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普通型普通型普通型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生涯規劃學科中心高級中等學校生涯規劃學科中心高級中等學校生涯規劃學科中心高級中等學校生涯規劃學科中心    

106106106106 年度全國教師專業成長年度全國教師專業成長年度全國教師專業成長年度全國教師專業成長研習研習研習研習    

「「「「360360360360 行生涯實察營行生涯實察營行生涯實察營行生涯實察營－－－－航定生涯航定生涯航定生涯航定生涯」」」」實施計畫實施計畫實施計畫實施計畫    

壹壹壹壹、、、、    依據依據依據依據 

教育部 106 年 1 月 5 日臺教國署高字第 1050151059 號函辦理。 

貳貳貳貳、、、、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透過產業現場參訪與人力資源座談，培養高中職生涯規劃科教師深入瞭解全球化下產業發

展與人力供需趨勢，擴增教師教學視野，以協助學生連結大學學群與職場關係、瞭解職場環境

與產業發展趨勢及人力資源供需分配等資訊，進而建立學生生涯觀念及規劃未來職涯發展方

向。 

參參參參、、、、    辦理單位辦理單位辦理單位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主辦單位: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生涯規劃學科中心(高雄市立中正高級中學) 

三、協辦單位：成旅晶贊飯店、汎德股份有限公司、彰聯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摩特動力工

業股份有限公司、晟田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慶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肆肆肆肆、、、、    辦理內容辦理內容辦理內容辦理內容    

一、參加對象：全國公私立高中職生涯規劃學科教師暨輔導教師，每場限 40 人（依報名先後

順序錄取），共計 120 人。 

二、實查營辦理時間、地點與人數： 

場次 時間 地點 預估人數 

北區 106 年 5 月 5 日（星期五） 台北 40 

中區 106 年 5 月 19 日（星期五） 彰化 40 

南區 106 年 5 月 26 日（星期五） 高雄 40 

三、報到時間、地點： 

(一)北區 106 年 5 月 5 日（星期五） 

         08:30-09:00 於成旅晶贊飯店蘆洲館大廳大廳大廳大廳集合[台北捷運新蘆線至徐匯中學站 2 號出 

         口]，09:0009:0009:0009:00 準時開始準時開始準時開始準時開始。 

         行車路線：成旅晶鑽飯店->汎德濱江服務中心->汎德竹圍服務中心->台北車站。 

(二)中區 106 年 5 月 19 日（星期五） 

         09:00-09:30 於田中火車站前站前站前站前站集合，09:09:09:09:33330000 準時發車準時發車準時發車準時發車。 

         行車路線：田中火車站->彰聯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摩特動力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大 

         村火車站->台中高鐵站。  

 

 



(三)南區 106 年 5 月 26 日（星期五） 

08:30-09:00 於高鐵新左營站 2 號出口彩虹市集大門前彩虹市集大門前彩虹市集大門前彩虹市集大門前集合，00009999::::00000000 準時發車準時發車準時發車準時發車。 

         行車路線：高鐵新左營站->晟田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慶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高鐵 

         新左營站。 

 

四、研習縣市分區表(可跨區參加，採報名順序錄取) 

 

五、活動流程： 

時間 北區活動內容北區活動內容北區活動內容北區活動內容    

08：30～09：00 成旅晶贊飯店蘆洲館大廳(報到) 

09：00～10：30 
成旅晶贊飯店 

產業人力資源論壇 講師:(人力資源主管 1 位) 

10：30～11：30 職場導覽 講師:(部門導覽人員 1 位) 

11：30～13：30 午餐/車程 

13：30～15：30 
汎德股份有限公司 

職場導覽 講師:(部門導覽人員 1 位) 

15：30～16：30 產業人力資源論壇 講師:(人力資源主管 1 位) 

16：30～ 車程賦歸 

※請參與教師搭乘遊覽車請參與教師搭乘遊覽車請參與教師搭乘遊覽車請參與教師搭乘遊覽車。。。。    

※成旅晶贊飯店成旅晶贊飯店成旅晶贊飯店成旅晶贊飯店：新北市蘆洲區中山一路 8 號[台北捷運新蘆線至徐匯中學站 2 號出口] 

※汎德股份有限公司汎德股份有限公司汎德股份有限公司汎德股份有限公司((((濱江服務中心濱江服務中心濱江服務中心濱江服務中心))))：台北市中山區濱江街 339 號。 

※汎德股份有限公司汎德股份有限公司汎德股份有限公司汎德股份有限公司((((竹圍服務中心竹圍服務中心竹圍服務中心竹圍服務中心))))：新北市淡水區中正東路 2 段 179 號。    

時間 中區活動內容中區活動內容中區活動內容中區活動內容    

09：00～09：30 田中火車站前站((((接駁車接駁車接駁車接駁車)))) 

09：30～10：00 車程 

10：00～11：00 彰聯精密工業股份
有限公司 

職場導覽 講師:(部門導覽人員 1 位) 

11：00～12：00 產業人力資源論壇 講師:(人力資源主管 1 位) 

12：00～14：00 午餐/車程 

14：00～15：00 摩特動力工業股份
有限公司 

職場導覽 講師:(部門導覽人員 1 位) 

15：00～16：30 產業人力資源論壇 講師:(人力資源主管 1 位) 

16：30～ 車程賦歸 

區域區域區域區域    縣市別縣市別縣市別縣市別    

南區南區南區南區    嘉義縣市、臺南市、高雄市、屏東縣、臺東縣、澎湖縣 

中區中區中區中區    臺中市、彰化縣、南投縣、苗栗縣、雲林縣 

北區北區北區北區    臺北市、新北市、基隆市、宜蘭縣、花蓮縣、金門縣、連江縣、桃園市、新竹縣市 



※※※※彰聯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彰聯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彰聯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彰聯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彰化縣田中鎮新工四路 81 號。    

※※※※摩特動力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摩特動力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摩特動力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摩特動力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彰化縣大村鄉福興村山腳路 66 號。 
 

時間 南區活動內容南區活動內容南區活動內容南區活動內容    

08：30～09：00 高鐵新左營站 2 號出口彩虹市集大門前((((接駁車接駁車接駁車接駁車)))) 

09：00～10：00 車程 

10：00～11：00 晟田科技工業股份
有限公司 

職場導覽 講師:(部門導覽人員 1 位) 

11：00～12：00 產業人力資源論壇 講師:(人力資源主管 1 位) 

12：00～14：00 午餐/車程 

14：00～15：00 慶達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產業人力資源論壇 講師:(人力資源主管 1 位) 

15：00～16：30 職場導覽 講師:(部門導覽人員 1 位) 

16：30～ 車程賦歸 

※晟田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晟田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晟田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晟田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市路竹區北嶺二路 11 號。 

※※※※慶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慶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慶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慶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市岡山區本工六路 38 號。 

伍伍伍伍、、、、    報名事項報名事項報名事項報名事項 

一、報名時間： 

（一）南區：4 月 5 日起至 4 月 28 日（星期五）止。 

（二）中區：4 月 5 日起至 4 月 28 日（星期五）止。 

（三）北區：4 月 5 日起至 4 月 28 日（星期五）止。 

二、報名方式：一律透過網路報名一律透過網路報名一律透過網路報名一律透過網路報名，，，，請至「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

http://www2.inservice.edu.tw/ 進行網路報名。 

三、聯絡人：生涯規劃學科中心陳靜瑩小姐、謝枘岓小姐 

聯絡電話：（07）7490071或（07）7491992轉 8512 

e-mail：hscrhscr@gmail.com 

四、報名流程: 

((((一一一一))))搜尋課程代碼搜尋課程代碼搜尋課程代碼搜尋課程代碼：：：：進入「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 http://www2.inservice.edu.tw/」，登入帳

號→點選首頁右方「依學校研習課程進入資訊網」之下普通高級中學課程學科中心普通高級中學課程學科中心普通高級中學課程學科中心普通高級中學課程學科中心→點選

「G研習進階搜尋」→→→→填寫課程代碼填寫課程代碼填寫課程代碼填寫課程代碼「「「「北區北區北區北區（（（（2146617214661721466172146617））））////中區中區中區中區（（（（2146606214660621466062146606））））////南區南區南區南區（（（（2146559214655921465592146559））））」」」」

（（（（※※※※把其他勾選拿掉把其他勾選拿掉把其他勾選拿掉把其他勾選拿掉，，，，不然搜尋不到不然搜尋不到不然搜尋不到不然搜尋不到））））→→→→點選「線上報名專區」→填寫資料→完成報名手

續。    

(二)進入「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 http://www2.inservice.edu.tw/」，登入帳號→點選首頁右

方「依學校研習課程進入資訊網」之下普通高級中學課程學科中心普通高級中學課程學科中心普通高級中學課程學科中心普通高級中學課程學科中心→點選「研習資訊分類

索引」之下生涯規劃生涯規劃生涯規劃生涯規劃→點選「「「「101010106666 年度全國教師專業成長研習年度全國教師專業成長研習年度全國教師專業成長研習年度全國教師專業成長研習----360360360360 行生涯實察行生涯實察行生涯實察行生涯實察營營營營(北區北區北區北區

（（（（2146617214661721466172146617））））////中區中區中區中區（（（（2146606214660621466062146606））））////南區南區南區南區（（（（2146559214655921465592146559））））」→點選「線上報名專區」→填寫資料→

點選「我要報名」即完成報名手續。 

 



五、注意事項： 

（一）本活動備有接駁車本活動備有接駁車本活動備有接駁車本活動備有接駁車，，，，請參與學員盡量搭乘接駁車請參與學員盡量搭乘接駁車請參與學員盡量搭乘接駁車請參與學員盡量搭乘接駁車，若需自行開車前往之教師請事先若需自行開車前往之教師請事先若需自行開車前往之教師請事先若需自行開車前往之教師請事先

將將將將車牌號碼車牌號碼車牌號碼車牌號碼填報於報名系統填報於報名系統填報於報名系統填報於報名系統，，，，以利聯絡公司協助安排停車位以利聯絡公司協助安排停車位以利聯絡公司協助安排停車位以利聯絡公司協助安排停車位！！！！另外另外另外另外，，，，自行開車者自行開車者自行開車者自行開車者

請務必準時請務必準時請務必準時請務必準時或或或或提前抵達提前抵達提前抵達提前抵達，，，，請勿遲到影響課程進行請勿遲到影響課程進行請勿遲到影響課程進行請勿遲到影響課程進行！！！！ 

（二）本課程為產業參訪，為了維護學員參訪品質、工廠參觀之人數管控，以及安全考量，

請勿攜眷參加請勿攜眷參加請勿攜眷參加請勿攜眷參加，如有特殊情況請跟承辦人聯絡。 

（三）報名成功但無法參加課程者，請至少 3333 天前天前天前天前告知，以利其他候補機會，活動當日活動當日活動當日活動當日

無故缺席者無故缺席者無故缺席者無故缺席者，將備註作為下次活動審核參考之依據。 

（四）上網登錄報名資料後，請務必於傳送前再次確認填報資料的正確性，以作為研習時

數證明之依據。 

（五）全程參與研習者始予核發研習證明時數 5小時。 

（六）本研習活動提供午餐，但不供住宿及交通費，請各校准予參加人員公差假方式辦

理。 

（七）為響應環保，請與會人員自備環保餐具及飲用水。 

（八）請穿著適宜服裝，勿穿拖鞋。 

（九）保險：因各位教師具有公務人員身份，本中心無法進行保險，請自行投保旅行平安

保險。 

（十）研習活動若有未盡事宜或更改事項，將公告於本中心網站 http：//163.32.60.67/index.aspx 
 

陸陸陸陸、、、、    研習成果推廣方式研習成果推廣方式研習成果推廣方式研習成果推廣方式    

    透過學科中心網路公告，分享研習內容及資料，使得無法前來參加研習之教師，亦能獲得研習

內容資訊，以增進高中職生涯規劃學科教師輔導學生職涯選擇之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