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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 111 學年度國民中學技藝教育課程競賽暨成果發表活動實施計畫 

一、 依據： 

(一) 教育部 104 年 12 月 16 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040129295B 號令「國民中學

技藝教育實施辦法」。 

(二)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07年05月14日臺教國署國字第1070049473B

號令修正發布補助之「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國民中學生涯發展

教育及國中技藝教育相關經費作業原則」辦理。 

二、 目的： 

(一) 加強學生職業試探學習動機與興趣，增進學習成效及提昇技藝技能水

準。 

(二) 提升學生生涯覺察、生涯探索、問題解決等能力培養，建立學生自我

效能感。 

(三) 藉由國中技藝教育課程技藝競賽活動，相互觀摩並分享教學經驗，提

昇教學品質。 

(四) 藉由競賽教育活動，協助競賽成績優異學生，經由技優甄審保送及實

用技能學程，擴大學生生涯進路發展管道，以吸引更多具職業性向學

生參與。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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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教育局 

(三) 承辦單位：內思學校財團法人新竹縣內思工業高級中等學校 

(四) 協辦單位：東泰高級中學、義民高級中學、仰德高級中學、富光國民

中學。 

四、競賽內容： 

(一) 技藝教育課程技藝競賽項目委請各校協助辦理學術科題庫彙整、學科

考試及術科考試相關行政庶務事宜，111 學年度國中技藝教育競賽共

計 14 個競賽項目，各職群(項目)承辦學校如下： 

序號 競賽項目 承辦學校 序號 競賽項目 承辦學校 

1 機械職群 內思高中 8 食品職群-烘焙 仰德高中 

2 動力機械職群 東泰高中 9 家政職群-幼保 義民高中 

3 電機職群-工業電子 內思高中 10 家政職群-美髮 東泰高中 

4 電機職群-室內配線 內思高中 11 家政職群-美甲 東泰高中 

5 商業及管理職群 義民高中 12 餐旅職群-餐飲服務 東泰高中 

6 設計職群 義民高中 13 餐旅職群-中餐烹飪 仰德高中 

7 農業職群 富光國中 14 餐旅職群-飲料調製 東泰高中 

（二）由本局依縣內開設班別(職群)，決定辦理競賽之職群。惟競賽報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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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低於 10 人之職群，不予辦理，由各國中輔導轉介報考其他職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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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111 學年度第一學期國中技藝教育課程開班情形： 

班別 開班數 人數 職群數 

自辦班 15 班 274 人 

1. 機械職群 

2. 動力機械職群 

3. 電機與電子職群(工業電子) 

4. 電機與電子職群(室內配線) 

5. 商業與管理職群 

6. 設計職群 

7. 農業職群 

8. 食品職群(烘焙) 

9. 家政職群(幼保) 

10. 家政職群(美髮) 

11. 家政職群(美甲) 

12. 餐旅職群(餐服) 

13. 餐旅職群(中餐) 

14. 餐旅職群(飲料調製) 

合作班 47 班 984 人 

專班 1 班 22 人 

合計 63 班 1280 人 9 職群 14 主題 

六、報名資格：凡選修國中技藝教育課程(含抽離式與專案編班技藝教育課程)之

學生，由學校推薦並依學生意願報名。 

七、報名方式及日期： 

(一) 符合報名資格之學生，由各國中統一彙整該校學生報名資料，並於112

年 02 月 20 日(一)至 02 月 24 日(五)前逕至本競賽線上報名系統報

名，報名截止日後不得更改參賽名單及項目。 

(二) 惟報名人數低於 10 人之職群，不予辦理，輔導轉介至學生意願參加

之第二職群(主題)。 

(三) 申請特殊應考服務注意事項： 

1. 凡領有身心障礙證明（手冊）者、經各級主管機關特殊教育學生鑑

定及就學輔導會鑑定為身心障礙學生，或其他因重大傷病嚴重影響

應試者，得申請特殊應考服務。  

2. 申請特殊應考服務應於報名時檢附「身心障礙及重大傷病考生應考

服務申請表」正本，送至承辦學校內思高中。 

(四) 突發傷病考生注意事項： 

1. 報名後遭遇「突發傷病」之考生可申請「突發傷病考生應考服務」。 

2. 申請時須檢附衛生福利部認定之醫學中心、區域醫院或地區醫院醫

療診斷證明及「身心障礙及重大傷病考生應考服務申請表」，送至

承辦學校內思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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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競賽方式： 

（一）技藝教育競賽採個人競賽方式辦理，採計競賽學術科各單項成績。 

（二）技藝教育競賽學生需同時參加學科測驗與術科測驗，始得予以排序。 

九、競賽日期及地點： 

（一）術科競賽：112 年 04 月 10 日(一)至 04 月 14 日(五)辦理，於各競賽承

辦學校辦理。 

（二）學科競賽：112 年 04 月 07 日(五)辦理，於學生原就讀之國中場地進行

學科測驗。 

十、命題範圍： 

（一）各類術科技藝競賽實施辦法由各職群競賽學校召開協調會訂定。 

（二）學科測驗(佔 35%)：各職群承辦學校題庫共計 400 題+「勞權教育題庫

20 題」(教育局提供)共計 420 題做為技藝教育競賽之學科題庫。正式

技藝教育競賽學科試題將從題庫中隨機抽取 100 題(學科 95 題+勞權

5 題)，委由承辦學校製作三份試卷(A、B、C 卷)，於學科競賽由教育

局圈選試卷。 

（三）術科測驗(佔 65%)：由各職群依職群主題選定三個主題為命題範圍，

並製作技藝競賽術科題庫。正式技藝教育競賽術科試題由教育局圈選

題目並公告。 

（四）各職群承辦學校於 111 年 11 月 04 日(五)前將學科試題與術科試題等

各主題題庫傳至承辦學校內思高中統一彙整，再由教育局於 111 年 11

月 18 日(五)前上網公告周知。 

（五）各職群主題競賽辦法、範圍及評分標準經公佈後，不得任意更改。 

十一、競賽評審： 

（一）學科監評委員：採各校相互監評方式，請各開辦學校合作高職端及自

辦國中端於 112 年 03 月 17 日(五)前，將學科監評委員名單傳至承辦

學校內思高中彙整，提供學科監評委員人員數則依據開辦班級數為準。 

（二）術科監評委員：各職群承辦學校於 112 年 3 月 1 日(三)前將術科監評

委員名單傳至承辦學校內思高中統一彙整，並由教育局圈選核定術科

監評委員聘任名單，術科監評委員之資格以國家級或合格職業證照評

審為主，並應注意迴避原則。 

十二、競賽成果發表方式： 

（一）以主修職群為題材範圍，發揮並引導生涯試探，達到「做中學、學以

致用」技藝技能合作學習精神。 

（二）競賽承辦單位將競賽現場成品以照片或實品方式於承辦學校之場地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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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展示方式由教育局與各競賽承辦單位協調，辦理成果發表或以博

覽會方式呈現。 

（三）競賽教育競賽頒獎典禮暨成果發表活動日期：112 年 5 月 10 日(三)。 

 

十三、獎勵： 

（一）各職群之主題擇優錄取並予排序，獎項分為 1 至 6 名(以不超過 6 名

為限)及佳作若干名，原則上名次不得重複，得獎總人數以該職群主題

參賽人數之 30%為上限。成績未達標準，得由該項主題評審予以從缺。 

（二）參加技藝教育競賽獲獎學生由教育局發給獎狀，並於獎狀內註記獲獎

職群名稱、獎項及名次。 

（三）獲獎學生指導教師(以報名表上之指導教師為準)獎勵辦法如下： 

1. 第 1 名學生之指導教師(本府轄屬教師)依據本府所屬各級學校教職

員獎懲標準表第四項指導學生參加各項比賽(競賽)表現績優核予敘

嘉獎乙次及獎狀乙張以資獎勵，非本府轄屬學校建議依上開原則比

照辦理。 

2. 第 2 名至第 6 名及佳作學生之指導教師頒發獎狀乙張以資鼓勵。 

3. 若為同一指導老師指導多位學生獲獎者，以所有競賽項目最佳成績

核予敘嘉獎或頒發獎狀。 

（四） 辦理本項技藝教育競賽暨成果發表活動有功人員(本府轄屬人員)依據

本府所屬各級學校教職員獎懲標準表第二項辦理專案工作表現績優

核予敘嘉獎乙次以資獎勵，非本府轄屬學校建議依上開原則比照辦理。 

十四、經費來源： 

（一）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專款補助。 

（二）計畫經費不足部份由本局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十五、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或與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發布技藝教育競賽辦法

內容相異時，依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或其他相關規定辦理或檢討修正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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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國民中學技藝教育競賽身心障礙學生或重大傷病 

特殊考場服務申請表          

108年 6月 19日生涯發展教育暨技藝教育推動小組會議通過 

申請學生 

基本資料 

姓名  就讀國中  

報考職群 

(主題)名稱 
 

申請理由 

身障類別 

及狀況 

□聽障 □視障 □智障 □學障 □其他_____________ 

□上肢 □下肢(□坐輪椅 □助行器 □無法自行上下樓) 

重大傷病 (請敘明傷病情況) 

特殊考場服

務 

(請依照障

礙類別、

傷病情況

及實際需

求勾選) 

學科需協助項目(請勾選) 術科需協助項目(請勾選) 

1.□學科不需要協助  

2.□申請延長測試時間20分鐘  

3.□申請提供書面競賽注意事項 

4.□申請使用放大試題(監試委員代謄至

答案卷) 

5.□申請直接於試題作答(監試委員代謄

至答案卷) 

6.□申請報讀服務 

7.□安排1樓試場(或適宜之試場) 

8.□其他需求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 

1.□術科不需要協助  

2.□申請提供書面競賽注意事項  

3.□其他需求請說明：___________  

 

證明文件 

相關證明文件(請依據申請理由擇一檢附) 

□鑑輔會證明書影本 

□身心障礙證明（手冊）影本  

□衛生福利部認定之醫學中心、區域醫院或地區醫院醫療診斷證明正本 

核 定 

核准項次：  

  

核准項次： 

申請人簽章：                         家長簽章： 

國中學校承辦人：                     單位主管：                        校長： 

審查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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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考場服務申請說明： 

一、申請對象及時間： 

(一) 申請對象： 

1. 持有「有效期限內之鑑輔會鑑定證明書或身心障礙手冊」或「重大傷病證明」

並於報名時提出特殊考場服務需求之參賽學生，經審查同意後，給予特殊考場

服務。 

2. 雖為身心障礙或重大傷病學生，但於學、術科測試時皆無需提供特殊協助，則

不需提出申請及填寫本表。 

(二) 申請時間： 

1. 身心障礙學生及重大傷病學生應於報名時檢具申請表及證明文件送交總承辦學

校，報名時未提出申請或申請表未檢附證明文件(應檢附資料如說明二)者，視

同無需求，事後提出申請不予受理。 

2. 報名後始發生重大傷病事實者，特殊考場服務申請不受前開時間限制，但應於

事發後2個工作日將申請表及相關證明文件送交總承辦學校，未於期限內提出

申請或表件不齊備者，視同無需求。 

3. 突發重大傷病之申請，以競賽日期前2個工作日之前提出申請(並備妥相關資

料，表件不齊備者，視同無需求)為限。 

二、應檢附證明資料： 

(一) 身心障礙者：應檢附有效期限內之鑑輔會鑑定證明書或身心障礙手冊影本。 

(二) 重大傷病者：應檢附衛生福利部認定之醫學中心、區域醫院或地區醫院醫療診斷證

明正本。 

三、協助項目將由審查小組核定後通知各國中轉知學生。 

四、持有鑑輔會鑑定證明書或身心障礙手冊提供協助項目對照表   

 

 

 

 

 

 

 

 

 

 

 

 

障礙類別 
協助項目  

聽障 視障 智障 學障 上肢 下肢 其它 

學科測試延長測試時間 ˇ ˇ ˇ ˇ ˇ ˇ ˇ 

提供競賽注意事項 ˇ      
 

學科測試使用放大試題  ˇ     
 

學科測試直接於試題作答  ˇ   ˇ  
 

學科測試報讀服務    ˇ   
 

安排1樓或合宜試場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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