樓 

註：參與本計畫社區機構及企業之地理位置以鄰近適性學習社區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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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參與本計畫高中職學生入學方式(105 學年度) 

學校代碼 高中職校名 
免試入學 

招生人數 

特色招生 

招生人數 

直升入學 

招生人數 

獨立招生 

招生人數 
其他 

010530 
新北市立三重高級

商工職業學校 
578 80 0 30 52 

014311 
新北市立三重高級

中學 
440 66 0 0 0 

011315 私立東海高級中學 944 50 0 0 0 

011316 私立格致高級中學 938 0 173 0 0 

011421 
私立清傳高級商業

職業學校 
300 0 0 0 0 

011413 
私立穀保高級家事

商業職業學校 
700 100 0 250 92 

總    計 3900 296 173 280 144 

註：本項數據以學校規劃 105 學年度日間部學生招生名額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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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子計畫必辦項目分配一覽表 

二、社區學校必辦項目辦理檢核 

必辦項目 辦理學校名稱 子計畫編號及名稱 

(

三)

適
性
探
索 

1 
社區學校合作辦理適性學

習社區地理範圍調整工作。 

新北市立三重高

級商工職業學校 
105-1 資源共享適性探索展新局 

2 
社區學校合作辦理資訊平

臺推廣工作。 

私立東海高級中

學 
105-3 技職藍海教育資源同創新 

3 
社區學校合作辦理辦理國

中學生教育需求調查工作。 

私立清傳商職 
105-5 探索國際關懷服務展新力 

4 
社區學校合作辦理就近入

學及特色課程宣導工作。 

私立格致中學 

105-4 多元適性相輔相成創未來 

5 
社區學校合作辦理適性轉

學輔導措施。 

私立穀保家商 

105-6 多元技職共創價值迎未來 

6 

社區學校合作辦理多元評

量及專業學習社群工作

坊。(可至少一校辦理) 

新北市立三重高

中 105-2 國際理解科學實踐拓視界 

7 

社區學校辦理國中學生職

涯試探活動。 

新北市立三重高

級商工職業學校 105-1 資源共享適性探索展新局 

8 
私立東海高級中

學 
105-3 技職藍海教育資源同創新 

9 

社區學校辦理國中學生學

術試探活動。 

新北市立三重高

級中學 
105-2 國際理解科學實踐拓視界 

10 
私立格致高級中

學 
105-4 多元適性相輔相成創未來 

註：1.依照方案規定，社區學校應分配上述辦理項目，每一項目辦理學校以不重複為原則。 

2.社區學校辦理國中學生「職涯試探」及「學術試探」活動，可分別各由兩所學校辦理。 

柒、精進標竿學校背景資料（本區無精進標竿學校） 

捌、精進標竿學校子計畫內容與經費（本區無精進標竿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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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合作學校子計畫內容與經費 

● 105-1 資源共享適性探索展新局 

一、子計畫名稱 資源共享適性探索展新局 

二、承辦學校 新北市立三重商工 

三、計畫目標 

1.1 辦理社區學校之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提高本社區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1.2  

1.3 

1.4 研議社區地理範圍和國中宣導協調，強化本社區國高中聯繫和互助 

2.1  

2.2  

2.3 辦理社區國中生職業試探體驗課程，提供社區國中職涯試探的課程 

四、工作內涵 

子計畫申請辦理項目名稱 對應方案辦理項目(註) 

105-1-1-1 
社區學校合作辦理教

師專業學習社群 
1.1 

社區學校合作辦理跨校教師專業學

習社群、教學演示 

105-1-1-2  2.2  

105-1-1-3  2.4  

105-1-1-4 
研議社區地理範圍和

國中宣導協調 
3.2 

社區學校合作辦理適性學習社區地

理範圍調整工作 

105-1-2-1  3.4  

105-1-2-2  3.4  

105-1-2-3 
辦理社區國中生職業

試探體驗課程 
3.5 

社區學校辦理國中學生職涯試探或

學術試探活動 

五、參與學校 

校    別 參與校數 參與教師人數 參與學生人數 

大專校院 12 120 200 

高 中 職 11 200 2200 

國    中 12 200 9600 

六、經費需求 

經常門（仟元） 資本門（仟元） 

745 0 

合計：                         745 （仟元） 

註：「對應方案辦理項目」請參看本申請計畫書之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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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預期效益 

質性指標描述 

方案質性指標 
執行本子計畫達成 

方案質性指標之描述 

1.1 社區學校合作辦理跨校教師專業

學習社群、教學演示 

1.適性學習社區高中職合作推動教師

專業學習社群 

2.2  2.  

2.3  3.  

3.1 適性學習社區具備普通、技職(工

業類、商業類、家事類)、特殊資

優及特殊身心障礙課程。 

4.研議社區地理範圍和國中宣導協

調，強化本社區國高中聯繫和互助 

3.2 適性學習社區高中職合作辦理國

中學生學術試探及職涯試探活動。 

5.辦理高中職升學博覽會及特色展

示，提升學生認識本社區辦學特色 

6.辦理社區國中教師職業的探索體

驗，增加國中教師群科探索和體驗 

7.辦理社區國中生職業試探體驗課

程，提供社區國中職涯試探的課程 

量化指標規劃 

對

應

方

案

指

標 

子計畫申請 

辦理項目名稱 
指標項次、方案量化指標名稱 

103 

達成值 

105 

目標值 

105-1-1-1適性學習社

區高中職合作推動教師

專業學習社群 

1.2 社區學校合作辦理跨校教

師專業學習社群數 
5個 9個 

105-1-1-2  2.2    

105-1-1-3  2.3    

105-1-1-4研議社區地理

範圍和國中宣導協調 

3.1 適性學習社區高中職一年

級新生就近入學率 

52.54

% 
56% 105-1-2-1  

105-1-2-2  

105-1-2-3辦理社區國中

生職業試探體驗課程 

3.2 適性學習社區二、三年級國

中學生參與高中職適性探索平

均次數 

1次 
1.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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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預期效益 

對

應

社

區

教

育

資

源

指

標 

子計畫申請 

辦理項目名稱 

指標 

項次 

社區教育資源 

指標名稱 

103 

達成值 

105 

目標值 

105-1-1-1 社區學校合

作辦理跨校教師專業學

習社群 

1-10 
社區學校合作辦理跨

校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5 個 9個 

2-10 
教師參與專業學習社

群比率 
20.39% 35% 

105-1-1-2  2-1    

105-1-1-3  2.3 
 

  

105-1-1-4 研議社區地

理範圍和國中宣導協調 

3-4 
高一日校新生就近入

學比率 
47.59% 55% 

105-1-2-1  

105-1-2-2  

105-1-2-3 辦理社區國

中生職業試探體驗課程 

註：1.「對應方案指標」及「對應社區教育資源指標」請參看附表，將附表內容剪貼至該欄

位中。 

2. 本表不敷使用可自行增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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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1資源共享適性探索展新局）105 會計年度概算表（105 年 8 月至 12 月） 

                                                              單位：仟元 

經費項目名稱 單位 數量 單價 總價 說明（請說明內容用途） 

（一）國教署補助經常門 

業 

務 

費 

出席費 人 2 2 4 新北三區專家諮詢 

膳費 人 80 0.08 6.4 新北三區自主管理會議 4次
*20人 

材料費 人 32 0.2 6.4 
105-1-1-1社區學校合作辦理
跨校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研習材
料 

出席費 人 2 2 4 105-1-1-4研議社區地理範圍
和國中宣導協調（三重商工） 

膳費 人 100 0.08 8 105-1-1-4研議社區地理範圍
和國中宣導協調（三重商工） 

授課鐘點費 節 84 0.4 33.6 105-1-2-3-2 工商群科職涯探
索課程 7組*3時*4梯 

材料費 人 200 0.2 20 105-1-2-3-2 工商群科職涯探
索課程 7組*3時*4梯 

印刷費 人 120 0.1 12 105-1-2-3--3工商群科職涯探
索課程 

雜支 式 1 1.5 1.5 105-1-2文具用品 

      

      

      

      

      

      

      

      

國教署補助經常門小計 95.9  

（二）國教署補助資本門 

設 

備 

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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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項目名稱 單位 數量 單價 總價 說明（請說明內容用途） 

國教署補助資本門小計   

（三）縣市配合款經常門(縣市政府所轄學校填列) 

業 

務 

費 

印刷費 式 11 0.1 1.1 105-1-1-4 研議社區地理範圍
和國中宣導協調(資料印刷) 

租車費 車 8 5 40 105-1-2-3 工商群科職涯探索
課程縣市配合款 

      

縣市配合款經常門小計 41.1  

（四）縣市配合款資本門(縣市政府所轄學校填列) 

設 

備 

費 

      

      

      

縣市配合款資本門小計 0  

105會計年度經常門小計 137  

105會計年度資本門小計 0  

105會計年度總計 137  

 

承辦人:             承辦主任:            主(會)計主任: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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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1資源共享適性探索展新局）106 會計年度概算表（106 年 1 月至 7 月） 

                                                                      單位：仟元 

經費項目名稱 單位 數量 單價 總價 說明（請說明內容用途） 

（一）國教署補助經常門 

 

出席費 人 2 2 4 新北三區專家諮詢 

膳費 人 200 0.08 16 新北三區自主管理會議 7次
*20人(專家諮詢 50人) 

講座鐘點費 節 4 1.6 6.4 105-1-1-1社區教師專業社群
工作坊 

出席費 人 2 2 4 105-1-1-4研議社區地理範圍
和國中宣導協調(三重商工) 

膳費 人 60 0.08 4.8 105-1-1-4研議社區地理範圍
和國中宣導協調(三重商工) 

雜支 式 1 10 10 105-1-1-4研議社區地理範圍
和國中宣導協調(三重商工) 

物品費 組 10 5 50 
105-1-1-4高中職升學博覽會

及特色展示成品展示櫃 

材料費 人 312 0.2 62.4 
105-1-1-4 高中職升學博覽會
及特色展示每科 2000*9 科*2
次 

物品費 組 14 7 98 
105-1-1-4 高中職升學博覽會
及特色展示活動展示架(含布
幕)  

講座鐘點費 節 1 0.8 0.8 105-1-1-4社區國中師生職業
的探索體驗 

膳費 人 220 0.08 17.6 105-1-1-4社區國中師生職業
的探索體驗 

授課鐘點費 節 40 0.4 16 105-1-1-4社區國中師生職業
的探索體驗(三重商工) 

授課鐘點費 節 84 0.4 33.6 105-1-2-3 工商群科職涯探索
課程 7組*3時*4 梯 

租車費 車 8 5 40 105-1-2-3 工商群科職涯探索
課程車輛 

設備維護費 式 1 50 50 105-1-2-3 工商群科職涯探索
課程車輛維修 5000*10 台 

雜支 式 1 12 12 105-1雜支(文具用品) 

    425.6  

      

國教署補助經常門小計 425.6  

（二）國教署補助資本門 

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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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 

費 
      

      

國教署補助資本門小計   

（三）縣市配合款經常門(縣市政府所轄學校填列) 

業 

務 

費 

租車費 車 6 5 30 105-1-1-4 師生體驗課程(縣
市配合款) 

授課鐘點費 節 105 0.4 42 105-1-2-3 工商群科育樂營課
程(縣市配合款) 

材料費 式 202 0.2 40.4 105-1-2-3 工商群科職涯探索
課程銑床(縣市配合款) 

設備維護費 式 1 20 20 
105-1-2-3 工商群科職涯探索
課程銑床維修 5000*4台(縣市
配合款) 

印刷費 人 250 0.2 50 105-1-2-4 活動、海報、宣導
文宣、講義印製(縣市配合款) 

縣市配合款經常門小計 182.4  

（四）縣市配合款資本門(縣市政府所轄學校填列) 

設 

備 

費 

      

      

縣市配合款資本門小計   

106會計年度經常門小計 608  

106會計年度資本門小計   

106會計年度總計 608  

 

承辦人:             承辦主任:            主(會)計主任: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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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 105-1學校經常門項目概算總表 

項次 名稱(項目) 
105 年度 

8~12 月 

106 年度 

1~7 月 
總額 比例 

1 授課鐘點費 33.6 91.6 125.2 16.81% 

2 講座鐘點費 0 7.2 7.2 0.97% 

3 出席費、諮詢費 8 8 16 2.15% 

4 工讀費（工作費） 0 0 0 0.00% 

5 保險費 0 0 0 0.00% 

6 印刷費 13.1 50 63.1 8.47% 

7 國內旅費、短程車資、運費 0 0 0 0.00% 

8 膳費 14.4 38.4 52.8 7.09% 

9 場地使用費 0 0 0 0.00% 

10 教師進修補助費 0 0 0 0.00% 

11 設備維護費 0 70 70 9.40% 

12 材料費 26.4 102.8 129.2 17.34% 

13 租車費 40 70 110 14.77% 

14 物品費 0 148 148 19.87% 

15 
其他(非上述 14 項者，請於此項

歸類加總) 
1.5 22 23.5 3.15% 

小計 137 608 745 100.00% 

 

承辦人：             承辦主任：           主(會)計主任：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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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規劃內容：105-1-1 社區資源共享師生共揚才 

一、105-1-1：社區資源共享師生共揚才 

(一)基本資料 

1 校內主辦處室/科 教務處、學務處、輔導室 

2 參與單位 社區高中職學校、合作科大 

3 辦理對象 本社區高中職教師及學生 

4 參與學校 參與校數 參與教師人數 參與學生人數 

(1)大專校院 6 10 20 

(2)高中 3 100 200 

(3)高職 6 100 200 

(4)國中 12 50 0 

(二)詳細實施內容 

1.社區辦理跨校之教師專業學習社群：辦理社區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鼓勵社區老師

參加，協助社區學校成立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及教師參加專業學習社群的比率。 

(1)講座主題：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研習。 

(2)主辦學校：三重商工教務處。 

(3)參加對象：社區高中職教師。 

(4)預計人數：50 人。 

(5)辦理時間：10 月至 12月底每月第一週五中午 12:00-14:00。 

(6)合作學校：社區 6所合作學校。 

2. 

3.  

4.研議社區地理範圍和國中宣導協調： 

(1)地理範圍調整：在現有左岸學園的適性學習社區的基礎上，邀請本市教育局長

官、專家學者、社區代表和家長代表等，針對左岸學園(新北三區)就近入學之

社區地理範圍，進行地理範圍調整意見交流會議，規劃或調整最佳的適性學習

社區最佳的地理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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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學校：三重商工輔導室、教務處 

 參與單位：社區 10所公私立高中職、社區 12所國中學校、大專院校等 

 參加對象：國、高中校長、教務主任、專家學者代表、教育長官、社區國中

家長 

 預計人數：45人 

 辦理時間：105年 8月、106年 4月 

(2)國中宣導活動：召開本社區國中學校和高中職學校，研商辦理高中職升學博覽

會及特色展示、社區國中教師職業的探索體驗、社區國中生職業試探體驗課程

等宣導和協調工作。 

 主辦學校：三重商工輔導室、實習輔導處 

 參與單位：社區 10所公私立高中職、社區 12所國中學校、大專院校等 

 參加對象：國、高中輔導主任、高職實習主任 

 預計人數：30人 

 辦理時間：105年 8-12月 

(3)辦理高中職升學博覽會及特色展示：配合社區 12 國中以 4 所大型國中校慶及

新北三區(左岸學園)合作學校，辦理 4 梯次高中職升學教育博覽會，協助國中

了解新北三區高中職學校的現況和各校辦學特色，以吸引學生適性就近入學。

(三重商工主辦+合作各校協辦)課程內容：提升國中家長、學生，了解新北三區

高中職學校的現況和各合作學校辦學特色介紹，導引國中學生就近入學。。 

 主辦學校：三重商工。 

 協辦學校：清傳商職、東海中學、穀保家商、格致中學 

 參加對象：國中家長、教師與學生。 

 預計人數：總計約 4000 人次參加。 

 辦理時間：如附表一。 

 辦理內容：合作學校各校主任、教師。 

 辦理方式及內容，如下表： 

高中職升學博覽會及特色展示 

梯次 辦理時間 辦理地點 參加對象 參加人數 備註 

1 
105-12 

(校慶) 
三和國中 

社區國中教師、家

長、學生 
1000 人 

社區合作

5 所高職 

2 
105-12 

(校慶) 
明志國中 

社區國中教師、家

長、學生 
1000 人 

社區合作

5 所高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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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06-4 

(校慶) 
三民高中 

社區國中教師、家

長、學生 
1000 人 

社區合作

5 所高職 

4 
106-3 

(校慶) 
蘆洲國中 

社區國中教師、家

長、學生 
1000 人 

社區合作

5 所高職 

 
(4)辦理社區國中師生職業的探索體驗：配合社區國中學校，辦理 2梯次選技職好

好讀國中教師職業探索與體驗，增加國中教師對於職業認識，進而協助國中學

生職業探索體驗，以協助國中學生適性發展。 

 主辦單位：新北市立三重商工 

 承辦單位：機械科、板金科、汽車科、製圖科、模具科、國貿科、商經科、

應外科、資處科 

 協辦單位：三和國中 

 參加對象：新北三區社區國中行政人員、教師及學生。 

 辦理日期：105 學年度下學期辦理 1 場。 

 辦理方式：上午進行工商類科介紹體驗，課程規劃如下表。 

社區國中師生職業的探索體驗課程 

梯次 辦理時間 辦理地點 參加對象 參加人數 備註 

1 105-11 三重商工 
社區國中 

師生 

200 人 

(分 10 組) 

9:00-10:00 工商職

業類科介紹體 

10:00-12:00 工商職

業類科體驗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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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施進度 

工作項目\月份 8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105-1-1-1社區學校合

作辦理跨校教師專業

學習社群研習材料 

             

             

105-1-4研議社區地理

範圍和國中宣導協調 

預期             

實際             

 

 

(四)經費需求規劃(單位：仟元) 

年度 經常門 資本門 合計 

105 29.9 0 29.9 

106 320 0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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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規劃內容：105-1-2 適性探索群科特色展技能 

二、105-1-2：適性探索群科特色展技能 

(一)基本資料 

1 校內主辦處室/科 實習處 

2 參與單位 學校、企業、大專、社會團體等…… 

3 辦理對象 
本校教師及社區國中教師與學生、社區高中職學生與教

師、大專教師 

4 參與學校 參與校數 參與教師人數 參與學生人數 

(1)大專校院 5 20 50 

(2)高中 9 20 500 

(3)高職 5 100 2000 

(4)國中 12 400 9600 

 

(二)詳細實施內容 

1.  

2.  

3 辦理社區國中生職業試探體驗課程：針對社區 12 所國中師生舉辦職業試探體驗課

程，由社區合作學校 5所高職共同舉辦工商職業試探體驗課程，針對社區 12所國

中學生舉辦職業試探體驗課程，由三重商工主辦工業和商業類科擔任召集學校，

清傳商職、穀保家商與格致高中東海中學協辦，由本區學校共同提供師資、場地、

設備等資源。 

三重商工主要辦理機械群(製圖科、機械科、模具科、板金科)、動力機械群(汽

車科)、商管群(資料處理科、商業經營科、國際貿易科)及應用外語科職群探索課

程及配合免試入學教育政策，辦理國中職業試探育樂營，輔導社區國中學生其認

識本區職業學校技術發展狀況，引導社區學生就近入學就讀，同時辦理特招生生

涯規劃課程，協助專業群科特色招生入學管道學生職涯規劃，辦理職涯講座與業



適性學習社區：新北三區     召集學校：三重商工學校(簡稱)       合作學校數：6所 

45 

 

界參訪，輔導專業群科特色招生管道入學學生，建立職業生涯規畫與信心，達到

適性揚才的目的， 

(1) 辦理生涯規劃課程：辦理職涯講座與業界參訪，輔導專業群科特色招生管道

入學學生，建立職業生涯規畫與信心，達到適性揚才的目的。主辦單位：三重

商工 

 協辦單位：清傳商職、穀保家商、格致高中、東海中學 

 辦理時間：105.8.01-106.07.31 

 參加對象：新北市特色招生錄取學生 

 辦理內容：相關規劃如下表。 

 

特招生生涯規劃課程 

項次 科別 8:30-9:00 9:30-10:00 10:00-13:00 

1 汽車科 

專題演講-技

職掌握時代

的命脈 (地

點:圖書館) 

汽車科特招班的未來

與產學合作聯盟 

國都汽車參訪與職
業介紹與分組導覽 
(分 4組*4位講師、
2位助教) *2hr 

2 模具科 
模具科特招班的未來

與產學合作聯盟 

模懋公司參訪與職

業介紹與分組導覽 

(1位講師、3位助

教) *2hr 

3 應外科 
應外科特招班的未來

與產學合作聯盟 

科大參訪 

(1位講師、2位助

教)*2hr 

(2) 辦理工商科育樂營：以機械、模具、3D 模型製作、汽車技術、機車技術及車

輛電路技術等職類，進行國中深化職業探索育樂營隊，吸引優秀國中技能傾向

學生，經由探索課程認識職業類科，就讀高職類科，達到適性揚才目的。 

 主辦單位：三重商工 

 協辦單位：清傳商職、穀保家商、格致高中、東海中學 

 辦理時間：105.8.01-106.07.31 

 參加對象：社區 12所國中學生 

 辦理內容：相關規劃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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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群科育樂營課程 

日期 機械簡

單動手

做 

磨出一

番好功

夫 

模具好

好玩 

3D模型

製作 

汽車技

術體驗 

機車技

術課程 

商業新

鮮 

106.2.6 

09-12 

3hr 

製圖與

視圖 

製圖與

視圖 

製圖與

視圖 

製圖與

視圖 

引擎拆

裝 

引擎拆

裝 

文書處

理 

106.2.7 

09-12 

車床加

工實務 

鉗工實

務 

電腦繪

圖實務 

電腦繪

圖與設

計實務 

底盤基

本檢查

與保養 

底盤基

本檢查

與保養 

套裝軟

體操作

實務 

106.2.8 

09-12 
車床加

工實務 

鉗工實

務 

模具設

計實務 

電腦繪

圖與設

計實務 

電系基

本檢查

與保養 

機車基

本檢查

與保養 

門市體

驗 

106.2.9 

09-12 
車床加

工實務 

鉗工實

務 

模具加

工實務 

3D模型

製作 

引擎檢

查保養 

機車檢

查保養 

貿易實

務 

106.2.10 

09-12 
車床加

工實務 

綜合加

工實務 

成品加

工實務 

3D模型

製作 

全車檢

查保養 

全車檢

查保養 

職場簡

報 

參加人數 15 15 15 15 20 20 15 

 
(3) 辦理職涯探索課程:預計辦理 8梯次(上、下學期各 4次)，每梯次 180~240 人(採

工、商科分 7 組交叉體驗課程)，每日以 3小時為原則，預計有 1900 人次參與

國中職探課程。 

 主辦單位：三重商工 

 協辦單位：清傳商職、穀保家商、格致高中、東海中學 

 辦理時間：105.8.01-106.07.31 

 參加對象：社區 12所國中學生、教師 

 辦理內容：針對舉辦職業試探體驗課程，由社區合作學校 5 所高職共同舉辦

工商職業試探體驗課程，針對社區 12 所國中學生舉辦職業試探體驗課程。 

 資源設備：由本區學校共同提供師資、場地、設備等資源。 

 辦理方式：預計辦理時程：105年 8月至 106年 7月，相關課程內容如附件，

採上、下學期共計 8梯次實施，105上學期探索課程主題及時程規劃如下: 

工商群科職涯-職業探索課程 

梯次 活動內容 參加人數 活動日期 承辦學校 

1 

工、商職群探索課程 

機械、板金、汽車、應外 

模具、商經 

光榮國中 

三重中學

180~240人 

105.10 

3hr 

三重商工 

(機械群、動

力群、商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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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工、商職群探索課程 

機械、板金、汽車、應外 

模具、國貿、資處 

三和國中 

蘆洲國中 

180~240 

105.10 

3hr 

群、外語群) 

3 

工、商職群探索課程 

機械、板金、汽車、應外 

模具、商經、資處 

三民中學 

徐匯中學 

180~240 

105.11 

3hr 

4 

工、商職群探索課程 

機械、板金、汽車、應外 

模具、國貿、資處 

明志國中 

鷺江國中

180~240 

105.11 

3hr 

105下學期探索課程主題及時程規劃如下: 

工商群科職涯-職業探索課程 

梯次 活動內容 參加人數 活動日期 承辦學校 

1 

工、商職群探索課程 

機械、板金、汽車、應外 

模具、商經 

光榮國中 

三重中學

180~240人 

105.03 

3hr 

三重商工 

 (機械群、動

力群、商管

群、外語群) 

2 

工、商職群探索課程 

機械、板金、汽車、應外 

模具、國貿、資處 

三和國中 

二重國中 

180~240 

105.03 

3hr 

3 

工、商職群探索課程 

機械、模具、汽車 

國貿、應外、商經、資處 

三民中學 

金陵女中 

180~240 

105.04 

3hr 

4 

工、商職群探索課程 

機械、板金、汽車、應外 

模具、國貿、資處 

明志國中 

鷺江國中

180~240 

105.05 

3hr 

 

(4) 東海辦理工商科育樂營：以機械、模具、3D模型製作、電子單晶片、藍芽控制、

汽車技術、機車技術及車輛電路技術等職類，進行國中深化職業探索育樂營隊，

吸引優秀國中技能傾向學生，經由探索課程認識職業類科，就讀高職類科，達

到適性揚才目的。 

 主辦單位：三重商工 

 承辦單位：東海中學 

 協辦單位：清傳商職、穀保家商、格致高中 

 辦理時間：105.12.01-106.02.31 

 參加對象：社區 12所國中學生 

 辦理內容：相關規劃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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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群科育樂營課程 

梯次 活動名稱 活動內容 活動日期 活動時間 參加人數 

1 神人玩轉汽機車 

瞭解汽機車操

控及基本檢查

保養維修 

105.12.17 
8:00 – 

12:00 
30 

2 手機遙控自走車 

學習自走車電

路組裝、手機藍

芽 APP 程式設

計 

105.12.17 
8:00 – 

12:00 
30 

3 
瘋樂高變形金

剛機器人 

學習樂高機器

人組裝、樂高

Mindstorm 程

式設定及機器

人闖關大賽 

105.12.17 
8:00 – 

12:00 
30 

4 神人玩轉汽機車 

瞭解汽機車操

控及基本檢查

保養維修 

106.2.6 
8:00 – 

12:00 
30 

5 手機遙控自走車 

學習自走車電

路組裝、手機藍

芽 APP 程式設

計 

106.2.6 
8:00 – 

12:00 
30 

6 
瘋樂高變形金

剛機器人 

學習樂高機器

人組裝、樂高

Mindstorm 程

式設定及機器

人闖關大賽 

106.2.6 
8:00 – 

12:00 
30 

 

(5) 格致金融遊戲王體驗營-職業探索課程：預計辦理 6梯次(上、下學期各 3次)，

每梯次 30人，每日以 3小時為原則，預計有 180人次參與國中職探課程。 

 主辦單位：三重商工 

 承辦單位：格致高中 

 協辦單位：清傳商職、穀保家商、、東海中學 

 辦理時間：105.8.01-106.07.31 

 參加對象：社區 12所國中學生、教師 

 辦理內容：課程包含金融市場介紹與理財投資概念課程，及進行金融戰略王

桌遊，模擬資本市場的真實情況進行模擬投資的實務演練。金融戰略王桌遊

必須分組進行活動，每組四人，運用團體遊戲方式，將全球財經時事議題，

透過遊戲式、團隊合作的方式無痛學習，並學習對決策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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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源設備：由本區學校共同提供師資、場地、設備等資源。 

 辦理方式：預計辦理時程：105 年 8 月至 106 年 7 月，採上、下學期共計 6

梯次實施，相關課程內容如下： 

時間 主題 內容 

13:00-13:30 報到 地點:群科教室 

13:30-14:20 窮爸爸與富爸爸 

1. 培養正確的理財觀念。 

2. 認識金融市場(投資工具：股市、

債券、匯率、房地產、期貨) 

14:30-16:00 金融遊戲王 
桌上遊戲實作- 

金融戰略王 

16:00-16:30 頒獎 成績結算與頒獎 

 

(6) 清傳商職辦理職涯探索課程:預計辦理 4梯次(上、下學期各 2次)，每梯次 50

人(商科體驗課程)，每日以 3小時為原則，預計有 100人次參與國中職探課程。 

 主辦單位：三重商工 

 承辦單位：清傳高商 

 協辦單位：穀保家商、格致高中、東海中學 

 辦理時間：105.9.01-106.06.30 

 參加對象：社區 12所國中學生、教師 

 辦理內容：針對舉辦職業試探體驗課程，由清傳高商舉辦商職業試探體驗課

程，針對社區 12所國中學生舉辦職業試探體驗課程。 

 資源設備：由本校提供師資、場地、設備等資源。 

 辦理方式：預計辦理時程：105年 9月至 106年 7月，相關課程內容如附件，

採上、下學期共計 4梯次實施，105上學期探索課程主題及時程規劃如下: 

工商群科職涯-職業探索課程 

梯次 活動內容 參加人數 活動日期 承辦學校 

1 
商業類職業探索課程-理財

高手 GO 

社區 12 所國中

學生 50人 

105.10 

3hr 清傳高商 

商管群 
2 

商業類職業探索課程-文創

高手 GO 

社區 12 所國中

學生 50人 

105.11 

3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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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下學期探索課程主題及時程規劃如下: 

工商群科職涯-職業探索課程 

梯次 活動內容 參加人數 活動日期 承辦學校 

1 
商業類職業探索課程-理財

高手 GO 

社區 12 所國中

學生 50人 

105.03 

3hr 清傳高商 

商管群 
2 

商業類職業探索課程-文創

高手 GO 

社區 12 所國中

學生 50人 

105.03 

3hr 

 
(1) 穀保辦理職涯探索課程:預計辦理 8梯次(上、下學期各 4次)，每梯次 180~240

人(採工、商科分 7組交叉體驗課程)，每日以 3小時為原則，預計有 1900人次

參與國中職探課程。 

 主辦單位：三重商工 

 承辦單位：穀保家商 

 協辦單位：清傳商職、格致高中、東海中學 

 辦理時間：105.8.01-106.07.31 

 參加對象：社區 12所國中學生、教師 

 辦理內容：針對舉辦職業試探體驗課程，由社區合作學校 5所高職共同舉辦

工商職業試探體驗課程，針對社區 12所國中學生舉辦職業試探體驗課程。 

 資源設備：由本區學校共同提供師資、場地、設備等資源。 

 辦理方式：預計辦理時程：105年 8月至 106年 7月，相關課程內容如附件，

採上、下學期共計 4梯次實施，105上學期探索課程主題及內容規劃如下: 

商業與管理群科職涯-職業探索課程 

梯次 活動內容 參加人數 活動期間 承辦學校 

1 
商業與管理職群探索課程 

門市體驗營 
50-80 人 

105.8-106.6 

4 小時 穀保家商 

(商管群) 
2 

商業與管理職群探索課程 

Game maker 體驗營 
50-80 人 

105.8-106.6 

4 小時 

105下學期探索課程主題及時程規劃如下: 

商業與管理群科職涯-職業探索課程 

梯次 活動內容 參加人數 活動期間 承辦學校 

1 
商業與管理職群探索課程 

門市體驗營 
50-80 人 

105.8-106.6 

4 小時 穀保家商 

(商管群) 
2 

商業與管理職群探索課程 

Game maker 體驗營 
50-80 人 

105.8-106.6 

4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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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施進度 

工作項目\月份 8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105-1-2-3 辦理社區國中

生職業試探體驗課程 

預期             

實際             

 

(四)經費需求規劃(單位：仟元) 

年度 經常門 資本門 合計 

105 107.1 0 107.1 

106 288 0 288 

 

三、聯絡人 

姓

名 
林志彥 

單

位 
實習處 職稱 實習組長 

電

話 
02-29881556 

傳

真 
2987-6224 e-mail scvspraactice@scvs.ntpc.edu.tw 

姓

名 
李文祥 

單

位 
實習處 職稱 實習主任 

電

話 
02-29881556 

傳

真 
2987-6224 e-mail scvspra@scvs.ntpc.edu.tw 

 

四、子計畫申請經費彙整表(單位：仟元)                                   

子計畫編號 經常門 資本門 合計 

105-1-1 533.2 1100 1633.2 

105-1-2 966.8 0 966.8 

總計 1500 1100 2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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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2 國際理解科學實踐拓視界 

一、子計畫名稱 國際理解科學實踐拓視界 

二、承辦學校 新北市立三重高中 

三、計畫目標 

1.1  

2.1 辦理適性學習社區國中生外語試探，提供社區國中生學術試探課程 

2.2 辦理適性學習社區國中生科學試探，提供社區國中生學術試探課程 

2.3 辦理社區國中生學術試探體驗課程，增加學生學術活動參與及探索 

3.1  

3.1  

四、工作內涵 

子計畫申請辦理項目名稱 對應方案辦理項目(註) 

105-2-1-1  1.1  

105-2-2-1 
辦理適性學習社區國

中生外語學術試探 
3.5 

社區學校辦理國中學生職涯試探或

學術試探活動 

105-2-2-2 
辦理社區國中生學術

試探文化體驗課程 
3.5 

社區學校辦理國中學生職涯試探或

學術試探活動 

105-2-2-3 
辦理適性學習社區國

中生科學術試探 
3.5 

社區學校辦理國中學生職涯試探或

學術試探活動 

105-2-3-1  

2.1  

2.2 
 

五、參與學校 

校    別 參與校數 參與教師人數 參與學生人數 

大專校院 2 3 10 

高 中 職 6 15 80 

國    中 7 15 300 

六、經費需求 

經常門（仟元） 資本門（仟元） 

 750 130 

合計：                     880 （仟元） 

註：「對應方案辦理項目」請參看本申請計畫書之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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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預期效益 

質性指標描述 

方案質性指標 
執行本子計畫達成 

方案質性指標之描述 

1.2  1.  

1.3  2.  

2.1 適性學習社區高中職合作發展具

社區文化或產業特色之課程、教

材、教學及評量 

3.發展具社區文化或產業特色之課

程，達成教學法、教材設計及多元評

量之創新 

3.2 適性學習社區高中職合作辦理國

中學生學術試探及職涯試探活動 

4.辦理適性學習社區國中生學術試探

課程，提升學生認識本社區辦學特色 

5. 辦理適性學習社區國中生學術試探

課程，鼓勵學生進行適性探索 

量化指標規劃 

對

應

方

案

指

標 

子計畫申請 

辦理項目名稱 
指標項次、方案量化指標名稱 

103 

達成值 

105 

目標值 

105-2-1-1  1.2    

105-2-2-1 辦理適性學習

社區國中生外語學術試

探 

3.1 適性學習社區高中職一年

級新生就近入學率 
76.7% 77% 

105-2-2-2 辦理社區國中

生學術試探文化體驗課

程 3.2 適性學習社區二、三年級國

中學生參與高中職適性探

索平均次數 

無資料 
800

人次 
105-2-2-3 辦理適性學習

社區國中生科學術試探 

105-2-3-1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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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預期效益 

對

應

社

區

教

育

資

源

指

標 

子計畫申請 

辦理項目名稱 

指標 

項次 

社區教育資源 

指標名稱 

103 

達成值 

105 

目標值 

105-2-1-1  

1-9    

1-10    

105-2-2-1 辦理適性學習社

區國中生外語學術試探 

3-4 
高一日校新生就近入

學比率 
76.7% 77% 

105-2-2-2 辦理社區國中生

學術試探文化體驗課程 

105-2-2-3 辦理適性學習社

區國中生科學術試探 

105-2-3-1  

2-5    

2-34    

註：1.「對應方案指標」及「對應社區教育資源指標」請參看附表，將附表內容剪貼至該欄

位中。 

2. 本表不敷使用可自行增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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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2國際理解科學實踐拓視界）105 會計年度概算表（105 年 8 月至 12 月） 

                                                              單位：仟元 

經費項目名稱 單位 數量 單價 總價 說明（請說明內容用途） 

（一）國教署補助經常門 

業 

務 

費 

講座鐘點費 節 24 1.6 38.4 
105-2-2 學術試探文化科學任
翱翔外語課程每校 4 節*6 校 

(外聘) 

印刷費 人 250 0.14 35.0 
105-2-2 學術試探文化科學任
翱翔外語課程講義 

材料費 人 250 0.05 12.5 
105-2-2 學術試探文化科學任
翱翔外語課程所需教材、教

具…等 

講座鐘點費 節 36 0.8 28.8 
105-2-2 學術試探文化科學任
翱翔科學實作課程 4 主題*2 分
組*3 節*2 場次(內聘) 

講座鐘點費 節 36 0.4 14.4 
105-2-2 學術試探文化科學任
翱翔科學實作課程 4 主題*2 分

組*3 節*2 場次 

膳費 人 120 0.08 9.6 
105-2-2 學術試探文化科學任
翱翔自然科學課程活動膳費 

租車費 車 2 8.0 16.0 
105-2-2 學術試探文化科學任
翱翔科學機構參訪 

印刷費 本 100 0.18 18.0 
105-2-2 學術試探文化科學任
翱翔科學實驗課程講義 

雜支 式 1 9.3 9.3 
文具紙張郵電等雜支、活動保

險費… 

國教署補助經常門小計 182  

（二）國教署補助資本門 

國教署補助資本門小計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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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項目名稱 單位 數量 單價 總價 說明（請說明內容用途） 

（三）縣市配合款經常門(縣市政府所轄學校填列) 

業 

務 

費 

材料費 人 250 0.2 50 
105-2-2 學術試探文化科學任
翱翔科學實驗課程所需教材、
教具…等 

設備維護費 式 1 20.0 20 
105-2-2 學術試探文化科學任
翱翔外語課程、科學實驗課程
活動場地、儀器設備維護…等 

雜支 式 1 8.0 8.0 
文具紙張郵電等雜支、活動保
險費… 

縣市配合款經常門小計 78  

（四）縣市配合款資本門(縣市政府所轄學校填列) 

縣市配合款資本門小計 0  

105會計年度經常門小計 260  

105會計年度資本門小計 0  

105會計年度總計 260  

 

承辦人:             承辦主任:            主(會)計主任: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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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2國際理解科學實踐拓視界）106 會計年度概算表（106 年 1 月至 7 月） 

                                                                      單位：仟元 

經費項目名稱 單位 數量 單價 總價 說明（請說明內容用途） 

（一）國教署補助經常門 

業 

務 

費 

講座鐘點費 時 38 1.6 60.8 

105-2-2 學術試探文化科學任
翱翔欖仁祭日本文化 6 課程*

各 6 節、台日視訊交流 2 節 

(外聘) 

講座鐘點費 時 38 0.8 30.4 
105-2-2 學術試探文化科學任

翱翔欖仁祭日本文化 6 課程*

各 6 節、台日視訊交流 2 節 

講師授課鐘點費 時 52 0.4 20.8 
105-2-2 學術試探文化科學任
翱翔欖仁祭工讀學生行前培
訓課程 13 主題*各 4 節 

工讀費 人 85 0.96 81.6 
105-2-2 學術試探文化科學任
翱翔欖仁祭服務學生工讀費
每人 120 元/時*8 時 

印刷費 式 2 33.6 67.2 

105-2-2 學術試探文化科學任

翱翔欖仁祭系列課程講義(含
仿日式祈願牌)600 份*50 元、
活動海報 10 張*400 元、活動
邀請卡 250 張*80 元、活動成
果冊 10 本*600 元…等 

租車費 車 10 6.0 60.0 
105-2-2 學術試探文化科學任
翱翔欖仁祭系列課程各校參
加活動租車費 

雜支 式 1 22.2 22.2 
105-2-2 學術試探文化科學任
翱活文具紙張郵電等雜支、活
動保險費… 

國教署補助經常門小計 343  

（二）國教署補助資本門 

設 

備 
筆記電腦 台 3 30 90 

105-2-2 學術試探文化科學任

翱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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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 

攝影機 台 1 1 1 

105-2-2 學術試探文化科學任

翱翔攝影機一台(文化教學課

程錄影使用)4 萬元，國教署補

助款(資本門 70%)補助本項設

備 1 仟元。 

國教署補助資本門小計 91  

（三）縣市配合款經常門(縣市政府所轄學校填列) 

業 

務 

費 

膳費 人 500 0.08 40.0 
105-2-2 學術試探文化科學任
翱翔欖仁祭系列活動 

材料費 人 500 0.1 50.0 
105-2-2 學術試探文化科學任
翱翔欖仁祭系列活動之各項
課程材料…等 

物品費 式 1 30.0 30.0 

105-2-2 學術試探文化科學任
翱翔欖仁祭系列活動課程之
各項物品，如：日式地墊、手
推車、熱水瓶、浴衣展示衣
架…等依課程所需購買 

設備維護費 式 1 25.0 25.0 
105-2-2 學術試探文化科學任
翱活動場地、設備維護…等 

雜支 式 1 2.0 2.0 
105-2-2 學術試探文化科學任
翱活文具紙張郵電等雜支、活
動保險費… 

縣市配合款經常門小計 147  

（四）縣市配合款資本門(縣市政府所轄學校填列) 

設 

備 

費 

攝影機 台 1 39 39 

105-2-2 學術試探文化科學任

翱翔攝影機一台(文化教學課

程錄影使用)4 萬元，縣市配合

款(資本門 30%)補助本項設備

3 萬 9 仟元。 

縣市配合款資本門小計 39  

106 會計年度經常門小計 490  

106 會計年度資本門小計 130  

106 會計年度總計 620  

承辦人:             承辦主任:            主(會)計主任: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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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 105-2學校經常門項目概算總表 

項次 名稱(項目) 
105 年度 

8~12 月 

106 年度 

1~7 月 
總額 比例 

1 授課鐘點費 0 20.8 20.8 3% 

2 講座鐘點費 81.6 91.2 172.8 23% 

3 出席費、諮詢費 0 0 0 0% 

4 工讀費（工作費） 0 81.6 81.6 11% 

5 保險費 0 0 0 0% 

6 印刷費 53 67.2 120.2 16% 

7 國內旅費、短程車資、運費 0 0 0 0% 

8 膳宿費 9.6 40 49.6 6% 

9 場地使用費 0 0 0 0% 

10 教師進修補助費 0 0 0 0% 

11 設備維護費 20 25 45 6% 

12 材料費 62.5 50 112.5 15% 

13 租車費 16 60 76 10% 

14 物品費 0 30 30 4% 

15 
其他(非上述 14 項者，請於此項

歸類加總) 
17.3 24.2 41.5 6% 

小計 260 490 750 100.00% 

 

承辦人：             承辦主任：           主(會)計主任：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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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規劃內容：105-2-1 專業合作教師學習創新景 

一、105-2-1：專業合作教師學習創新景 

(一)基本資料 

1 校內主辦處室/科 圖書館、教務處 

2 參與單位 社區高中職學校 

3 辦理對象 本社區高中職教師 

4 參與學校 參與校數 參與教師人數 參與學生人數 

(1)大專校院 2 2 0 

(2)高中 3 30 0 

(3)高職 3 10 0 

(4)國中 5 8 0 

(二)詳細實施內容 

1. 推動社區學校跨校合作專業的社群：推動本適性學習社區英文科夥伴高中職跨校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邀請各校英文科教師分享國際教育相關議題融入課堂教學及

多元評量成果。定期辦理英文教學教材教法、多元評量、iEarn國際教育社群等相

關英語科教師增能講座；邀請淡江大學課程與教學研究所、台灣師範大學英語系

教授擔任講座講師、指導學習社群。將社群發展教材放置社區教育資源共享平臺

臺供合作學校分享。 

(1) 學習社群：英文科夥伴高中職跨校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主辦學校：三重高中 

 課程內容：邀請參與本跨校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教師針對英語閱讀教學法、

課堂延伸閱讀(extensive reading activity)活動實作交流分享。 

 參加對象：社區高中職教師(預計人數：50人) 

 辦理時間：新北市高中職英文科共同備課時間(星期一下午)、學校班週會

時間(星期三) 

 辦理地點：新北市立三重高級中學 

 合作學校：社區 6所合作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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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講座主題：iEARN 國際教育專案融入課程工作坊。 

 主辦學校：三重高中 

 課程內容：辦理 iEARN國際教學專案平台融入英語教學工作坊，進行國際

議題融入教學及實務經驗分享。 

 參加對象：社區高中職教師 

 研習時間：105學年度上學期 11~12月、105學年度下學期 03~04月 

 辦理地點：新北市立三重高級中學 

 研習時數：105學年度上學期 4小時、105學年度下學期 4小時 

(3) 講座主題：English for Life 生活英語教學教材工作坊。 

 主辦學校：三重高中 

 課程內容：辦理工作坊，透過講座及分享提升教師英語教材選用生活化，

並協助教師進行互動式教學、情境式教學 

 參加對象：社區高中職教師 

 研習時間：105學年度上學期 11~12月、105學年度下學期 03~04月 

 辦理地點：新北市立三重高級中學 

 研習時數：105學年度上學期 4小時、105學年度下學期 4小時 

  

(三)實施進度 

工作項目\月份 8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105-2-1推動社區學校

跨校合作專業的社群 

預期             

實際             

 

 

(四)經費需求規劃(單位：仟元) 

年度 經常門 資本門 合計 

105 25 0 25 

106 13 0 13 

總計 38 0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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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規劃內容：105-2-2 學術試探文化科學任翱翔 

一、105-2-2：學術試探文化科學任翱翔 

(一)基本資料 

1 校內主辦處室/科 圖書館、教務處 

2 參與單位 社區國中學校 

3 辦理對象 本校國中部學生及社區國中教師與學生 

4 參與學校 參與校數 參與教師人數 參與學生人數 

(1)大專校院 2 2 5 

(2)高中 2 3 10 

(3)高職 2 3 10 

(4)國中 6 12 600 

(二)詳細實施內容 

1. 辦理社區國中生外語文學學術試探：分享學校現有師資進行外語文學術試探，採

協同教學方式融入外語課程，結合社區內國、高中與日本夥伴合作學校，建立長久

的文化學習交流群組合作關係，營造校園國際文化學習氛圍，培養學生人文藝術素

質與世界公民觀。並分享交流資源，推廣第二外語教室連結視訊課程，提供學生語

言學習與實用機會，協助參與日語課程之國中學生與國外學校合作學習進行台日視

訊交流。舉辦「走讀異國風情—欖仁祭社區國際日」系列活動；活動以上學期語言

學習為基礎，引導學生參與以日本文化為主軸的社區國際日體驗活動，讓社區國、

高中師生充分獲得與日本有關之食、衣、住、行、語言、生活文化等相關知識，提

供充足學習資訊、引導學習，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 

(1) 主辦學校：新北市立三重高中。 

(2) 課程內容：於 105 學年度上學期外聘經驗豐富講師至社區國中開設日語課程，

每校各4~6節次；學生於課程中進行基礎日語學習，包含日常問候、

提問等表達練習。於 105 學年度下學期辦理「走讀異國風情—欖仁

祭社區國際日」系列活動，包含文化祭典體驗課程與台日視訊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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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文化祭典體驗課程將邀請台、日兩地日本文化專業講師授課，

並開設至少 6堂文化學習分站供參與學員跑關體驗學習；台日視訊

課程規劃台灣與日本雙方學生各準備 45 分鐘之文化分享與，最後

進行 30 分鐘之視訊座談交流，提供雙方學生將語言應用於實際溝

通與文化交流中。 

(3) 參加對象：三和國中、二重國中、碧華國中、明志國中、光榮國中等本社區國

中學生。 

(4) 預計人數：總計約 500 人次參加。 

(5) 辦理時間：105 年 11~12 月。 

(6) 105 學年度上學期課程規劃如下表： 

社區國中基礎日語第二外語課程表 

場次 辦理時間 辦理地點 課程時數 學生人數 備註 

1 

105-11 

105-12 

三重高中 4~6 小時 35 人 自編課程教材 

2 二重國中 4~6 小時 35 人 自編課程教材 

3 三和國中 4~6 小時 35 人 自編課程教材 

4 明志國中 4~6 小時 35 人 自編課程教材 

5 光榮國中 4~6 小時 35 人 自編課程教材 

6 碧華國中 4~6 小時 35 人 自編課程教材 

 

 

 

(7) 105 學年度下學期課程規劃如下表： 

走讀異國風情—欖仁祭分站課程規劃表 

 

 

茶道文化課程 

邀請從日本遠道而來的鈴木裕子老師率領茶道文化推

廣協會現場示範，讓學員們實際品茶，體驗日本茶道

的精神與氛圍。 

花漾版畫課程 
由知名藝術家擔任課程教師，悠遊日本版畫藝術歷史，初

探浮世繪與手作版畫的樂趣，帶您一同現場印製明信片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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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最思念的他。 

日本舞蹈課程 

擁有多年日本舞表演經驗的老師將現場呈現日本傳統

舞蹈之美，教導基本舞蹈動作，讓學員們對日本舞蹈

及藝術文化有更深層的認識。 

祈願繪馬課程 

介紹日本文化中祈願用的繪馬，結合基礎日文教學，

讓學生動手在繪馬上用日語寫下自己的希望。圖書館

並設有日系書展，讓學員從閱讀體驗日本文化。 

祭典浴衣課程 

邀請資深日本語文老師和日籍和服講師教導學員正確

的和服及浴衣穿著方式，帶領學員了解日本傳統服飾

相關禮儀、欣賞日本傳統服飾之美。 

Cosplay 課程 

介紹時下流行的日本動漫文化，提供動漫藝術相關的

資訊，除了有 Cosplayers 現場扮演動漫人物之外，學

員們也有機會一同體驗 Cosplay 角色扮演的樂趣。 

 

 

走讀異國風情—欖仁祭社區國際日活動時間表 

 

辦理時間 106 年 4 月 

辦理地點 新北市立三重高級中學 

參加人數 600 人 

活動時間 活動課程 

07：30~07：50 集合接送 

08：00~08：20 報到 

08：30~09：00 開幕式暨欖仁祭動線說明 

09：00~09：45 分站課程第一節 

09：45~09：55 交換場地 

09：55~10：40 分站課程第二節 

10：40~10：50 分站課程第三節 

10：50~11：35 午餐暨社團表演時間 

11：35~12：20 分站課程第四節 

12：30~13：15 交換場地 

13：15~13：25 分站課程第五節 

13：25~14：10 交換場地 

14：10~14：20 分站課程第六節 

14：20~15：05 閉幕式 

15：10~15：20 分站課程第三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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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讀異國風情—欖仁祭系列日本學校視訊交流學習課程表 

場次 辦理時間 辦理地點 課程時數 學生人數 備註 

1 

106-05 

106-06 

三重高中 2 小時 35 人 與日本學校合作 

2 二重國中 2 小時 35 人 與日本學校合作 

3 三和國中 2 小時 35 人 與日本學校合作 

4 明志國中 2 小時 35 人 與日本學校合作 

 
2. 開設社區國中生自然科學實驗營隊：由三重高中師資群帶領校內自然科學實驗社

團高中生，與北三區夥伴學校有興趣參與之高中生共組工作團隊，為社區國中生

規劃系列科學實驗課程；聘請校外資深講師，提供參與活動學生豐富實驗課程；

各校高中生於營隊期間協助參與活動之社區國中生進行自然科學學術試探。 

(1) 主辦單位：新北市立三重高中。 

(2) 課程內容：開設自然科學實驗課程與科學實作營隊，針對社區國中師生舉辦趣

味科學營體驗課程，輔導社區國中學生從生活中體驗高中自然科學

課程，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聘請大學教授及校內講師進行授課，

提供本校與社區國中學生進行自然科學術試探課程。規劃帶領參與

活動學生進行地球科學博物館、中研院 Open House、自然生態濕

地…等參訪。 

(3) 參加對象：三和國中、二重國中、碧華國中、明志國中、光榮國中等本社區國

中學生。 

(4) 預計人數：總計約 350 次參加。 

(5) 辦理日期：105 年 11~12 月。 

(6) 課程規劃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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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學實驗課程營隊時間表 

場次 課程時間 課程主題 課程時數 參加人數 

1 
105 年 11/12 月 

(四)下午 

手作物理 
分組 A 3 小時 

教師 20 人 

學生 180 人 

分組 B 3 小時 

手作化學 
分組 A 3 小時 

分組 B 3 小時 

趣味科學 
分組 A 3 小時 

分組 B 3 小時 

2 
105 年 11/12 月 

(六)09:00~14:00 

挑戰物理 
分組 A 3 小時 

教師 15 人 

學生 60 人 

分組 B 3 小時 

挑戰化學 
分組 A 3 小時 

分組 B 3 小時 

趣味科學 
分組 A 3 小時 

分組 B 3 小時 

3 
105 年 11/12 月 

(日)全天 

科學相關機構參訪 

(視活動期間台灣所舉辦之相關

科學展覽調整參訪地點規劃) 

8 小時 
教師 10 人 

學生 60 人 

 

 (三)實施進度 

工作項目\月份 8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105-2-2-1 辦理社區國中

生外語文學學術試探 

預期             

實際             

105-2-2-2 開設社區國中

生自然科學實驗營隊 

預期             

實際             

 

(四)經費需求規劃(單位：仟元) 

年度 經常門 資本門 合計 

105 275 0 275 

106 462 170 632 

總計 737 170 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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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規劃內容：105-2-3 創客教學跨校選修做中學 

一、105-2-3：創客教學跨校選修做中學 

(一)基本資料 

1 校內主辦處室/科 圖書館 

2 參與單位 社區高中職學校 

3 辦理對象 社區 6所合作學校高中職學生 

4 參與學校 參與校數 參與教師人數 參與學生人數 

(1)大專校院 0 0 0 

(2)高中 3 6 25 

(3)高職 3 6 25 

(4)國中 0 0 0 

 (二)詳細實施內容 

1. 開設社區高中職跨校特色選修課程：配合三校既有之專業設計課程師資與設備，

於寒暑假期間開設軟體學習與設計實作；搭配創客精神、文創產業推動本區高中

職學生合作學習，並邀請各校設計相關教師與北區大專院校師資進行專業教學。 

(1) 主辦學校：三重高中 

(2) 參加對象：社區高中職學生 

(3) 課程內容：3D 列印、繪圖軟體、雷射切割、網頁設計(共 18節次) 

(4) 預計人數：150 人次 

(5) 辦理時間：106 年 2月份寒假選修課程 1學分 

(6) 合作學校：格致中學、東海高中、穀保家商 

(7) 課程規劃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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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施進度 

工作項目\月份 8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105-2-3-1 開設社區高中

職跨校特色選修課程 

預期             

實際             

 

 

(四)經費需求規劃(單位：仟元) 

年度 經常門 資本門 合計 

105 0 0 0 

106 125 230 355 

總計 125 230 355 

 

105-2 子計畫聯絡人 

單位 職稱 姓名 電話 電子信箱 

圖書館 主任 王明鐘 (02)2976-0501*160 s416032@gmail.com 

圖書館 採編組長 張凱筑 (02)2976-0501*162 kaichu@ma.schs.ntpc.edu.tw 

 

 

  

軟體學習與設計實作課程表 

場次 課程時間 課程主題 課程地點 課程時數 參加人數 

1 

106 年 1-2 月 

基礎網頁設計 東海高中 6 小時 
教師 12 人 

學生 50 人 

2 平面繪圖軟體 格致中學 6 小時 
教師 12 人 

學生 50 人 

3 
雷射切割與

3D 列印 
三重高中 6 小時 

教師 12 人 

學生 5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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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 技職藍海教育資源同創新 

一、子計畫名稱 技職藍海教育資源同創新 

二、承辦學校 私立東海高級中學 

三、計畫目標 

1.1  

2.2 建立推廣本社區教育資源共享平臺，提供社區國中多元的學習體驗 

2.3 辦理社區國中生職業試探體驗課程，提供社區國中職涯試探的課程 

四、工作內涵 

子計畫申請辦理項目名稱 對應方案辦理項目(註) 

105-3-1-1  2.2  

105-3-2-1 
建立推廣本社區教育

資源共享平臺 
3.3 

社區學校合作辦理資訊平臺推廣及

國中學生教育需求調查工作 

105-3-2-2 
辦理社區國中生職業

試探體驗課程 
3.5 

社區學校辦理國中學生職涯試探或

學術試探活動 

五、參與學校 

校    別 參與校數 參與教師人數 參與學生人數 

大專校院 2 2 4 

高 中 職 2 10 200 

國    中 3 40 600 

六、經費需求 

經常門（仟元） 資本門（仟元） 

550 180 

合計：730 （仟元） 

註：「對應方案辦理項目」請參看本申請計畫書之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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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預期效益 

質性指標描述 

方案質性指標 
執行本子計畫達成 

方案質性指標之描述 

2.2  1.1  

3.2 適性學習社區高中職合作辦理國

中學生學術試探及職涯試探活動。 

2.1 建立推廣本社區教育資源共享平

臺，提供社區國中多元的學習體驗 

2.2 辦理社區國中生職業試探體驗課

程，提供社區國中職涯試探的課程 

量化指標規劃 

對

應

方

案

指

標 

子計畫申請 

辦理項目名稱 
指標項次、方案量化指標名稱 

103 

達成值 

105 

目標值 

105-3-1-1 2.2   

105-3-2-1建立推廣本社

區教育資源共享平臺 

3.1 適性學習社區高中職一年

級新生就近入學率。 

52.54

% 
56% 

105-3-2-2辦理社區國中

生職業試探體驗課程 

3.2 適性學習社區二、三年級國

中學生參與高中職適性探

索平均次數 

1872

人次 

2400

人次 

 

七、預期效益 

對

應

社

區

教

育

資

源

指

標 

子計畫申請 

辦理項目名稱 

指標 

項次 

社區教育資源 

指標名稱 

103 

達成值 

105 

目標值 

105-3-1-1 2-1    

105-3-2-1 建立推廣本

社區教育資源共享平臺 
3-4 

高一日校新生就近入

學比率 
52.54% 56% 

105-3-2-2 辦理社區國

中生職業試探體驗課程 

註：1.「對應方案指標」及「對應社區教育資源指標」請參看附表，將附表內容剪貼至該欄

位中。 

2. 本表不敷使用可自行增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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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3技職藍海教育資源同創新）105 會計年度概算表（105 年 8 月至 12 月） 

                                                              單位：仟元 

經費項目名稱 單位 數量 單價 總價 說明（請說明內容用途） 

（一）國教署補助經常門 

 

講座鐘點費 節 4 0.8 3.2 

105-3-2-1 新北三區教育資源平

臺協作研習 4 小時內聘(東海高

中) 

講座鐘點費 節 4 1.6 6.4 

105-3-2-1 新北三區教育資源平

臺協作研習 4 小時外聘(東海高

中) 

出席費 人次 10 2 20 

105-3-2-1 新北三區教育資源平

臺課程單元需求會議出席費

(東海高中) 

講座鐘點費 節 8 1.6 12.8 

105-3-2-1 新北三區教育資源平

臺數位教材研習 4 小時外聘(東

海高中) 

授課鐘點費 節 12 0.4 4.8 
105-3-2-2 社區國中生職業試探

體驗課程(東海高中) 

材料費 式 100 0.2 20 
105-3-2-2 社區國中生職業試探

體驗課程(東海高中) 

租車費 車 3 6 18 
105-3-2-2 社區國中生職業試探

體驗課程(東海高中) 

設備維護費 臺 10 1.5 15 

105-3-2-2 社區國中生職業試探

體驗課程 2D 繪圖電腦維護(東

海高中) 

印刷費 人次 100 0.05 5 
105-3-2-2 社區國中生職業試探

體驗課程講義(東海高中) 

物品費 組 6 5.5 33 

105-3-2-2 家政、設計、餐旅、

藝術群育樂營課程用 72 色雙

頭麥克筆組，共用(東海高中) 

 雜支 式 1 8.8 8.8 
105-3 子計畫辦理研習、課程及

活動相關雜支(東海高中) 

國教署補助經常門小計 147  

（二）國教署補助資本門 

設 

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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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項目名稱 單位 數量 單價 總價 說明（請說明內容用途） 

費       

國教署補助資本門小計 0  

（三）縣市配合款經常門(縣市政府所轄學校填列) 

業 

務 

費 

授課鐘點費 節 8 0.4 3.2 

105-3-2-2家政、設計、餐旅、

藝術群育樂營課程鐘點(東海

高中) 

材料費 式 80 0.2 16 

105-3-2-2家政、設計、餐旅、

藝術群育樂營課程材料(東海

高中) 

租車費 車 2 6 12 
105-3-2-2家政、設計、餐旅、

藝術群育樂營課程(東海高中) 

設備維護費 臺 4 3 12 

105-3-2-2家政、設計、餐旅、

藝術群育樂營課程爐台維護

(東海高中) 

印刷費 人次 80 0.15 12 

105-3-2-2家政、設計、餐旅、

藝術群育樂營課程講義及活動

文宣印刷費(東海高中) 

雜支 式 1 7.8 7.8 
105-3子計畫辦理研習、課程

及活動相關雜支(東海高中) 

      

縣市配合款經常門小計 63  

（四）縣市配合款資本門(縣市政府所轄學校填列) 

設 

備 

費 

      

      

      

縣市配合款資本門小計 0  

105 會計年度經常門小計 210  

105 會計年度資本門小計 0  

105 會計年度總計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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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3技職藍海教育資源同創新）106 會計年度概算表（106 年 1 月至 7 月） 

                                                                      單位：仟元 

經費項目名稱 單位 數量 單價 總價 說明（請說明內容用途） 

（一）國教署補助經常門 

業 

務 

費 

講座鐘點費 節 4 0.8 3.2 

105-3-2-1 新北三區教育資源

平臺協作研習 4 小時內聘(東

海高中) 

講座鐘點費 節 4 1.6 6.4 

105-3-2-1 新北三區教育資源

平臺協作研習 4 小時外聘(東

海高中) 

物品費 組 3 8 24 

105-3-2-1 新北三區教育資源

平臺擴充陣列磁碟*3(東海高

中) 

講座鐘點費 節 8 1.6 12.8 

105-3-2-1 新北三區教育資源

平臺數位教材研習 8 小時外聘

(東海高中) 

授課鐘點費 節 24 0.4 9.6 
105-3-2-2 社區國中生職業試

探體驗課程(東海高中) 

材料費 式 200 0.2 40 
105-3-2-2 社區國中生職業試

探體驗課程(東海高中) 

租車費 車 7 6 42 
105-3-2-2 社區國中生職業試

探體驗課程(東海高中) 

物品費 組 6 5.5 33 

105-3-2-2 社區國中生職業試

探體驗課程用 72 色雙頭麥克

筆組，共用(東海高中) 

印刷費 人次 240 0.05 12 
105-3-2-2 社區國中生職業試

探體驗課程講義(東海高中) 

設備維護費 臺 7 5 35 

105-3-2-2 社區國中生職業試

探體驗課程烘焙設備維護(東

海高中) 

雜支 式 1 20 20 
105-3 子計畫辦理研習、課程

及活動相關雜支(東海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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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教署補助經常門小計 238  

（二）國教署補助資本門 

設 

備 

費 

繪圖顯示器 臺 4 31.5 126 

105-3-2-2 社區國中生職業試

探體驗課程藝術群高色準繪

圖彩色顯示器 

      

      

      

國教署補助資本門小計 126  

（三）縣市配合款經常門(縣市政府所轄學校填列) 

業 

務 

費 

授課鐘點費 節 18 0.4 7.2 

105-3-2-2 家政、設計、餐旅、

藝術群育樂營課程鐘點(東海

高中) 

材料費 式 100 0.2 20 

105-3-2-2 家政、設計、餐旅、

藝術群育樂營課程材料(東海

高中) 

租車費 車 3 6 18 
105-3-2-2 家政、設計、餐旅、

藝術群育樂營課程(東海高中) 

設備維護費 臺 7 4 28 

105-3-2-2 家政、設計、餐旅、

藝術群育樂營課程抽油煙機

維護(東海高中) 

印刷費 人次 120 0.15 18 

105-3-2-2 家政、設計、餐旅、

藝術群育樂營課程講義及活

動文宣印刷費(東海高中) 

雜支 式 1 10.8 10.8 
105-3 子計畫辦理研習、課程

及活動相關雜支(東海高中) 

      

      

縣市配合款經常門小計 102  

（四）縣市配合款資本門(縣市政府所轄學校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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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 

備 

費 

彩色無邊列印

印表機 
臺 1 33 33 

105-3-2-2 社區國中生職業試

探體驗課程及家政、設計、餐

旅、藝術群育樂營課程印製電

繪作品 

數位實物投影

攝影機 
臺 1 21 21 

105-3-2-2 社區國中生職業試

探體驗課程實作教學示範 

      

      

縣市配合款資本門小計 54  

106 會計年度經常門小計 340  

106 會計年度資本門小計 180  

106 會計年度總計 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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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 105-3學校經常門項目概算總表 

項次 名稱(項目) 
105 年度 

8~12 月 

106 年度 

1~7 月 
總額 比例 

1 授課鐘點費 8 16.8 24.8 5% 

2 講座鐘點費 22.4 22.4 44.8 8% 

3 出席費、諮詢費 20 0 20 4% 

4 工讀費（工作費） 0 0 0 0% 

5 保險費 0 0 0 0% 

6 印刷費 17 30 47 9% 

7 國內旅費、短程車資、運費 0 0 0 0% 

8 膳宿費 0 0 0 0% 

9 場地使用費 0 0 0 0% 

10 教師進修補助費 0 0 0 0% 

11 設備維護費 27 63 90 16% 

12 材料費 36 60 96 17% 

13 租車費 30 60 90 16% 

14 物品費 33 57 90 16% 

15 
其他(非上述 14 項者，請於此項

歸類加總) 
16.6 30.8 47.4 9% 

小計 210 340 55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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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規劃內容：105-3-1 技職藍海特色發展共優質 

一、105-3-1：技職藍海特色發展共優質 

(一)基本資料 

1 校內主辦處室/科 教務處、電子科 

2 參與單位 社區高中職學校、合作科大、社會團體等… 

3 辦理對象 本社區高中職教師及學生 

4 參與學校 參與校數 參與教師人數 參與學生人數 

(1)大專校院 1 2 0 

(2)高中 2 3 10 

(3)高職 3 6 50 

(4)國中 0 0 0 

(二)詳細實施內容 

1.聘請科大發展機器人３Ｄ列印課程：配合本校電子科學生實踐創意實體化，學習電

子組件、控制系統及單晶片控制器機器零件、馬達組裝及機械調教。另結合 3D列

印技術，發揮創意將夢想機器人外型透過軟體建模，再經由 3D列印印製外觀組件，

聘請台北城市科技大學電機系教授，合作發展「史塔克 3D列印人形機器人」課程。 

(1)課程內容：發展人形機器人結合 3D列印技術化科幻為現實。 

(2)主辦學校：東海高中。 

(3)參加對象：電子科三年級、社區合作學校學生。 

(4)預計人數：50 人。 

(5)開課時間：依每週課程表排定。 

(6)辦理地點：東海高中電訊科專業教室 

(6)合作學校：台北城市科技大學電機系教授。 

2.辦理３Ｄ列印自造者文化講座：除聘請策略聯盟科大端教授協助發展「史塔克 3D

列印人形機器人」課程外，於 3D 列印推廣中心辦理 3D 列印自造者文化講座，聘

請國內知名自造者推廣講師，分享該文化之精神進而激發學生創意，將其觀念落

實於學習中。同時能在 3D 列印推廣中心瞭解除 3D 印表機外可應用之不同切割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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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技術，其產出作品之差異性，藉此提升學生製作作品之多元性。 

(1)課程內容：３Ｄ列印自造者文化講座。 

(2)主辦學校：東海高中。 

(3)參加對象：電子科三年級、社區合作學校學生。 

(4)預計人數：50 人。 

(5)活動時間：105 年 10月中旬。 

(6)辦理地點：3D 列印推廣中心 

(6)合作學校：社區 6 所合作學校。 

(三)實施進度 

工作項目\月份 8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105-3-1訂定機器人及

3D列印課程目標 

預期             

實際             

105-3-1訂定課程主要

單元模組規劃 

預期             

實際             

105-3-1聘請科大發展

機器人３Ｄ列印課程 

預期             

實際             

105-3-1檢討課程內容

及教學成效 

預期             

實際             

105-3-1辦理３Ｄ列印

自造者文化講座 

預期             

實際             

 

 

(四)經費需求規劃(單位：仟元) 

年度 經常門 資本門 合計 

105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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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規劃內容：105-3-2 資源共享職涯探索體驗趣 

二、105-3-2：資源共享職涯探索體驗趣 

(一)基本資料 

1 校內主辦處室/科 教務處、輔導室 

2 參與單位 社區國中、高中職、合作科技大學…… 

3 辦理對象 
本校教師及社區國中教師與學生、社區高中職學生與教

師、大專教師 

4 參與學校 參與校數 參與教師人數 參與學生校數 

(1)大專校院 2 2 4 

(2)高中 2 10 200 

(3)高職 3 40 600 

(4)國中 12 80 1900 

(二)詳細實施內容 

1.建立推廣本社區教育資源共享平臺：由東海高中統籌建立教育資源平臺並擴大與新

北三區夥伴學校共同協作、研討與創發，深化知識共享與創意發展功能。辦理教育

資源平臺內容製作之相關研習，鼓勵社區高中職教師製作活潑且具吸引力之教學檔

案，提升教學效益促使學生學習多元化，並強化教育資源共享及專業提昇，精進新

北三區合作學校之教育資源平臺。結合合作學校資源共同建置職涯試探各群科課程，

並連結 105-2-1跨教教師學習社群之課程教材及工作坊內容，將課程教材及相關教

學資源放置資源共享平臺。透過社區聯合辦理適性學習就近入學活動、職業試探體

課程以及職涯探索課程推廣平臺，提供學生校外連結使用雲端數位教學資源自我學

習，以提高學生及家長對新北三區在地學校及技職教育特色的認識及認同。 

(1) 辦理教育資源平臺協作研習課程：教育資源平臺架構介紹說明，並透過研習課

程示範社區高中職共同協作編輯以及教材內容上傳機制與規範，以維持教育資

源平臺設計及排版一致，提供具設計感的平臺樣貌及專業教學內，增加學生使

用教育資源平臺之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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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習主題：教育資源平臺協作研習課程 

 主辦單位：東海高中 

 參加對象：社區高中職教師 

 預計人數：每梯次 30 人 

 辦理時間：105 年 10 月及 106 年 03 月。 

 辦理時數：實體研習兩梯次，上學期 4 小時，下學期 4 小時，共 7 小時。 

 合作學校：社區 6 所合作學校。 

(2) 辦理教育資源平臺課程單元需求諮詢會：邀請社區國中端參加諮詢會議，透過

會議討論由國中端提供國中生及教師對於認識學習高中職教育之相關主題內

容，討論如何將其需求融入平臺課程單元內容以有效協助社區國中認識新北三

區高中職辦學特色及提升認同。 

 會議主題：教育資源平臺課程單元需求諮詢會 

 主辦單位：東海高中 

 參加對象：社區各國中端教師、組長、主任 

 預計人數：20 人 

 辦理時間：105 年 10 月。 

 合作學校：社區 6 所合作學校。 

(3) 辦理數位教材教師研習課程：辦理數位化教材教學教師研習，強化教師對於教

學資源內容設計能力並習得數位教材發想、撰寫、製作、後製、及發佈之能力。 

 研習主題：數位教材教師研習課程 

 主辦單位：東海高中 

 參加對象：社區高中職教師 

 預計人數：每梯次 30 人 

 辦理時間：上下學期各 2 次研習。 

 合作學校：社區 6 所合作學校。 

2.辦理社區國中生職業試探體驗課程：針對社區12所國中生舉辦職業試探體驗課程，

由社區合作學校 5 所高中職共同舉辦除工商類以外職群之職業試探體驗課程，由東

海高中擔任召集學校，三重商工、三重高中、清傳商職、穀保家商與格致中學協辦，

由本區學校共同提供師資、場地、設備等相關課程所需資源。 

東海高中主要辦理餐旅群(餐飲管理科)、藝術群(多媒體動畫科)之職群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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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並配合免試入學教育政策辦理國中職業試探育樂營，輔導社區國中學生透

過該活動認識社區高中職擁有完備且多元的升學選項，且增加國中學生對職業類

科之認識及興趣，以強化學生適性發展，增進社區國中家長及學生對新北三區社

區學校的認識及認同，以推動就近入學。 

(1) 辦理家政、設計、餐旅、藝術群育樂營：以餐旅、塑土設計、黑墨藝術、美容

美髮、時尚造型職類等，進行國中深化職業探索育樂營隊，吸引擁有技藝潛能

及傾向之社區國中生，經由活潑有趣的育樂營活動中認識職業類科，以強化學

生適性發展，能在不同專業領域發光發熱。 

 主辦單位：三重商工 

 協辦單位：清傳商職、穀保家商、格致高中、東海中學 

 辦理時間：105.12.01-106.02.31 

 參加對象：社區 12所國中學生 

 辦理內容：相關規劃如下表。 

家政、設計、餐旅、藝術群職業探索育樂營課程 

梯次 活動名稱 活動內容 活動日期 活動時間 參加人數 

1 
天菜廚神、幸福料

理 

學習廚藝料理技

能，料理幸福滋

味的餐點。 

105.12.17 
8:00 – 

12:00 (4hr) 
40 

2 
傳統角色手繪動

畫製作 

透過基礎手繪技

巧及創意發想角

色製作 

106.12.17 
8:00 – 

12:00 (4hr) 
40 

3 
天菜廚神、幸福料

理 

學習廚藝料理技

能，料理幸福滋

味的餐點。 

106.2.6 
8:00 – 

15:00 (6hr) 
40 

4 
傳統角色手繪動

畫製作 

透過基礎手繪技

巧及創意發想角

色製作 

106.2.6 
8:00 – 

15:00 (6hr) 
40 

5 
CG電繪角色設

計 

運用科技化電繪

方式畫出現代感

的 CG角色 

106.2.6 
8:00 – 

15:00 (6hr)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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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文化藝術探索-職業探索育樂營課程 

活動方式 活動內容 參加人數 活動日期 承辦學校 

創意書畫成果

展 

創意書畫成果展，整合墨色

藝術探索營的創作作品、以

及創意書畫專題製作成果

等兩大類的優異作品，從創

意書畫到創意設計作品，一

系列內容的呈現，讓傳統書

畫藝術昇華，並開放社區民

眾與鄰近校區學生參觀，以

期達成適性學習與在地就

學的目標。 

(1)第一區：整合墨色藝術

探索營的創作作品，展現出

營隊的學習成果，讓學習能

夠真實展現，也提升學生的

學習動機。 

(2)第二區：文化植入商

品，讓文化豐富商品的內

涵，商品讓文化得以具體的

展現，以「墨」作為發想的

軸心，所發展出一系列的專

題，不僅是學生的創意，更

可以看到文創商品的發展

性。 

新北三區

國、高中師

生 1000人

次 

106.2月 

連展 6天 

格致高中

(廣告設計

科、多媒體

設計科) 

3梯次探索營 

第一部分：介紹說明傳統書

畫藝術的形式與內涵之

美，再輔以創意書畫的墨韻

變化，創造出有別傳統的書

寫方式，進而寫出具時代感

的現代書畫藝術。 

第二部分：實務體驗課程，

實際以創意書畫的墨韻筆

法，書寫出具墨韻變化且創

意十足的現代書畫作品。 

第三部分：引導學員觀摩相

關創意作品，並將學員作品

展示發表及分享，交換心

得。 

12所國中

生 

90人 

106.3~6月 

每次 3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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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髮好好玩體驗營-育樂營課程 

活動方式 活動內容 參加人數 
活動日

期 
承辦學校 

編髮好好玩

體驗營 

1.透過營隊方式辦理，上課時間 4小

時，每梯次招生人數 35人，額滿

為止。 

2.課程包含簡易髮型整理與簡易編

髮。 

3.簡易編髮作品展示 

12所國中

生 

70人 

105.8~ 

106.5 
穀保家商 

課程表 

時間 主題 內容 

07：40- 

08：00 
報到 報到 

08：00- 

10：00 

 簡易

髮型整

理 

了解髮型整

理與整體造

型之相關性

及髮型自我

整理。 

10：00- 

12：00 

簡易編

髮 

1.簡易編髮

的手法及種

類 

2. 簡易編髮

作品展示 
 

 

我的英雄人物體驗營-育樂營課程 

活動方式 活動內容 參加人數 
活動日

期 
承辦學校 

我的英雄人

物體驗營 

1.透過營隊方式辦理，上課時間 4小

時，每梯次招生人數 35人，額滿

為止。 

2.課程包含公仔平面設計、塑土技法

DIY。 

3.公仔成果發表 

12所國中

生 

35人 

105.8~

106.5 
穀保家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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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表 

時間 主題 內容 

07：40- 

08：00 
報到 報到 

08：00- 

10：00 

公仔平面

設計  

了解平面設

計手法與公

仔平面設計

實作。 

10：00- 

12：00 

公仔塑土

技法實作 

1.公仔塑土

DIY 

2.程式設計

發表 
 

 

甜蜜小點心製作體驗營-育樂營課程 

活動方式 活動內容 參加人數 
活動日

期 
承辦學校 

甜蜜小點心

體驗營 

1.透過營隊方式辦理，上課時間 4小

時，每梯次招生人數 35人，額滿

為止。 

2.課程包含運用簡單的材料發揮無

限的想像空間，製作健康小點心，

享受烘烤小樂趣。 

12所國中

生 

70人 

105.8~

106.5 
穀保家商 

課程表 

時間 主題 內容 

07：40- 

08：00 
報到 報到 

08：00- 

10：00 

1.教師示

範與講解 

2.製作 

製作健康

小點心，

享受烘烤

小樂趣 
10：00- 

12：00 
烘烤 

 

 

「日本文化體驗 * 飲料調製」體驗營-育樂營課程 

活動方式 活動內容 參加人數 
活動日

期 
承辦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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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漫伊甸園

搖調窈窕體

驗營 

1.透過營隊方式辦理，規劃辦理 2梯

次，上課時間 4小時，每梯次招生

人數 35人，額滿為止。 

2.課程透過衣裝的穿著及目前最新

流行的的動漫，簡易代入日本語的

由來及特殊專業用語及簡易的文

字由來及日常性的對話。 

3.飲料課程部分，以學生常飲用的飲

料代入其飲料的基本成分，建構對

健康管理的基本概念，並透過動手

製作簡易的飲品了解衛生環境的

基本認知 

12所國中

生 

70人 

105.8~

106.5 
穀保家商 

課程表 

時間 主題 內容 

07：40- 

08：00 
報到 報到 

08：00- 

10：00 

示範與體

驗和服穿

法 

了 解 日

本 國 文

化 

10：00- 

12：00 
飲料調製 

學 習 調

製 健 康

好 喝 飲

料 
 

 

(2) 辦理職涯探索課程:預計辦理 7梯次(上學期 3次、下學期各 4次)，每梯次約

40-60人，每次辦理時間以 3小時為原則，預計有 360人次參與國中職探課程。 

 主辦單位：東海高中 

 協辦單位：三重商工、三重高中、清傳商職、穀保家商、格致中學 

 辦理時間：105.10.01-106.04.31 

 參加對象：社區 12所國中學生、教師 

 辦理內容：針對社區國中舉辦職業試探體驗課程，由社區合作學校 5 所高中

職共同舉辦除工商類以外職群職業試探體驗課程，邀請社區 12 所國中學生

共同合作參與職業試探體驗課程。 

 資源設備：由本區學校共同提供師資、場地、設備等資源。 

 辦理方式：預計辦理時程：105年 8月至 106年 7月，相關課程內容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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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上、下學期共計 8梯次實施，105上學期探索課程主題及時程規劃如下: 

藝術群、餐旅群職業探索課程 

梯次 活動內容 參加人數 活動日期 承辦學校 

1 

藝術群、餐旅群探索課程 

多媒體動畫 2D設計、中餐

料理、西餐料理、創意烘焙 

蘆洲國中 

40人 

105.10 

3hr 

東海高中(藝

術群、餐旅

群) 

2 

藝術群、餐旅群探索課程 

多媒體動畫 2D設計、中餐

料理、西餐料理、創意烘焙 

鷺江國中 

40人 

105.10 

3hr 

3 

藝術群、餐旅群探索課程 

多媒體動畫 2D設計、中餐

料理、西餐料理、創意烘焙 

明志國中 

40人 

105.11 

3hr 

105下學期探索課程主題及時程規劃如下: 

藝術群、餐旅群職業探索課程 

梯次 活動內容 參加人數 活動日期 承辦學校 

1 

藝術群、餐旅群探索課程 

多媒體動畫 2D設計、中餐

料理、西餐料理、創意烘焙 

三民高中 

附設國中部 

60人 

106.04 

3hr 

東海高中(藝

術群、餐旅

群) 

2 

藝術群、餐旅群探索課程 

多媒體動畫 2D設計、中餐

料理、西餐料理、創意烘焙 

三和國中 

60人 

106.04 

3hr 

3 

藝術群、餐旅群探索課程 

多媒體動畫 2D設計、中餐

料理、西餐料理、創意烘焙 

明志國中 

60人 

106.04 

3hr 

4 

藝術群、餐旅群探索課程 

多媒體動畫 2D設計、中餐

料理、西餐料理、創意烘焙 

碧華國中 

60人 

106.04 

3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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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施進度 

工作項目\月份 8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105-3-2-1 建置本社區教

育資源共享平臺 

預期             

實際             

105-3-2-1 資源共享平臺

需求諮詢擬定 

預期             

實際             

105-3-2-1 資源共享平臺

協作研習會議 

預期             

實際             

105-3-2-1 資源共享平臺

管理會議 

預期             

實際             

105-3-2-1 資源共享平臺

數位教材研習 

預期             

實際             

105-3-2-1 資源共享平臺

數位教材製作上傳 

預期             

實際             

105-3-2-1 推廣資源共享

平臺 

預期             

實際             

105-3-2-2 辦理社區國中

生職業試探體驗課程 

預期             

實際             

105-3-2-2 辦理社區國中

生職涯探索課程 

預期             

實際             

 

(四)經費需求規劃(單位：仟元) 

年度 經常門 資本門 合計 

105 210 0 210 

106 340 180 520 

 

三、聯絡人 

姓

名 
鄭翰霖 

單

位 
教務處 職稱 實習組長 

電

話 
(02)2982-2788 

傳

真 
(02)2982-1699 e-mail pcheng1012@thhs.ntp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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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子計畫申請經費彙整表(單位：仟元)                                   

子計畫

編號 
經常門 資本門 合計 

105-3-1    

105-3-2 550 180 730 

總計 550 180 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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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4 多元適性相輔相成創未來 

一、子計畫名稱 多元適性相輔相成創未來 

二、承辦學校 新北市格致高中 

三、計畫目標 

1.1  

1.2  

1.3 

1.4 製作適性學習就近入學宣導廣告品，提升學生認識本社區辦學特色 

2.1  

四、工作內涵 

子計畫申請辦理項目名稱 對應方案辦理項目(註) 

105-4-1-1  1.2  

105-4-1-2  1.3  

105-4-1-3  2.4  

105-4-1-4 
製作適性學習就近入

學宣導廣告品 
3.4 

社區學校合作辦理就近入學及特色

課程宣導工作 

105-4-2-1  3.5  

五、參與學校 

校    別 參與校數 參與教師人數 參與學生人數 

大專校院 4 15 10 

高 中 職 14 90 350 

國    中 12 60 1000 

六、經費需求 

經常門（仟元） 資本門（仟元） 

200 50 

合計：                    250 （仟元） 

註：「對應方案辦理項目」請參看本申請計畫書之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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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預期效益 

質性指標描述 

方案質性指標 
執行本子計畫達成 

方案質性指標之描述 

1.3  1.  

2.1 2.  

2.4  3.  

3.1 適性學習社區具備普通、技職(工

業類、商業類、家事類)、特殊資

優及特殊身心障礙課程。 

4.製作適性學習就近入學宣導廣告品，

提升學生認識本社區辦學特色 

3.2 適 5.  

量化指標規劃 

對

應

方

案

指

標 

子計畫申請 

辦理項目名稱 
指標項次、方案量化指標名稱 

103 

達成值 

105 

目標值 

105-4-1-1  1.3  無資料 2 

105-4-1-2  1.4  無資料 2 

105-4-1-3  2.3  無資料 3 

105-4-1-4 製作適性學

習就近入學宣導 

3.1 適性學習社區高中職一年

級新生就近入學率 
52.54% 56% 

105-4-2-1  3.2  
1872

人次 

2400

人次 

七、預期效益 

對

應

社

區

教

育

資

源

指

標 

子計畫申請 

辦理項目名稱 

指標 

項次 

社區教育資源 

指標名稱 

103 

達成值 

105 

目標值 

105-4-1-1  
2-6  60 65 

2-7  40 45 

105-4-1-2 2-8  20 25 

105-4-1-3  2-17  無資料 
8 小

時/人 

105-4-1-4 製作適性學習

就近入學宣導 
3-4 

高一日校新生就近入

學比率 
87.2% 90% 

105-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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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對應方案指標」及「對應社區教育資源指標」請參看附表，將附表內容剪貼至該欄

位中。 

2. 本表不敷使用可自行增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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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4多元適性相輔相成創未來）105會計年度概算表（105年 8月至 12月） 

                                                              單位：仟元 

經費項目名稱 單位 數量 單價 總價 說明（請說明內容用途） 

（一）國教署補助經常門 

業 

務 

費 

租車費 車 5 5 25 
105-4-1-4適性學習就近入學宣導租

車費 

材料費 人 80 0.2 16 
105-4-1-4社區國中生學術試探(自

然科學) 

物品費 套 3 5 15 
105-4-1-4社區國中生學術試探(生

活科技) 

授課鐘點費 節 30 0.4 12 
105-4-1-4社區國中生學術試探 

雜支 式 1 2 2 
105-4-1-4影片保存、場佈及文具用

品等耗材 

國教署補助經常門小計 70  

（二）國教署補助資本門 

設 

備 

費 

      

      

國教署補助資本門小計 0  

（三）縣市配合款經常門(縣市政府所轄學校填列) 

業 

務 

費 

印刷費 式 1 15 15 
105-4-1-4製作適性學習就近

入學宣導廣告印刷(新北三區) 

設備維護費 式 1 15 15 105-4-1-4影印機設備維護 

縣市配合款經常門小計 30  

（四）縣市配合款資本門(縣市政府所轄學校填列) 

設 

備 

費 

      

      

縣市配合款資本門小計 0  

105會計年度經常門小計 100  

105會計年度資本門小計 0  

105會計年度總計 100  

承辦人:             承辦主任:            主(會)計主任: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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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4多元適性相輔相成創未來）106會計年度概算表（106年 1月至 7 月）單位：仟元                                                                                

經費項目名稱 單位 數量 單價 總價 說明（請說明內容用途） 

（一）國教署補助經常門 

業 

務 

費 

租車費 車 5 5 25 
105-4-1-4適性學習就近入學宣導

租車費 

材料費 人 80 0.2 16 
105-4-1-4社區國中生學術試探(自

然科學) 

物品費 套 3 5 15 
105-4-1-4社區國中生學術試探(生

活科技) 

授課鐘點費 節 30 0.4 12 
105-4-1-4社區國中生學術試探 

雜支 式 1 2 2 
105-4-1-4影片保存、場佈及文具用

品等耗材 

國教署補助經常門小計 70  

（二）國教署補助資本門 

設 

備 

費 

組合式展示架 批 1 35 35 
105-4-1-4製作適性學習就近

入學宣導廣告 

      

國教署補助資本門小計 35  

（三）縣市配合款經常門(縣市政府所轄學校填列) 

業 

務 

費 

印刷費 式 1 15 15 
105-4-1-4製作適性學習就近入學

宣導廣告印刷(新北三區) 

設備維護費 式 1 15 15 105-4-1-4影印機設備維護 

縣市配合款經常門小計 30  

（四）縣市配合款資本門(縣市政府所轄學校填列) 

設 

備 

費 

展示架 批 1 15 15 
105-4-1-4製作適性學習就近入學

宣導廣告 

      

縣市配合款資本門小計 15  

106會計年度經常門小計 100  

106會計年度資本門小計 50  

106會計年度總計 150  

承辦人:             承辦主任:            主(會)計主任: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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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 105-4學校經常門項目概算總表 

項次 名稱(項目) 
105年度 

8~12 月 

106年度 

1~7月 
總額 比例 

1 授課鐘點費 12 12 24 12% 

2 講座鐘點費 0 0 0 0% 

3 出席費、諮詢費 0 0 0 0% 

4 工讀費（工作費） 0 0 0 0% 

5 保險費 0 0 0 0% 

6 印刷費 15 15 30 15% 

7 國內旅費、短程車資、運費 0 0 0 0% 

8 膳宿費 0 0 0 0% 

9 場地使用費 0 0 0 0% 

10 教師進修補助費 0 0 0 0% 

11 設備維護費 15 15 30 15% 

12 材料費 16 16 32 16% 

13 租車費 25 25 50 25% 

14 物品費 15 15 30 15% 

15 
其他(非上述 14項者，請於此項

歸類加總) 
2 2 4 2% 

小計 100.00 100.00 200.00 100% 

 

承辦人：             承辦主任：           主(會)計主任：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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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規劃內容：105-4-1 適性揚才整合資源創雙贏 

一、105-4-1：適性揚才整合資源創雙贏 

(一)基本資料 

1 校內主辦處室/科 教務處、學務處、輔導室 

2 參與單位 社區高中職學校、合作科大 

3 辦理對象 本社區高中職教師及學生 

4 參與學校 參與校數 參與教師人數 參與學生人數 

(1)大專校院 4 15 10 

(2)高中 9 60 150 

(3)高職 5 60 200 

(4)國中 12 50 1000 

(二)詳細實施內容 

1.  

2.  

3.  

4.製作適性學習就近入學宣導：統一設計製作新北三區(左岸學園)適性學習社區高中

職的學校科別和特色的文宣資料。 

  (1)文宣內容：設計摺頁、看板和布條等。(格致高中主辦+合作各校協辦) 

  (2)主辦學校：格致高中 

  (3)合作學校：社區 6所合作學校 

  (4)辦理方式： 

     1-1 由本校廣告設計科設計左岸學園文宣。 

     1-2 邀請社區國中參與本社區各科系說明會。 

     1-3 介紹新北三區各校群科簡介、學習內容、生涯發展、個人特質、適合就讀 

         大學科系、就近入學學校。 

1-4請社區國中學校輔導室協助發放宣導文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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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各項學術試探簡介：以自然科學(物理科、資電科)、生活科技(自然科、資料

處理科)、藝術文化(廣設科)主題做試探。 

  1-1 自然科學(物理科、資電科)：以 LED 及動力機器人為主題設計，學習 LED 電

路的原理與製作，物理、機構設計、電腦程式控制、邏輯分析、機電整合課

程體驗等領域之原理及技術。 

  1-2 生活科技(自然科、資料處理科)：課程包含金融市場介紹與理財投資概念課

程，及進行金融戰略王桌遊，模擬資本市場的真實情況進行模擬投資的實務

演練。金融戰略王桌遊必須分組進行活動，每組四人，運用團體遊戲方式，

將全球財經時事議題，透過遊戲式、團隊合作的方式無痛學習，並學習對決

策負責。 

  1-3 藝術文化(廣設科)：第一部分：介紹說明傳統書畫藝術的形式與內涵之美，

再輔以創意書畫的墨韻變化，創造出有別傳統的書寫方式，進而寫出具時代

感的現代書畫藝術。第二部分：實務體驗課程，實際以創意書畫的墨韻筆法，

書寫出具墨韻變化且創意十足的現代書畫作品。第三部分：引導學員觀摩相

關創意作品，並將學員作品展示發表及分享，交換心得。 

 主辦單位：格致高中 

 辦理時間：105.8.01-106.07.31 

 參加對象：社區 12所國中學生 

 地點：格致高中探索教室 

 實施方式：於週一~週五上課時間，透過校際交流及發公文廣邀各校學生參加

學術試探課程。 

 辦理內容：預計辦理 10梯次(上學期 5次、下學期 5次)，每梯次 120人分三

組進行自然科學、生活科技、藝術人文探索，每日以 3 小時為原則，預計有

1200人次參與國中學術課程。相關規劃如下表。 

 

梯次 參加人數 活動日期 到校方式 
承辦

學校 
活動內容 

1 蘆洲國中 105.10 3hr 遊覽車接送 

格致

高中 

1. 新北三區各科系

介紹 

2. 分三組進行自然

科學、生活科技、

藝術人文探索 

2 三和國中 105.10 3hr 遊覽車接送 

3 三民中學 105.11 3hr 遊覽車接送 

4 明志國中 105.12 3hr 遊覽車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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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二重國中 106.3 3hr 遊覽車接送 3. 綜合座談 

6 鷺江國中 106.3 3hr 遊覽車接送 

7 光榮國中 106.4 3hr 遊覽車接送 

8 碧華國中 106.5 3hr 遊覽車接送 

9 三和國中 106.5 3hr 遊覽車接送 

10 蘆洲國中 106.5 3hr 遊覽車接送 

 

 
 

(三)實施進度 

工作項目\月份 8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成立工作團隊小組 
預期             

實際             

依核定計畫擬訂細部

計畫 

預期             

實際             

社區各校交流會議 
預期             

實際             

執行各項計畫 
預期             

實際             

檢討工作成效 
預期             

實際             

工作成效報告 
預期             

實際             

檢討與修訂明年度計

畫 

預期             

實際             

 

 

 

(四)經費需求規劃(單位：仟元) 

年度 經常門 資本門 合計 

105 100 0 100 

106 100 50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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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聯絡人 

姓名 潘國正 單位 教務處 職稱 教學組長 

電話 
02-29855

892 
傳真 2983-1652 e-mail 

instruction@mail.gjsh.ntpc.

edu.tw 

 

 

●子計畫規劃內容：105-4-2 風力綠能自然探索異世界 

二、105-4-2： 

(一)基本資料 

1 校內主辦處室/科 教務處 

2 參與單位 學校、企業、大專、社會團體等…… 

3 辦理對象 
本校教師及社區國中教師與學生、社區高中職學生與教

師、大專教師 

4 參與學校 參與校數 參與教師人數 參與學生人數 

(1)大專校院    

(2)高中    

(3)高職    

(4)國中    

(二)詳細實施內容 

1.  

    (三)實施進度 

    (四)經費需求規劃(單位：仟元) 

年度 經常門 資本門 合計 

105 0 0 0 

106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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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聯絡人 

姓

名 
潘國正 單位 教務處 職稱 教學組長 

電

話 
02-298558

92 
傳真 2983-1652 e-mail instruction@mail.gjsh.ntpc.edu.tw 

 

 

四、子計畫申請經費彙整表(單位：仟元)                                   

子計畫編號 經常門 資本門 合計 

105-4-1 200 50 250 

105-4-2 0 0 0 

總計 200 50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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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5 探索國際關懷服務展新力 

一、子計畫名稱                 探索國際關懷服務展新力 

二、承辦學校 新北市私立清傳高商 

三、計畫目標 

1.1 

1.2 

2.1  

3.1 研議社區國中教育需求及宣導協調，強化本社區國高中聯繫和互助 

四、工作內涵 

子計畫申請辦理項目名稱 對應方案辦理項目(註) 

105-5-1-1  2.2  

105-5-1-2  2.1  

105-5-2  2.5  

105-5-3 
研議社區國中教育需

求及宣導協調 
3.3 

社區學校合作辦理資訊平臺推廣

及國中學生教育需求調查工作 

  
 

 

 

  
 

 

 

  
 

 

 

五、參與學校 

校    別 參與校數 參與教師人數 參與學生人數 

大專校院 4 8 12 

高 中 職 6 13 168 

國    中 12 24 360 

六、經費需求 

經常門（仟元） 資本門（仟元） 

200 0 

合計：200 （仟元） 

註：「對應方案辦理項目」請參看本申請計畫書之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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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預期效益 

質性指標描述 

方案質性指標 
執行本子計畫達成 

方案質性指標之描述 

2.2  
1.  

 

2.2  
2.  

 

2.4  3. 

3.1 適性學習社區具備普通、技職(工

業類、商業類、家事類)、特殊資

優及特殊身心障礙課程。 

4.研議社區國中教育需求及宣導協調， 

  強化本社區國高中聯繫和互助 

 

 

 

 

量化指標規劃 

對

應

方

案

指

標 

子計畫申請 

辦理項目名稱 

指標項次、方案量化指標名

稱 

103 

達成值 

105 

目標值 

105-5-1-1  1.4    

105-5-1-2  2.1    

105-5-2  2.4    

105-5-3 研議社區國中

教育需求及宣導協調 

3.1 適性學習社區高中職 

一年級新生就近入學率 
52.54%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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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預期效益 

對

應

社

區

教

育

資

源

指

標 

子計畫申請 

辦理項目名稱 

指標 

項次 

社區教育資源 

指標名稱 

103 

達成值 

105 

目標值 

105-5-1-1  2-1    

105-5-1-2  2-1    

105-5-2  2-17    

105-5-3 研議社區國中 

教育需求及宣導協調 
3-4 

高一日校新生就 

近入學比率 
33.33% 37% 

 

  
  

 

 

 

註：1.「對應方案指標」及「對應社區教育資源指標」請參看附表，將附表內容剪貼至該欄 

       位中。 

2. 本表不敷使用可自行增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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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5探索國際關懷服務展新力）105 會計年度概算表（105 年 8 月至 12 月） 

                                                              單位：仟元 

經費項目名稱 單位 數量 單價 總價 說明（請說明內容用途） 

（一）國教署補助經常門 

業 

務 

費 

諮詢費 人 4 2.0 8.0 105-5-3-1專家學者諮詢費用 
〈問卷設計〉 

印刷費 式 1 14.0 14.0 105-5-3-1 活動簡章、海報、
教育需求調查問卷 

物品費 台 1 9.0 9.0 105-5-3-1 電射事務機〈列印
問卷報告及相關事務等〉 

膳費 人 45 0.08 3.6 105-5-3-1 教育需求調查會議
用 

授課鐘點費 節 9 0.8 7.2 
105-5-3-2 辦理日語特色課程
研習〈外聘業師〉 

授課鐘點費 節 9 0.55 4.95 105-5-3-2 辦理日語特色課程
研習〈內聘教師〉 

印刷費 式 1 6.35 6.35 
105-5-3-2 印製日語特色課程
招生簡章及海報、特色課程講
議費 

設備維護費 組 16 0.5 8.0 105-5-3-2情境教室設備維護 

材料費 人 40 0.2 8.0 105-5-3-2特色課程材料 

雜支 式 1 0.9 0.9 105-5-3場佈及文具用品等 

      

      

      

國教署補助經常門小計 70  

（二）國教署補助資本門 

設 

備 

費 

      

      

      

      

國教署補助資本門小計   

（三）縣市配合款經常門(縣市政府所轄學校填列) 

業 工作費 時 150 0.12 18 105-5-3-1臨時人力工讀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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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項目名稱 單位 數量 單價 總價 說明（請說明內容用途） 

務 

費 
物品費 組 4 3 12 105-5-3-2 特色課程用日式浴

衣 

      

縣市配合款經常門小計 30  

 

設 

備 

費 

      

      

      

縣市配合款資本門小計   

105 會計年度經常門小計 100.0  

105 會計年度資本門小計 0.0  

105 會計年度總計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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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5探索國際關懷服務展新力）106 會計年度概算表（106 年 1 月至 7 月） 

                                                                      單位：仟元 

經費項目名稱 單位 數量 單價 總價 說明（請說明內容用途） 

（一）國教署補助經常門 

業 

務 

費 

諮詢費 人 4 2.0 8.0 
105-5-3-1專家學者諮詢費用 
〈問卷設計〉 

印刷費 份 150 0.1 15.0 105-5-3-1 教育需求調查問卷
成果報告 

膳費 人 45 0.08 3.6 105-5-3-1 教育需求調查會議
用 

授課鐘點費 節 9 0.55 4.95 105-5-3-2 辦理日語特色課程
研習〈內聘教師〉 

印刷費 份 50 0.2 10.0 105-5-3-2 印製日語特色課程
特色課程成果 

印刷費 份 100 0.1 10.0 105-5-3-2特色課程教材編印 

設備維護費 次 1 6.35 6.35 105-5-3-2電腦設備維護 

材料費 人 40 0.2 8.0 105-5-3-2特色課程材料 

雜支 式 1 4.1 4.1 105-5-3場佈及文具用品等 

      

國教署補助經常門小計 70  

（二）國教署補助資本門 

設 

備 

費 

      

      

      

國教署補助資本門小計   

（三）縣市配合款經常門(縣市政府所轄學校填列) 

業 

務 

費 

工作費 時 40 0.12 4.8 105-5-3-1 問卷調查設計資料
處理〈臨時人力工讀費用〉 

授課鐘點費 節 9 0.8 7.2 
105-5-3-2 辦理日語特色課程
研習〈外聘業師〉 

物品費 組 6 3.0 18.0 105-5-3-2 特色課程用日式浴
衣 

縣市配合款經常門小計 30  

（四）縣市配合款資本門(縣市政府所轄學校填列) 

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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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 

費 
      

      

縣市配合款資本門小計   

106 會計年度經常門小計 100.0  

106 會計年度資本門小計 0.0  

106 會計年度總計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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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 105-5學校經常門項目概算總表 

項次 名稱(項目) 
105 年度 

8~12 月 

106 年度 

1~7 月 
總額 比例 

1 授課鐘點費 12.15 12.15 24.3 12.15% 

2 講座鐘點費 0 0 0 0% 

3 出席費、諮詢費 8 8 16 8% 

4 工讀費（工作費） 18 4.8 22.8 11.4% 

5 保險費 0 0 0 0% 

6 印刷費 20.35 35 55.35 27.675% 

7 國內旅費、短程車資、運費 0 0 0 0% 

8 膳宿費 3.6 3.6 7.2 3.6% 

9 場地使用費 0 0 0 0% 

10 教師進修補助費 0 0 0 0% 

11 設備維護費 8 6.35 14.35 7.175% 

12 材料費 8 8 16 8% 

13 租車費 0 0 0 0% 

14 物品費 21 18 39 19.5% 

15 
其他(非上述 14 項者，請於此項

歸類加總) 
0.9 4.1 5 2.5% 

小計 100 100 2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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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計畫規劃內容：105-5-3 適性學習社區教育需求調查計畫 

一、105-5-3-1：適性學習社區教育需求調查計畫 

(一)基本資料 

1 校內主辦處室/科 教務處、學務處、實習輔導處、輔導室 

2 參與單位 社區高中職學校、社區國中、合作科大 

3 辦理對象 社區各合作學校 

4 參與學校 參與校數 參與教師人數 參與學生人數 

(1)大專校院 2 4 0 

(2)高中 1 1 0 

(3)高職 5 5 30 

(4)國中 12 12 360 

(二)詳細實施內容〈含列表說明組織與分工〉 

1.組織與分工 

   編組 組長 組員 工作職掌 

  行政組 
清傳高商 
教務主任 

清傳高商 
學務主任 
輔導主任 
教學組長 
註冊組長 

分析各校類科及課程之適切性。 

  資料組 
三重商工 
實習主任 

三重商工 
承辦教師 

1.依委託案規劃分送及回收問卷。 

2.以委託案之問卷調查結果分析社 
  區內國中學生教育需求之分布， 
  並提供學校增調科班及設置學程 
  之參考。 

 2.辦理新社區教務主任及輔導主任會議，邀集新北市社區合作國高中職學校及 2 所 

   以上科大院校代表，針對新北三區適性學習社區教育需求，進行問卷調查、意見 

  見交流或分享合作專案社區高中職校所開設之類科、課程及核定招收人數等資
源。 

     3.取得問卷統計，分析合作專案社區高中職校所開設各項課程之適切性。 

     4.評估本社區高中職在各項課程方面可提供之繼續教育或推廣教育等終身學習課程種類。 
     5.評估本社區合作開設欠缺課程之可行性、評估師資來源。 

  (1)活動主題：適性學習社區教育需求調查活動。 
  (2)主辦學校：三重商工實習輔導處、清傳高商教務處。 
  (3)參加對象：社區國高中職學校及社區科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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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預計人數：50人。 
  (5)辦理時間：上學期 9~12月間，下學期 2-5月間。 

   (三)實施進度 

工作項目\月份 8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辦理相關會議，調查 
、意見交流或分享合
作專案社區高中職校
所開設之類科、課程
及核定招收人數。 

預期             

實際             

取得問卷統計，分析
合作專案社區高中職
校開設各項課程之適
切性。 

預期             

實際             

評估本社區高中職在
各項課程方面可提供
之繼續教育或推廣教
育等終身學習課程種 
類。 

預期             

實際             

評估本社區合作開設
欠缺課程之可行性、
評估師資來源。 

預期             

實際             

   

  (四)經費需求規劃(單位：仟元)  

年度 經常門 資本門 合計 

105 53.5 0 53.5 

106 35.5 0 35.5 

 

  ●聯絡人 

姓名 胡美逢 單位 教務處 職稱 教務主任 

電話 (02)2995-5535#123 傳真 (02)2999-2768 e-mail 123@ms1.ccvs.ntp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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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5-5-3-2：宏觀國際日語特色課程大手牽小手學習 

(一)基本資料 

1 校內主辦處室/科 教務處、學務處、實習輔導處 

2 參與單位 適性學習社區日語教師、合作科大 

3 辦理對象 
本校教師及社區國中教師與學生、社區高中職學生與教

師、大專教師 

4 參與學校 參與校數 參與教師人數 參與學生人數 

(1)大專校院 4 8 12 

(2)高中 1 1 8 

(3)高職 5 5 40 

(4)國中 12 24 360 

(二)詳細實施內容 

1.聘請大專指導及發展日語特色教材：由適性學習社區日語教師共同合作，並聘請大

專院校教授予以指導，彙整課程自編講義編輯成冊，並結合音檔、影像檔等數位

教材，配合教學單元，發展日語特色適性教材 1套，提供社區學校日語教學使用。 

(1)主辦學校：清傳高商。 

(2)參加對象：本社區之國、高中職日語科及第二外語日語選修學生。 

(3)辦理時間：105 學年度。 

(4)合作學校：社區 6所合作學校。 

2.建構適性學習開設日語通特色課程：營造日語學習環境，激發學生興趣、提升學生

國際觀與外語能力，以多元型態呈現日語學習的豐富面。上學期以「紅白歌合戰」

為主題，從五十音的學習，到課程最後發表演唱一首日語歌曲，學期中並穿插浴

衣穿著等活動，讓日語學習不僅只有聽說讀寫，還能附加文化體驗；下學期主題

為「動漫共和國」，以一部動畫為題材，練習口說配音台詞，最後以小組方式發

表，真正成為動畫裡的配音人員！課程中並帶領學生體驗日文的生活日常插畫製

作，設計屬於自己的特殊貼圖。 

 (1)主辦學校：清傳高商。 

(2)參加對象：社區高中職學生。 



適性學習社區：新北三區     召集學校：三重商工學校(簡稱)       合作學校數：6所 

111 

 

(3)預計人數：40 人。 

(4)辦理時間：105 學年度夜間或假日(上課 12次，每次 3小時，共計 36小時) 

(5)合作學校：社區 6所合作學校。 

(6)課程規劃： 

主題 月份 節次 課程一 課程二 課程三 

紅白歌合戰 

10月 
1 五十音あ/か行 招呼用語 が/さ/ざ行 

2 五十音た/だ行 自我介紹 口説練習 

11月 
3 五十音な/は行 手作御守 は/ば/ぱ行 

4 五十音ま/や行 浴衣体験 

12月 
5 五十音ら/わ行 口説練習 五十音拗音 

6 紅白歌合戦 料理新人王 

動漫共和國 

3月 
1 動畫放映(1) 配音口說練習 日語插畫貼圖 

2 動畫放映(2) 配音口說練習 日語插畫貼圖 

4月 
3 動畫放映(3) 配音口說練習 日語插畫貼圖 

4 動畫放映(4) 配音口說練習 日語插畫貼圖 

5月 
5 動畫放映(5) 配音口說練習 日語插畫貼圖 

6 日語插畫貼圖 日語動畫配音發表 

(三)實施進度 

工作項目\月份 8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105-5-3-2決定教材單

元主題 

預期             

實際             

105-5-3-2 編輯教材內

容 

預期             

實際             

105-5-3-2 聘請大專院

校教授予以指導 

預期             

實際             

105-5-3-2特色教材編

印 

預期             

實際             

105-5-3-2 社區國、高

中職日語教材試探教學 

預期             

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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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月份 8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105-5-3-2規劃設計課

程海報及簡章 

預期             

實際             

105-5-3-2社區學校課

程公告及開放登記選修 

預期             

實際             

105-5-3-2 聯繫授課教

師及準備教材 

預期             

實際             

105-5-3-2 開設特色課

程 

預期             

實際             

(四)經費需求規劃(單位：仟元) 

年度 經常門 資本門 合計 

105 46.5 0 46.5 

106 64.5 0 64.5 

 

●聯絡人 

姓名 胡美逢 單位 教務處 職稱 教務主任 

電話 (02)2995-5535#123 傳真 (02)2999-2768 e-mail 123@ms1.ccvs.ntp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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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6 多元技職共創價值迎未來 

一、子計畫名稱 多元技職共創價值迎未來 

二、承辦學校 穀保家商 

三、計畫目標 

1.1 開發本社區之特色課程與研發教材，形塑本社區高中職之特色課程 

1.2  

1.3  

1.4  

1.5 提供社區學生適性轉學輔導之平台，協助學生適性發展且適得其所 

四、工作內涵 

子計畫申請辦理項目名稱 對應方案辦理項目(註) 

105-6-1-1 
開發本社區之特色課

程與研發教材 
1.5 學校特色課程、教材開發 

105-6-1-2  2.3  

105-6-1-3  2.3  

105-6-1-4  2.4  

105-6-1-5 
提供社區學生適性轉

學輔導之平台 
3.6 

社區學校合作辦理適性轉學輔導措

施 

五、參與學校 

校    別 參與校數 參與教師人數 參與學生人數 

大專校院 4 6 0 

高 中 職 6 12 120 

國    中 12 30 350 

六、經費需求 

經常門（仟元） 資本門（仟元） 

440 440 

合計：880 （仟元） 

註：「對應方案辦理項目」請參看本申請計畫書之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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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預期效益 

質性指標描述 

方案質性指標 
執行本子計畫達成 

方案質性指標之描述 

2.3 適性學習社區高中職與產業合作

發展具特色之課程、教材、教學及

評量。 

1.開發本社區之特色課程與研發教

材，形塑本社區高中職之特色課程 

2.開設遊戲 APP 互動式程式設計課

程，培養本社區學生資訊整合能力 

3.開設餐飲科藝術蛋糕裝飾特色課

程，培育學生甜點藝術創作的能力 

2.4 4. 

3.1 適性學習社區具備普通、技職(工

業類、商業類、家事類)、特殊資

優及特殊身心障礙課程。 

5.提供社區學生適性轉學輔導之平

台，協助學生適性發展且適得其所 

量化指標規劃 

對

應

方

案

指

標 

子計畫申請 

辦理項目名稱 
指標項次、方案量化指標名稱 

103 

達成值 

105 

目標值 

105-6-1-1 開發本社區之

特色課程與研發教材 

1.3 適性學習社區合作開設特

色課程數。 
無資料 2 

1.4 適性學習社區合作發展特

色教材數。 
無資料 2 

105-6-1-2 

2.1   

105-6-1-3 

105-6-1-4 2.3   

105-6-1-5 提供社區學生

適性轉學輔導之平台 

3.1 適性學習社區高中職一年

級新生就近入學率 

瀏覽

1872

人次 

瀏覽

2200

人次 

七、預期效益 

對

應

社

區

教

育

資

源

子計畫申請 

辦理項目名稱 

指標 

項次 

社區教育資源 

指標名稱 

103 

達成值 

105 

目標值 

105-6-1-1 開設遊戲 APP

互動式程式設計課程與藝

術蛋糕選修課程兩特色課

程教材開發 

1-5 
教師製作教學檔案比

率 
100% 100% 

105-6-1-2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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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標 
2-1    

2-2    

105-6-1-3 

1-3    

2-1    

2-2    

105-6-1-4 

1-3    

2-1    

105-6-1-5 提供社區學生適

性轉學輔導之平台 
3-7 

學生休學及輔導轉學

比率 
2% 1.8% 

註：1.「對應方案指標」及「對應社區教育資源指標」請參看附表，將附表內容剪貼至該欄

位中。 

2. 本表不敷使用可自行增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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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6 多元技職共創價值迎未來）105 會計年度概算表（105 年 8 月至 12 月） 

                                                              單位：仟元 

經費項目名稱 單位 數量 單價 總價 說明（請說明內容用途） 

（一）國教署補助經常門 

業 

務 

費 

講座鐘點費 節 7 1.6 11.2 
105-6-1 藝術蛋糕特色課程教

材開發講座 7小時(外聘) 

講座鐘點費 節 7 1.6 11.2 
105-6-1APP 特色課程教材開發

講座 7小時(外聘) 

諮詢費 人 2 2 4 
105-6-1 資處特色課程研發教

材專家諮詢 1 次 

諮詢費 人 3 2 6 
105-6-1 辦理藝術蛋糕特色課

程規劃專家諮詢 1 次 

國內旅費 人 1 2.98 2.98 

105-6-1 辦理藝術蛋糕特色課

程規劃專家諮詢 (台北 -高雄

1490*2=2980 元 

短程車資 人 2 0.25 0.5 
105-6-1 彩繪蛋糕特色課程規

劃專家諮詢短程車資 

材料費 式 50 0.2 10 
105-6-1 資處特色課程教材研

發使用材料 

材料費 人 55 0.2 11 
105-6-1 藝術蛋糕裝飾課程教

材研發使用材料費 

物品費 組 6 2 12 

105-6-1 藝術蛋糕裝飾課程教

材研發使用工具(翻糖工具、切

割版…..等) 

膳費 人 40 0.08 3.2 
105-6-1 特色課程專業諮詢會

議 2 科*20 

印刷費 份 20 0.3 6 

105-6-1 特色課程教材開發成

果送印與裝釘(資科*10 件、餐

飲科*10 件) 

設備維護費 式 3 4 12 

105-6-1 特色課程教學影片掛

載伺服器維護資訊輔導之平台

電腦伺服器維護 

設備維護費 式 2 3 6 
105-6-1 烘焙、蛋糕、多功能廚

藝教室設備維護 

雜支 式 1 1.92 1.92 105-6-1 文具、紙張、耗材 

國教署補助經常門小計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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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項目名稱 單位 數量 單價 總價 說明（請說明內容用途） 

（二）國教署補助資本門 

設 

備 

費 

巧克力均質機 台 2 16 32 105-6-1 藝術蛋糕課程教材開發使用 

Gopro 動態情

境補捉攝影 
台 1 33 33 105-6-1 遊戲創意課程開發使用 

虛擬實境全景

360 度攝影機 
台 1 33 33 105-6-1 遊戲創意課程開發使用 

國教署補助資本門小計 98  

（三）縣市配合款經常門(縣市政府所轄學校填列) 

業 

務 

費 

材料費 式 50 0.2 10 
105-6-1 資處特色課程教材研發使用

材料 

材料費 人 65 0.2 13 
105-6-1 藝術蛋糕裝飾課程教材研發

使用材料費 

膳費 人 40 0.08 3.2 
105-6-1 特色課程專業諮詢會議 2 科

*30 

設備維護費 式 2 4 8 

105-6-1 特色課程教學影片掛載伺服

器維護資訊輔導之平台電腦伺服器

維護 

設備維護費 式 1 3 3 
105-6-1 烘焙、蛋糕、多功能廚藝教

室設備維護 

雜支 式 1 4.8 4.8 
105-6-1 教材整理送印與影片保存耗

材、成果發表場佈費 

縣市配合款經常門小計 42  

（四）縣市配合款資本門(縣市政府所轄學校填列) 

設 

備 

費 

數位單眼相機 組 1 42 42 

105-6-1 藝術蛋糕拍攝作品使用(含小

攝影棚) 主要用於研發藝術蛋糕裝

飾特色課程及教材時需拍攝作品、機

具操作編製特色教材之用 

縣市配合款資本門小計 42  

105 會計年度經常門小計 140  

105 會計年度資本門小計 140  

105 會計年度總計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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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6 多元技職共創價值迎未來）106 會計年度概算表（106 年 1 月至 7 月） 

                                                                      單位：仟元 

經費項目名稱 單位 數量 單價 總價 說明（請說明內容用途） 

（一）國教署補助經常門 

業 

務 

費 

講座鐘點費 節 7 1.6 11.2 
105-6-1 藝術蛋糕特色課程教

材開發講座 2場*小時(外聘) 

講座鐘點費 節 7 1.6 11.2 
105-6-1APP 特色課程教材開

發講座 2場*7小時(外聘) 

諮詢費 人 3 2 6 
105-6-1 辦理藝術蛋糕特色課

程規劃專家諮詢 1 次 

國內旅費 人 1 2.98 2.98 

105-6-1 辦理藝術蛋糕特色課

程規劃專家諮詢 (台北 -高雄

1490*2=2980 元 

短程車資 人 2 0.25 0.5 
105-6-1 藝術蛋糕特色課程規

劃專家諮詢短程車資 

材料費 式 50 0.2 10 
105-6-1 資處特色課程教材研

發使用材料 

材料費 人 70 0.2 14 
105-6-1 藝術蛋糕裝飾教材發

展材料費 

物品費 組 17 2 34 

105-6-1 藝術蛋糕裝飾教材發

展所需工具(翻糖工具、切割

版…..等) 

物品費 組 5 2 10 

105-6-1 藝術蛋糕特色課程教

材發展所需烘焙器具(抹刀、擠

花帶、花嘴..等) 

膳費 人 40 0.08 3.2 
105-6-1 特色課程專業諮詢會

議 2 科*30 

印刷費 人 1000 0.05 50 
105-6-1 教材發展活動宣傳資

料影印費 

印刷費 份 80 0.2 16 
105-6-1 編制藝術蛋糕特色課

教材印製 

印刷費 份 50 0.2 10 
105-6-1 編制資處科 APP 特色

課教材印製 

設備維護費 式 3 4 12 

105-6-1 特色課程教學影片掛

載伺服器維護資訊輔導之平

台電腦伺服器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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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維護費 式 1 8 8 

105-6-1 蛋糕烘焙教材發展工

具攪拌器冰箱、發酵箱設備維

護 

雜支 式 1 10.92 10.92 

105-6-1 藝術蛋糕裝飾、資處

科 APP 課程教材成果發表、場

地佈置(文具、紙張、耗材) 

國教署補助經常門小計 210  

（二）國教署補助資本門 

設 

備 

費 

電腦伺服器 台 1 210 210 

105-6-1 特色教材教學影片網

路掛載、105-6-5 輔導資訊平

台影音、文字資料掛載 

國教署補助資本門小計 210  

（三）縣市配合款經常門(縣市政府所轄學校填列) 

業 

務 

費 

材料費 式 50 0.2 10 
105-6-1 資處特色課程研發教

材使用材料 8 項*5 次 

材料費 人 50 0.2 10 
105-6-1 藝術蛋糕裝飾課程教

材研發使用材料費 

物品費 式 8 4 32 

105-6-1 資處特色課程教材開

發電腦教室補充物品(鍵盤、滑

鼠、音箱) 

設備維護費 式 3 8 24 

105-6-1 資處特色課程電腦教

室設備維護(主機、螢幕、廣播

設備維修) 

設備維護費 式 3 4 12 
105-6-5 資訊輔導之平台電腦

伺服器、網路維護 

雜支 式 1 2.0 2.0 
105-6-1 成果發表場地佈置費

等 

市配合款經常門小計 90  

（四）縣市配合款資本門(縣市政府所轄學校填列) 

設 

備 

費 

3/4HP 攪拌機

(附安全網）全

配件 

臺 1 34 34 
105-6-1 藝術蛋糕課程教材開

發使用  

桌上型攪拌機 7

公升 
臺 1 14 14 

105-6-1 藝術蛋糕課程教材開

發使用 

Android 平板 台 4 10.5 42 
105-6-1 遊戲創意課程教材開

發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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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配合款資本門小計 90  

106 會計年度經常門小計 300  

106 會計年度資本門小計 300  

106 會計年度總計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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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 105-6 學校經常門項目概算總表 

項次 名稱(項目) 
105 年度 

8~12 月 

106 年度 

1~7 月 
總額 比例 

1 授課鐘點費 0 0 0 0.00% 

2 講座鐘點費 22.4 22.4 44.8 10.18% 

3 出席費、諮詢費 10 6 16 3.64% 

4 工讀費（工作費） 0 0 0 0.00% 

5 保險費 0 0 0 0.00% 

6 印刷費 6 76 82 18.64% 

7 國內旅費、短程車資、運費 3.48 3.48 6.96 1.58% 

8 膳宿費 6.4 3.2 9.6 2.18% 

9 場地使用費 0 0 0 0.00% 

10 教師進修補助費 0 0 0 0.00% 

11 設備維護費 29 56 85 19.31% 

12 材料費 44 44 88 20% 

13 租車費 0 0 0 0.00% 

14 物品費 12 76 88 20% 

15 
其他(非上述 14 項者，請於此項

歸類加總)(5%) 
6.72 12.92 19.64 4.47% 

小計 140 300 44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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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規劃內容：105-6 多元技職共創價值迎未來 

一、105-6-1：開發本社區之特色課程與研發教材 

(一)基本資料 

1 校內主辦處室/科 教務處、學務處、實習輔導處 

2 參與單位 適性學習社區教師、合作科大 

3 辦理對象 
本校教師及社區國中教師與學生、社區高中職學生與教

師、大專教師 

4 參與學校 參與校數 參與教師人數 參與學生人數 

(1)大專校院 4 6 0 

(2)高中 3 6 0 

(3)高職 3 6 0 

(4)國中 0 0 0 

(二)詳細實施內容 

105-6-1-1.開發本社區之特色課程與研發教材：發展本社區特色課程—遊戲 APP 開發

課程、藝術蛋糕裝飾課程，並研發特色課程教材，以形塑本社區高中職之辦學

特色。 

(1)課程名稱： 

I.遊戲 APP 開發 

II.藝術蛋糕裝飾 

(2)主辦學校：穀保家商實習處。 

(3)適用對象：社區高中職教師、學生。 

(4)教材份數：教學影片共 10 部、遊戲 APP 開發示範成果 4 份、自編教材 2 份。 

(5)自主評鑑：2 次 

(6)辦理期間：105 年 9 月~106 年 6 月。 

(7)合作學校：社區 6 所合作學校。 

(8)合作院校：4 所 

項目 合作院校 

遊戲 APP 開發 台北城市科技大學、醒吾科技大學、東南科技大學 

藝術蛋糕裝飾 醒吾科技大學、高雄餐旅大學師培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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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合作廠家：5 家 

項目 合作廠家 

遊戲 APP 開發 全佑電腦、愛迪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藝術蛋糕裝飾 神旺大飯店、32 小姐翻糖造型蛋糕、雅力根坊 

(10)具體作法： 

項目 具體作法 

遊戲 APP 開發 

I. 結合本校與業界、大專院校教師研討本社區之特色課程內

容，擬定遊戲 APP 開發課程教材開發架構。 

II. 於特色課程進行中，同步進行取材整理而成完整教材開

發，製作剪輯教學影片。 

III. 結合各階段課程任務，編撰而成遊戲 APP 開發教材講義。 

IV. 辦理特色課程與教材之自主評鑑，並請專家學者對於專題

開發成果考評建議。 

V. 教材講義電子與教學影片成果雲端平台分享，達資源共享

最大化。 

VI. 辦理專家諮詢協助評估特色教材之適用性。 

藝術蛋糕裝飾 

I. 結合餐旅產業及大專院校研討課程規劃與設計。 

II. 於特色課程進行中同步進行教材開發並編輯製作課程使用

教材與講義。 

III. 辦理特色課程教材之自主評鑑 

IV. 製作教學課程教案及學習單設計。 

V. 錄製特色課程教學影片 

VI. 辦理專家諮詢協助評估特色教材之適用性。 

(三)實施進度 

工作項目\月份 8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105-6-1-1 開發本社區

之特色課程與研發教

材 

預期             

實際             

 

(四)經費需求規劃(單位：仟元) 

年度 經常門 資本門 合計 

105 140 140 280 

106 284 90 374 

(五)、聯絡人 

姓

名 
李淑卿 單位 實習處 職稱 實習組長 

電

話 
0937608312 傳真 29853723 e-mail p753@kpvs.ntpc.edu.tw 

 

https://m.facebook.com/miss32cake?v=timeline&filte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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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6-1-2. 

 

 105-6-1-3.  

 

105-6-1-4. 

 

五、105-6-5：提供社區學生適性轉學輔導之平台 

(一)基本資料  

1 校內主辦處室/科 教務處、學務處、實習輔導處 

2 參與單位 適性學習社區教師、合作科大 

3 辦理對象 
本校教師及社區國中教師與學生、社區高中職學生與教

師、大專教師 

4 參與學校 參與校數 參與教師人數 參與學生人數 

(1)大專校院 0 0 0 

(2)高中 3 6 60 

(3)高職 3 6 60 

(4)國中 12 30 350 

(二)詳細實施內容 

社區學校合作辦理適性轉學輔導措施平台，建立適性轉導轉學資訊取管道，協助

學生得以適性發展且適得其所。 

(1)辦理方式： 

項目 實施方式 內容 

建立輔導資訊平台 

職業類科平台 

1. 提供技職教育認識及群科介

紹相關資料 

2. 連結適性入學宣導網站 

適性發展資訊與管道 

1. 提供本區高中職各校之基本

資料及設科情形 

2. 各校利用平台內容協助學生

了解轉學(科)適性發展訊息 

北三區左岸學園輔導

措施資訊平台 

1. 提供本區各高中職轉學缺額

及轉學輔導措施 

2. 各校利用平台內容協助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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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適性轉學 (科 )輔導資

訊，達到適性轉學的機會，

完成適性發展的目的。 

適性轉學輔導宣導 訊息宣導 

1. 結合北三區就近入學及特色

課程文宣傳遞輔導資訊平台

之訊息。 

2. 透過本區共同之相關會議，

將此平台訊息轉知各國高中

職。 

訊息維護與更新 定期訊息維護與更新 

1. 本區高中職於學期中、末更

新站內之相關訊息 

2. 定期維護網站相關內容 

(2)主辦學校：穀保家商教務處、輔導室、實習處 

(3)適用對象：本社區之國高中職學生 

(4)預計上網點閱人數：350 人 

 

(三)實施進度 

工作項目\月份 8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105-6-1-5 提供社區學

生適性轉學輔導之平

台 

預期             

實際             

 

(四)經費需求規劃(單位：仟元) 

年度 經常門 資本門 合計 

105 0 0 0 

106 16 210 226 

(五)、聯絡人 

姓

名 
李淑卿 單位 實習處 職稱 實習組長 

電

話 
0937608312 傳真 29853723 e-mail p753@kpvs.ntp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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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經費概算表 

一、105學年度項目概算表 

（子計畫編號及名稱、承辦學校名稱）105 會計年度經費編列檢核表（105 年 8 月至 12 月） 

單位：仟元 

年

度 

項

次 
子計畫名稱 

申請均質化補助金額 
承辦學校 

年度預算配合款 

承辦學校 

自籌款 

承辦學校 

其他專案補助 

國教署補助 縣市配合款 
經常門 資本門 經常門 資本門 經常門 資本門 

經常門 資本門 經常門 資本門 

105

會

計

年

度 

1 105-1 資源共享適性探索展新局 95.9 0 41.1 0       

2 105-2 國際理解科學實踐拓視界 182 0 78 0       

3 105-3 技職藍海教育資源同創新 147 0 63 0       

4 105-4 多元適性相輔相成創未來 70 0 30 0       

5 105-5 探索國際關懷服務展新力 70 0 30 0       

6 105-6 多元技職共創價值迎未來 98 98 42 42       

105 會計年度合計 662.9 98 284.1 42       

註：1.承辦學校本預算配合款、自籌款及其他補助款部分非強制配合編列項目，僅作瞭解辦理計畫資源取得情形使用。 

2.本表不敷使用可自行增列。 

承辦人：                     承辦主任：                       主(會)計主任：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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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編號及名稱、承辦學校名稱）106 會計年度經費編列檢核表（106 年 1 月至 7 月） 

單位：仟元 

年

度 

項

次 
子計畫名稱 

申請均質化補助金額 
承辦學校 

年度預算配合款 

承辦學校 

自籌款 

承辦學校 

其他專案補助 

國教署補助 縣市配合款 
經常門 資本門 經常門 資本門 經常門 資本門 

經常門 資本門 經常門 資本門 

106

會

計

年

度 

1 105-1 資源共享適性探索展新局 425.6 0 182.4 0       

2 105-2 國際理解科學實踐拓視界 343 91 147 39       

3 105-3 技職藍海教育資源同創新 238 126 102 54       

4 105-4 多元適性相輔相成創未來 70 35 30 15       

5 105-5 探索國際關懷服務展新力 70 0 30 0       

6 105-6 多元技職共創價值迎未來 210 210 90 90       

106 會計年度合計 1356.6 462 581.4 198       

註：1.承辦學校本預算配合款、自籌款及其他補助款部分非強制配合編列項目，僅作瞭解辦理計畫資源取得情形使用。 

2.本表不敷使用可自行增列。 

 

承辦人：                     承辦主任：                       主(會)計主任：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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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級中等學校適性學習社區教育資源均質化經費需求分析總表 

單位:仟元 

子計畫名稱 承辦學校 

經費需求分析 

小計 經費來源 
經、資門 

經費分配 

均質化 

專案補助 

縣市 

配合款 
本預算 自籌款 其他補助 經常門 資本門 

105-1 資源共享適性探索展新局 三重商工 521.5 223.5    745 0 745 

105-2 國際理解科學實踐拓視界 三重高中 616 264    750 130 880 

105-3 技職藍海教育資源同創新 東海中學 511 219    550 180 730 

105-4 多元適性相輔相成創未來 格致中學 175 75    200 50 250 

105-5 探索國際關懷服務展新力 清傳商職 140 60    200 0 200 

105-6 多元技職共創價值迎未來 穀保家商 616 264    440 440 880 

小計 2579.5 1105.5    2885 800 3685 

註：1.本表為彙整前項「經費編列檢核表」之資料，並分為兩個部分。「經費來源」係請羅列辦理該子計畫挹注之所有經費情形，再將之切分至「經、

資門經費分配」部分以瞭解該子計畫所需經、資門經費情形。 

2.「小計」之合計為「經費來源」所有項目之加總，或「經、資門經費分配」所有項目之加總。 

 

承辦人：                     承辦主任：                       主(會)計主任：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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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05 均質化方案辦理項目 
 

1. 夥伴優質(精進標竿學校辦理項目，合作學校選辦) 

1.1 社區學校合作辦理跨校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教學演示 

1.2 社區學校合作辦理教學評量或協同教學 

1.3 社區學校合作發展多元評量工具 

1.4 社區學校合作辦理典範學習分享活動 

1.5 學校特色課程、教材開發 

1.6 學校特色教學、創意學習 

1.7 學校特色輔導、服務學習 

1.8 學校與國中合作辦理特色典範分享活動 

1.9 學校與大專校院合作辦理特色學習活動 

1.10 學校特色行政服務與校園規劃 

 

2.資源共享(合作學校辦理) 

2.1 社區學校共同發展及實施適性課程、教材、教學及評量 

2.2 社區學校共同辦理與大專校院合作之特色課程、教材、教學及評量 

2.3 有助於社區共同發展多元適性之課程計畫 

2.4 社區學校共同發展特色社團及活動 

2.5 社區學校共同辦理品德教育、服務學習 

2.6 社區學校共同推動適性輔導機制 

2.7 社區學校共同進行與產業鏈結之特色課程、教材、教學及評量 

2.8 社區學校共同規劃調整群科及課程 

 

3.適性探索(社區內指定學校辦理) 

3.1 社區學校合作辦理多元評量及專業學習社群工作坊 

3.2 社區學校合作辦理適性學習社區地理範圍調整工作 

3.3 社區學校合作辦理資訊平臺推廣及國中學生教育需求調查工作 

3.4 社區學校合作辦理就近入學及特色課程宣導工作 

3.5 社區學校辦理國中學生職涯試探或學術試探活動 

3.6 社區學校合作辦理適性轉學輔導措施 



 

130 

 

105 均質化方案質性指標 

1.夥伴優質(精進標竿學校辦理之質性指標，合作學校選辦) 
方案辦理項目 方案質性指標 

1.1 
社區學校合作辦理跨校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教學

演示 

1.1 適性學習社區具備指標高中。 

 

1.2 適性學習社區高中職合作推動

跨校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1.3 適性學習社區高中職合作建構

學習社區。 

1.2 社區學校合作辦理教學評量或協同教學 

1.3 社區學校合作發展多元評量工具 

1.4 社區學校合作辦理典範學習分享活動 

1.5 學校特色課程、教材開發 

1.6 學校特色教學、創意學習 

1.7 學校特色輔導、服務學習 

1.8 學校與國中合作辦理特色典範分享活動 

1.9 學校與大專校院合作辦理特色學習活動 

1.10 學校特色行政服務與校園規劃 

 

2.資源共享(合作學校辦理之質性指標) 
方案辦理項目 政策質性指標 

2.1 
社區學校共同發展及實施適性課程、教材、教學及

評量 

2.1 適性學習社區高中職合作發展

具社區文化或產業特色之課

程、教材、教學及評量。 

 

2.2 適性學習社區高中職與大專校

院合作發展具特色之課程、教

材、教學及評量。 

 

2.3 適性學習社區高中職與產業合

作發展具特色之課程、教材、

教學及評量。 

 

2.4 適性學習社區高中職與國中合

作辦理特色社團及服務學習。 

 

2.2 
社區學校共同辦理與大專校院合作之特色課程、教

材、教學及評量 

2.3 有助於社區共同發展多元適性之課程計畫 

2.4 社區學校共同發展特色社團及活動 

2.5 社區學校共同辦理品德教育、服務學習 

2.6 社區學校共同推動適性輔導機制 

2.7 
社區學校共同進行與產業鏈結之特色課程、教材、

教學及評量 

2.8 社區學校共同規劃調整群科及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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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適性探索(社區內指定學校辦理之質性指標) 
方案辦理項目 政策質性指標 

3.1 
社區學校合作辦理多元評量及專業學習社群工作

坊 3.1 適性學習社區具備普通、技職

(工業類、商業類、家事類)、

特殊資優及特殊身心障礙課

程。 

 

3.2 適性學習社區高中職合作辦理

國中學生學術試探及職涯試探

活動。 

3.2 
社區學校合作辦理適性學習社區地理範圍調整工

作 

3.3 
社區學校合作辦理資訊平臺推廣及國中學生教育

需求調查工作 

3.4 社區學校合作辦理就近入學及特色課程宣導工作 

3.5 社區學校辦理國中學生職涯試探或學術試探活動 

3.6 社區學校合作辦理適性轉學輔導措施 

 

105 均質化方案之政策量化指標 

1.夥伴優質(精進標竿學校辦理之量化指標，合作學校選辦) 
方案辦理項目 政策量化指標 

1.1 
社區學校合作辦理跨校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教學

演示 

1.1 適性學習社區高中職教師參與

專業發展評鑑比率 

 

1.2 適性學習社區高中職合作推動

跨校專業學習社群數。 

 

1.3 適性學習社區高中職合作開設

特色課程數。 

 

1.4 適性學習社區高中職合作發展

特色教材數。 

1.2 社區學校合作辦理教學評量或協同教學 

1.3 社區學校合作發展多元評量工具 

1.4 社區學校合作辦理典範學習分享活動 

1.5 學校特色課程、教材開發 

1.6 學校特色教學、創意學習 

1.7 學校特色輔導、服務學習 

1.8 學校與國中合作辦理特色典範分享活動 

1.9 學校與大專校院合作辦理特色學習活動 

1.10 學校特色行政服務與校園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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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資源共享(合作學校辦理之量化指標) 
方案辦理項目 政策量化指標 

2.1 
社區學校共同發展及實施適性課程、教材、教學及

評量 2.1 適性學習社區高中職合作開設

跨校特色選修課程數。 

 

2.2 適性學習社區高中職合作開設

由大專校院教師授課之特色選

修課程數。 

 

2.3 適性學習社區高中職合作推動

學生特色社團數。 

 

2.4 適性學習社區高中職合作推動

學生服務學習活動次數。 

2.2 
社區學校共同辦理與大專校院合作之特色課程、教

材、教學及評量 

2.3 有助於社區共同發展多元適性之課程計畫 

2.4 社區學校共同發展特色社團及活動 

2.5 社區學校共同辦理品德教育、服務學習 

2.6 社區學校共同推動適性輔導機制 

2.7 
社區學校共同進行與產業鏈結之特色課程、教材、

教學及評量 

2.8 社區學校共同規劃調整群科及課程 

 

3.適性探索(社區內指定學校辦理之量化指標) 
方案辦理項目 政策量化指標 

3.1 
社區學校合作辦理多元評量及專業學習社群工作

坊 

3.1 適性學習社區高中職一年級新

生就近入學率。 

 

3.2 適性學習社區二、三年級國中

學生參與高中職適性探索平均

次數。 

3.2 
社區學校合作辦理適性學習社區地理範圍調整工

作 

3.3 
社區學校合作辦理資訊平臺推廣及國中學生教育

需求調查工作 

3.4 社區學校合作辦理就近入學及特色課程宣導工作 

3.5 社區學校辦理國中學生職涯試探或學術試探活動 

3.6 
社區學校合作辦理適性轉學輔導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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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均質化社區教育資源指標 

1.夥伴優質(精進標竿學校辦理之社區教育資源指標，合作學校選辦) 
1-1 優質高中職學校 1-14 學生參加服務學習平均次數 

1-2 社區人士與學生家長對學校的評價 1-15 學生參加服務學習平均時數 

1-3 學生對學校辦學成效之認同度 1-16 學生休學及輔導轉學比率 

1-4 教師每週平均教學時數 1-17 學生獎勵及違規比 

1-5 教師製作教學檔案比率 1-18 學生淨流失率 

1-6 教師參與研習平均時數 1-19 學生重補修次數比 

1-7 教師參與研習平均次數 1-20 學生參加縣市級競賽獲獎次數比 

1-8 參與教師教學評量比率 1-21 學生參加全國技藝（能）競賽獲獎次數比 

1-9 教師參與專業發展評鑑比率 1-22 畢業生通過英文能力檢定比率 

1-10 教師參與專業學習社群比率 1-23 畢業生取得專業證照檢定張數比 

1-11 教師赴產業實習比率 1-24 畢業生升學(含國外)比率 

1-12 與大專校院合作課程數 1-25 畢業生就業比 

1-13 與產業合作廠家數 1-26 學生畢業比率 

 

2.資源共享(合作學校辦理之社區教育資源指標) 

2-1 與大專校院合作課程數 2-20 畢業生通過英文能力檢定比率 

2-2 與產業合作廠家數 2-21 畢業生取得專業證照檢定張數比 

2-3 教師專業授課比率 2-22 畢業生升學(含國外)比率 

2-4 教師每週平均教學時數 2-23 畢業生就業比率 

2-5 教師製作教學檔案比率 2-24 學生畢業比率 

2-6 教師參與研習平均時數 2-25 高一日校新生註冊人數比率 

2-7 教師參與研習平均次數 2-26 專任教師比率 

2-8 參與教師教學評量比率 2-27 專任合格教師比率 

2-9 教師參與專業發展評鑑比率 2-28 平均每班專任教師數 

2-10 教師參與專業學習社群比率 2-29 教師離職率 

2-11 教師赴產業實習比率 2-30 生師比 

2-12 學生休學及輔導轉學比率 2-31 每生教育經費支出比 

2-13 學生獎勵及違規比 2-32 專科教室數量 

2-14 學生淨流失率 2-33 職業群科實習工場（或專業教室）數量 

2-15 學生重補修次數比 2-34 每生使用教學資訊設備數量比 

2-16 學生參加服務學習平均次數 2-35 每生使用教室固定投影設備比 

2-17 學生參加服務學習平均時數 2-36 每生分配圖書冊數比 

2-18 學生參加縣市級競賽獲獎次數比   

2-19 
學生參加全國技藝（能）競賽獲獎次

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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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適性探索(社區內指定學校辦理之社區教育資源指標) 

3-1 學生對學校辦學成效之認同度 

3-2 教師參與研習平均時數 

3-3 教師參與研習平均次數 

3-4 高一日校新生就近入學比率 

3-5 高一日校新生註冊人數比率 

3-6 高一日校新生免試入學比率 

3-7 學生休學及輔導轉學比率 

3-8 學生獎勵及違規比 

3-9 學生淨流失率 

3-10 學生重補修次數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