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立建成國民中學 110 學年度第一學期技藝教育課程招生簡章 

一、招生對象：本校八升九年級對技藝教育課程有興趣的學生。 

二、教育目標： 

1.提供學生適合能力、性向、興趣之職群試探課程，建立學習信心，引導適性發展，充分發揮潛能。 

2.增加學生生涯職業試探機會，強化未來之生涯進路抉擇。 

三、課程實施方式： 

1.以學期為單位與技高學校合作，上下學期各招生一次。 

2.上課時間自 110年 9月-12月，每週二第 5-8節(第八節課後輔導費視學生返校時間，於期末退費)。 

3.學生擇一職群參加，九上參加的職群，下學期的職群不可重複，建議有意願選擇技職就讀的學生，

於上學期先試探最有興趣的職群。 

4.第一次上課由本校教師帶領前往，之後與選修同校職群的學生一同前往，交通均在 40分鐘內可到

達，本校教師不定期訪視。 

四、合作技高課程： 

    1.請以職群興趣為主，公私立技高僅提供試探學習機會，與升學無關。  

    2.選填公立技高請填第一志願，以一間為限，第二、三志願務必為私校，才有機會錄取。若人數過

多將由本校技職教育遴輔會委員抽籤決定；若該職校額滿，將依學生志願序安排他校上課，請學

生做好心理準備。。 

    3.合作技高開設之技職課程，以提供國中生深度技職試探為目的，不受職校性別限制，男生亦可擇

女校上技職課程(如:稻江護家)。 

    4.技高端學校開課表詳列如下： 

職群 代號 合作技高 職群 代號 合作技高 

機械群 

J1 市立大安高工 

設計群 

W2 市立士林高商 

D5 市立松山工農 
A1 

A5 

私立普林思頓 

①設計②3D數位遊戲設計 

M1 私立開南中學 
藝術群 

A3 私立普林思頓 

Y1 私立惇敘工商(專車) V2 私立泰北中學 

電機與電子群 

J2 市立大安高工 
餐旅群 

H1 私立開平餐飲 

F2 私立東方工商 

D1 市立松山工農 L2 私立稻江護家 

P4 

P6 

私立滬江高中 

①航空電子②軟體設計 

家政群 

M5 
私立開南中學 

(照顧服務) 

Y3 私立惇敘工商(專車) F1 私立東方工商 

動力機械群 

J3 市立大安高工 L1 私立稻江護家 

D6 市立松山工農 食品群 D2 市立松山工農 

M2 私立開南中學 農業群 D4 市立松山工農 

Y4 私立惇敘工商(專車) 化工群 D7 市立松山工農 

商業與管理群 

W1 市立士林高商 土木建築群 Y2 私立惇敘工商(專車) 

X1 私立幼華高中(電競) 醫護群 
ZA1 

ZB1 
馬偕護專/耕莘專校 



五、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10年 04月 12日(一)16:00止，因推薦作業耗時，請注意時間

核章完畢，逾時或未核章均不受理。  

六、報名與推薦方式： 

1.徵得家長同意，學生經導師、班級輔導老師會談後，推薦簽名，再將報名表交至輔導室

資料組。資料組彙整報名表後，經本校技職遴輔會議審核推薦學生，送交臺北市技職教

育課程分發系統核定，若人數過多將由本校遴輔會抽籤決定。 

2.本校遴輔會依據學生志願序、自陳興趣（生涯拼拼樂手冊）、性向測驗、興趣測驗結果等、

學生參與校內外辦理職群體驗之主動性，以及導師、輔導老師平日的教學觀察，推薦適

合學生試探的職群。 

3.報名時務必審慎，一旦錄取後請勿輕易放棄，影響其他學生權益，並影響自身下學期技

藝教育課程申請之權益。 

七、學習評量： 

學生成績評量依據「國民中學技藝教育課程成績評量辦法」辦理，如遇段考及模擬考之下

午有安排考試，則暫停技職課程。完全沒上到的科目，以技藝教育成績代替；部分抽離科

目，則依該科比例計算該科成績。故請審慎考量九年級之課程學習負擔再報名，一旦錄取

後請勿輕易放棄，影響其他學生權益。 

八、升學進路： 

1.計畫就讀技高、五專之職群的同學可實際體驗選修之職群課程，尤其在五專的超額比序項

目，採計技藝教育課程成績加分。 

2.技藝教育課程成績優良者(達技職該班 PR值 70 以上，與國中在校成績無關)得擇優一職群

成績採計積分，得參加「基北區技藝技能優良學生甄選入學」管道。 

3.「基北區技藝技能優良學生甄選入學」管道，為基北區公私立技高所有科別各提報 2名技

優名額，給應屆技優學生。學生選填之職科必須符合「相關科別對照表」之規定(如附件

一)。 

4.技藝教育課程成績優先輔導分發技高實用技能學程（以就業為導向，免學費）。 

九、費用：講師費、上課材料費及講義教材費，由教育局相關經費項下支應，唯學生至合作學

校之交通費需先自行負擔，取得證書後依實際出席日數補助車資。 

十、參加學生需遵守本校技藝課程管理辦法之規定。 



 

臺北市立建成國中 110學年度第一學期參加技藝教育課程 報名表 

班 級    年    班 座號 姓     名  性 別 □男  □女 

學 號  出 生   年   月   日 
身 分
證 字
號 

 

聯 絡 電 話 
家中電話： 

家長緊急電話： 
緊 急 聯 絡 人  

住 址 
縣         市區          路      段      弄 

市         鄉鎮          街      巷      號之      樓 

推 

薦 

遴 

選 

依 

據 

一、測驗及試探活動： 

1.性向測驗-建議發展類群：                                        

2.自己有興趣發展的職群：                                       

3.曾參加臺北市寒暑假職業輔導研習營：□無  □有，職群：                        

4.校內校外舉辦職群參訪，曾體驗過的職群：                                       

5.其他說明：                                                                   

二、技藝教育課程志願填寫： 

1.志願序為分發合作職校之依據，請務必填寫完整以利分發。 

2.請以職群興趣為主，公私立技高僅提供學習機會與試探，與升學無關。若欲選填公立技
高試探請填第一志願，以一間為限，第二、三志願務必為私校，才有較高機會錄取。 

3.請參考附件「技藝教育課程成績優良甄審入學相關科別對照表」，確認未來想讀的職科，
再對應職群，同時以利技優生升學。 

 志願 1 志願 2 志願 3 

職群/代號    

合作技高    

審

核

簽

章 

家長同意簽章  輔導老師審核章  

導師審核章  輔導室審核章(資料組)  

備註： 

1.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04月 12日(一)16:00止，因推薦作業耗時，請注意時間核章完畢，逾

時或未核章均不受理。請把握機會！ 

2.報名表若不夠請向輔導室索取，報名表填妥後連同意書交至輔導室，需徵得家長同意，並經導師、

班級輔導老師會談後，共同推薦簽名同意；若有疑問請洽班級輔導老師或資料組（2558-7042分

機 631-633）。 

3.報名完成後需經本校遴輔會審核，需參酌學生學習情形、生活表現、性向測驗結果及職群學習意願，

再經臺北市技職教育學程分發會議核定後，始得錄取。一旦錄取後請勿輕易放棄，避免影響其他學

生權益。 

 
背面尚有同意書須簽名 



 

臺北市立建成國中 110學年度第一學期 

技藝教育課程參加同意書 

    本人    年     班    號           參加本學期技藝教

育課程，願虛心受教、用心學習、友善同學、願聽從師長教導，

上課期間不缺曠課、不遲到早退，服裝儀容務必整齊，按時繳交

技高課程聯絡簿，並遵守「建成國中技藝教育課程管理辦法」及

合作技高之上課規定，若違反以上規定願接受校方懲處。                    

                     

學生簽名  

家長簽名  

導師簽名  

資料組長  

 

 

中華民國 110 年      月      日 



 
附件一：技藝教育課程成績優良甄審入學相關科別對照表 
職群別 申請職業學校相關科別 

機械群 
機械科、製圖科、電腦機械製圖科、機電科、重機科、汽車科、板金科、模具科、鑄造

科、配管科、航海科、輪機科、冷凍空調科 

動力機械群 
汽車科、重機科、輪機科、機電科、板金科、機械科、製圖科、模具科、配管科、航海

科、冷凍空調科 

電機電子群 
電機科、機電科、控制科、資訊科、電子科、航空電子科、資料處理科、冷凍空調科、

汽車科、重機科、配管科、輪機科、航海科、電影電視科、多媒體動畫科、劇場藝術科 

化工群 化工科、食品加工科、美工科、圖文傳播科、美術科、美術工藝科、陶瓷工程科 

土木與建築群 
土木科、建築科、室內設計科、室內空間設計科、製圖科、美工科、美術工藝科、劇場

藝術科 

商業與管理群 

商業經營科、會計事務科、國際貿易科、廣告設計科、資料處理科、資訊科、室內設計

科、圖文傳播科、流通管理科、餐飲管理科、美術科、觀光事業科、應用外語科(英文

組)、應用外語科(日文組)、家政科、服裝科、流行服飾科、時尚模特兒科、電子商務

科、航運管理科 

農業群 園藝科、家政科、觀光事業科、餐飲管理科、室內設計科、美術科、農場經營科 

家政群 

家政科、服裝科、流行服飾科、幼兒保育科、餐飲管理科、觀光事業科、流通管理科、

美術科、美術工藝科、廣告設計科、室內設計科、美容科、時尚造型科、電影電視科、

多媒體動畫科、劇場藝術科、陶瓷工程科、食品加工科、食品科、時尚模特兒科、園藝

科、烘培科、照顧服務科 

餐旅群 
觀光事業科、餐飲管理科、食品加工科、食品科、美容科、時尚造型科、家政科、室內

設計科、幼兒保育科、時尚模特兒科、烘培科 

海事群 
漁業科、水產養殖科、食品科、航海科、航運管理科、輪機科、觀光事業科、冷凍空調

科、電機科、機電科、控制科、資訊科、航空電子科、電子科、製圖科 

水產群 漁業科、水產養殖科、食品加工科、食品科、餐飲管理科、冷凍空調科 

藝術群 
音樂科、舞蹈科、美術科、影劇科、西樂科、國樂科、電影電視科、表演藝術科、多媒

體動畫科、劇場藝術科 

設計群 

廣告設計科、室內設計科、室內空間設計科、圖文傳播科、美工科、美術科、美術工藝

科、製圖科、劇場藝術科、表演藝術科、戲劇科、國樂科、西樂科、舞蹈科、電影電視

科、多媒體動畫科、服裝科、流行服飾科、美容科、時尚造型科、園藝科、陶瓷工程科、

時尚模特兒科、多媒體設計科、多媒體應用科 

食品群 食品加工科、食品科、餐飲管理科、觀光事業科、家政科、烘焙科 

醫護群 

家政科、服裝科、流行服飾科、幼兒保育科、餐飲管理科、觀光事業科、流通管理科、

美術科、美術工藝科、廣告設計科、室內設計科、美容科、時尚造型科、電影電視科、

多媒體動畫科、劇場藝術科、陶瓷工程科、食品加工科、食品科、時尚模特兒科、園藝

科、烘焙科、照顧服務科 

 
應屆畢業生技藝教育課程成績優良者(技藝成績 PR70以上者才能以技優生管道加分)，入學時期選

填科別需在參加職群範圍內，才得以技優生選填志願。(需參看該年度簡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