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北市立福營國中

110學年度技藝班招生

家長說明會



技藝班在學什麼？

透過一整年二個職群的技藝課程的體驗，讓孩子更

加清楚自己的性向(能力)。

確定對此有興趣，就可以在高職繼續選擇相關科系

就讀；如果發現對此沒興趣，還可以盡早選擇其他科系。

更重要的是，修習技藝課程，可以用技藝班成績

或技藝競賽成績增加升學管道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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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事項

一、技藝教育課程介紹

(對象、開班職群、課程內容)

二、技藝教育活動

(技藝教育成果展、技藝競賽)

三、技藝教育課程學生之升學進路

四、技藝教育課程遴選、報名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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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藝教育課程介紹



5

▶實施對象：

針對具技藝傾向、性向、興趣及已有明確生涯規劃之

九年級學生，開設技藝教育選修課程，協助加深其對

未來生涯之試探，並能向上銜接高職第一年段之準備

課程，奠定生涯準備的基礎。

▶實施時間：
九年級階段，110年9月至111年5月(即110學年度)。

技藝教育課程



6

選讀技藝教育課程分析

優勢 影響

1.提早並加深對職業類科

的認識。

2.有機會可參加新北市技

藝競賽。

3.技藝競賽取得佳作以上

成績，或技藝班上課成

績優良，將有利升學。

1.每週抽離半天至外校上

課，會影響學校學習。

2.學生需額外花時間補足

抽離半天原校課程的作

業及學習。

3.如被選為技藝競賽選手，

寒假及開學皆須至高職

受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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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班模式：本校採抽離式技藝教育實施方式

1. 學生僅於技藝課程實施時段(每週二12:30~16:00)，

離開原班至高職/五專上課，由高職/五專安排師資

授課。

2. 上、下學期修習不同職群的課程。

3. 人數：每班約15~25人。

4. 帶隊老師：本校教師。

5. 專車往返(若上課當天適逢複習考、段考及學校重要

活動則停課一次)。

開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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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藝教育課程開班職群及課程

校別
上學期 下學期

職群 上課內容 職群 上課內容

光啟 餐旅 旅館服務、廚藝 食品 西式烘焙

光啟 動力機械 汽/機車修護 機械 機械識圖與製圖

樹人 食品 烘焙、餐飲製作 餐旅 旅館服務、廚藝

莊敬 藝術 戲劇、流行舞蹈 家政 美容美髮

東海 電機與電子 電子應用、室內配線 藝術 多媒體動畫

穀保 家政 美容美髮 餐旅 旅館服務、廚藝

穀保 商業管理 產品行銷、中/英文書處理 餐旅 旅館服務、廚藝

復興 設計 描繪、海報、電腦繪圖 藝術 動畫製作、美術工藝

福營美工 設計 基礎描繪、海報設計 設計 基礎描繪、海報設計

耕莘 衛生與護理
護理基礎、婦兒保健

高齡照顧、口腔衛生
家政 幼保、化妝品應用與管理



光啟高中(星期二下午)
餐旅職群、食品職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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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藝班開班職群及課程



1.課程: (上)餐旅職群(下)食品職群

2.上課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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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啟高中(星期二) 技藝教育課程開班職群及課程



光啟高中(星期二下午)
動力機械職群、機械職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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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藝班開班職群及課程



1.課程: (上)動力機械職群(下)機械職群

2.上課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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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啟高中(星期二) 技藝教育課程開班職群及課程



樹人家商(星期二下午)
食品職群、餐旅職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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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藝班開班職群及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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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人家商(星期二)

1.課程(上)食品職群(下)餐旅職群

2.上課實況

技藝教育課程開班職群及課程



莊敬高職(星期二下午)
藝術職群、家政職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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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藝班開班職群及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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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敬高職(星期二)

1.課程(上)藝術職群(下)家政職群

2.上課實況

技藝教育課程開班職群及課程



東海高中(星期二下午)
電機電子職群、藝術職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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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藝班開班職群及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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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高中(星期二)

1.課程(上)電機電子職群(下)藝術職群

2.上課實況

技藝教育課程開班職群及課程



穀保家商(星期二下午)
(上)家政職群、(下)餐旅職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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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藝班開班職群及課程



1.課程: (上)家政職群 (下)餐旅職群

2.上課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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穀保家商(星期二)
技藝教育課程開班職群及課程



穀保家商(星期二下午)
(上)商業與管理職群、(下)餐旅職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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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藝班開班職群及課程



1.課程:(上)商業與管理職群 (下)餐旅職群

2.上課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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穀保家商(星期二)
技藝教育課程開班職群及課程



復興商工(星期二下午)
(上) 設計職群、(下)藝術職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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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藝班開班職群及課程



1.課程: (上)設計職群 (下)藝術職群

2.上課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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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興商工(星期二)
技藝教育課程開班職群及課程



福營美工(星期二下午)
(上) 設計職群、(下)設計職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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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藝班開班職群及課程



1.課程: (上)設計職群 (下)設計職群

2.上課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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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營美工(星期二)
技藝教育課程開班職群及課程



耕莘護校(星期二下午)
(上) 衛生與護理職群、(下) 家政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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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藝班開班職群及課程



1.課程: (上)衛生與護理群、(下)家政群

2.上課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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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莘護校(星期二)
技藝教育課程開班職群及課程

上學期：護理基礎(急救/外傷)、婦兒保健

高齡照顧、口腔衛生

下學期：幼保、化妝品應用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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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藝教育課程活動
一、技藝教育成果展:12月底

二、技藝競賽:寒假-下學期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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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藝教育成果展
▸時間:12月底(第一學期末)

技藝班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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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藝競賽
▸時程:

➢ 12月確定選手名單。

➢ 寒假及開學初集訓。

➢ 開學第一、二週比賽。

➢ 獲獎第一名~佳作，部分升學管道採計加分

技藝班活動



本校學生參加109學年度
新北市技藝教育競賽獲獎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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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藝教育課程活動

獎項 班級 姓名 職群 主題 班別

第一名 901 王Ο妤 食品 中式米食加工 樹人

第一名 906 蔡Ο凡 食品 中式麵食加工 樹人

第二名 902 張Ο軒 食品 中式米食加工 樹人

第五名 912 吳Ο玲 食品 烘焙 樹人

第六名 905 鄭Ο喬 餐旅 旅館實務 樹人

佳作 902 張Ο瑄 藝術 舞蹈類展演實務 莊敬

佳作 903 林Ο浩 藝術 舞蹈類展演實務 莊敬

佳作 903 林Ο晴 食品 中式麵食加工 光啟

佳作 904 曾Ο頨 設計 設計基礎 復興

佳作 904 黃Ο禎 餐旅 餐飲服務技術 樹人

佳作 905 高Ο煒 餐旅 飲料調製實務 樹人

佳作 906 陳Ο芯 食品 中式麵食加工 樹人

佳作 907 林Ο瑜 餐旅 飲料調製實務 光啟

佳作 908 李Ο沛 餐旅 餐飲服務技術 光啟

佳作 908 林Ο婕 家政 美容 穀保

佳作 910 李Ο龍 電機電子 基本資訊應用 東海

佳作 911 茆Ο希 動力機械 機車基本認識 光啟

佳作 911 王Ο涵 餐旅 旅館實務 光啟

佳作 913 陳Ο鳳 設計 基礎描繪 復興

佳作 914 黃ΟΟ柔 藝術 舞蹈類展演實務 莊敬

佳作 914 李Ο 家政 美髮 穀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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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藝教育課程學生
升學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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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北市專業群科特色招生

不採會考，只考術科，書審成績技藝班特別條件加分2分。

2.技優甄審入學（國際/全國技能競賽、科學展覽、技術士證類、技藝班成績）

不採會考，技藝教育課程成績達該班PR70以上才能申請。

3.優先選讀高職實用技能班

不採會考，免學費，免雜費，技藝班修習兩職群加4點。

4.五專優先免試、聯合免試入學(技藝班成績優良可加分)

技藝教育課程學生升學



➢ 專業群科特色招生(新北市)
◆ 書面審查成績(總分30分，佔總成績30%)

➢ 一般條件：1.相關群科技藝競賽：15分

2.其他競賽(包含非相關群科技藝競賽)：10分

競賽
等級

第一名
特優

第二名
特優

第三名
特優

第四名
優等

第五名
優等

第六名
優等

佳作

縣市級 15 13 11 9 7 5 4

校級 5 4 3 2 1 1 1

競賽
等級

第一名
特優

第二名
優等

第三名
甲等

第四名
乙等

第五名
佳作

第六名
入選

全國 10 9 8 7 6 5

縣市級 8 7 6 5 4 3

校級 5 4 3 2 1 1

➢ 特別加分條件(本項最高2分)：
1.參加技藝教育社團，職業試探育樂營持有證明者，每項核給1分；
2.參加九年級上學期技藝教育課程，持及格成績證明者，核給2分。

經書面審查通過後，進入第二階段術科測驗(佔總成績70%)



➢ 技優甄審入學(公立高職)
• 公立高職每班保留2-8個名額給技優生身分學生，只要符合標

準即可申請，不用參考校內成績和會考成績喔！

項目 得獎名次 積分

1 全國性技藝技能競賽
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

主辦95分
協辦80分

第四名至優勝或佳作
主辦80分
協辦65分

2 其他國際性特殊技藝技能競賽
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 95分

第四名至優勝 80分

3
各縣（市）政府主辦報經教育部備查
之技藝技能比賽及科學展覽優勝者

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特優） 70分

第四名、第五名、第六名（優等） 65分

佳作（甲等） 60分

4

應屆畢（修）業生技藝教育課程成績
優良，技藝教育課程職群成績達該班
PR值七十以上者(得擇優一職群成績
採計得分)

PR值(百分等級) 90以上 50分

PR值(百分等級) 80以上未達90 45分

PR值(百分等級) 70以上未達80 40分



➢ 技優甄審入學(公立高職)

• 全國技能競賽北區分區競賽(一月初報名，寒假開始集訓，四
月下旬比賽)，得名亦可在此管道加分，競賽職種及培訓單位
如下：

★新北高工：網頁技術、商務軟體設計

★福營國中：3D數位遊戲藝術

★復興商工：平面設計技術

★淡水商工：餐飲服務

★正德國中：花藝

★瑞芳高工：漆作裝潢

項目 得獎名次 積分

1 全國性技藝技能競賽
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

主辦95分
協辦80分

第四名至優勝或佳作
主辦80分
協辦65分



➢ 技優甄審入學(公立高職)



➢ 技優甄審入學(公立高職)



➢ 技優甄審入學(公立高職)



優先免試-技藝優良(上限3分)

技藝教育課程
平均成績

90分以上
80分以上
未滿90分

60分以上
未滿80分

換算積分 3分 2分 1分

➢ 五專免試入學

聯合免試-技藝優良(上限3分)

技藝教育課程
平均成績

90分以上
80分以上
未滿90分

70分以上
未滿80分

60分以上
未滿70分

換算積分 3分 2.5分 1.5分 1分



五專超額比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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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免試 聯合免試
項目 積分上限 說明 項目 積分上限 說明

多元
學習
表現

校外競賽 7
15

0.25分/1小時
上限60小時

多元
學習
表現

校外競賽 7

16
1分/8小時
上限56小時

服務學習 7

日常生活 4

服務學習 15 體適能 6

技藝優良 3

90-100=3.0分
80-90＝2.5分
70-80＝1.5分
60-70＝1.0分

技藝優良 3
90-100=3.0分
80-90＝2.0分
60-80＝1.0分

弱勢身份 3
低收入＝3分
中低、失業＝1.5分

弱勢身份 2
低收、中低收、
失業、特殊際遇

家庭子女

均衡學習
（健體、藝文、綜合）

21 7分/1領域及格
均衡學習

（健體、藝文、綜合）
6

3領域及格＝6分
2領域及格＝4分
1領域及格＝2分

志願序 26
每5志願為1級別，共
6個級別

適性輔導 3 生涯發展規畫書

國中教育會考 32 國中教育會考 15
精熟3分、基礎2
分、待加強1分

寫作 1 其他 5 各校自訂

總分 101 總分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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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學年度
技藝教育課程遴選

暨
報名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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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意願

填寫申請書

家長同意

導師及輔導教師推薦

遴輔會

•出缺席紀錄

•甄選

公告

•5月13日(段考後)公告
名單

•110學年度開始上課

遴選流程



遴選與技藝班上課規定

✓依教育部規定需必須試探2個職群，
凡經錄取，2職群均需參加。

✓不可因班級活動而缺席，如班際體
育比賽、慶生會等。

✓不可藉故身體不舒服，請假留置於
校內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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遴選與技藝班上課規定
✓具下列情形者，予以退班並記小過一次。

1.重大行為偏差、違反校規者。

2.一學期缺課(含遲到留校)累計達3次者。

3.一學期事病假累計達4次者。

4.技藝競賽無故棄賽致影響他人權益者。

✓有半天不在學校上課，可能影響課業，請審

慎考慮，一經錄取，不得以此理由「可能影

響課業」申請退班，否則將記小過一次。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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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時程
時間 時程

4/12(一)〜4/16(五) 八年級宣導週

4/12(一)〜4/22(四)
學生至輔導室領取報名表

@逾期不候！

4/19(一)〜4/23(五)
報名表交至輔導室

@逾期不候！

5/3(一)〜5/7(五)
開始甄選

(時間、地點另行公布)



如果

我們希望孩子在生命中遇見貴人

那就

從成為孩子生命中的貴人著手

值得高興的是

我們現在就能當孩子生命中的貴人

感謝您的
付出與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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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相信：放對位置，就是天才

9703憂鬱自傷防治資料/連結檔/你可以成為別人的吸塵器245.mpe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xqBRC1N26M&feature=youtu.b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