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嘉義高級家事職業學校
109 學年度第二學期實習教學會議記錄
時間：110 年 2 月 22 日（星期一）上午 11：00
地點：本校懿德樓 5F 第一會議室
主席：楊世圳校長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會議記錄：蕳裕峰

壹、主席致詞
（略）
貳、工作報告

一、實習主任報告
1、109 學年度實習工作會議以傳達專業群科課程綱要，目標「厚植就業動能、強化
實務增能與創造技職教育的價值」為主題。並就符應十二年國教發展主軸，落
實專業群科課程綱要理念與目標進行分組研討，第一組議題為「用技能與社會
對話，讓社會看見技職」；第二組議題為「技藝能競賽選手培訓與見習」；第三
組議題為「主動洽公會，打造升學就業一貫進路」
；第四組議題為「連結在地產
業，創造青年就業機會。108 課綱專業群科透過部定課程「技能領域」培養學生
跨科別共通基礎技術能力，校訂科目則重視學生個別差異學習需求滿足，以達
到專精能力與跨域能力之實踐。期以活化課程與教學，提升學生實作能力，暢
通技職教育進路。教育部國教署表示，希望透過本次實習工作會議，協助校內
老師一起推動新課綱並強化陪伴角色，持續提供相關資源給予學校教師在技職
教育的最大支持。技職教育正不斷的改變中，期盼在所有教育人員的努力下，
技職教育的未來能如同蝴蝶紛飛，培育高中職的莘莘學子飛向夢想的舞台。
2、107 年起推動技職教育-實務增能計畫，規劃 4 年投入新台幣 70 億元經費，聚焦
以學院為核心的跨領域學習和提昇實作比例；優化技職發展，12 年國教願景永
續。
a.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級中等學校職業類科專任教師赴公民營機構
研習服務作業要點。
b.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級中等學校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作業要點。
c.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職業學校學校外職場參觀及校外實習與校內併
校外實習經費經費作業要點。
d.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級中等學校就業導向課程專班作業要點。
e.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級中等學校發展務實致用特色課程。
f.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級中等學校學校設備更新計畫。
3、教育部為推動技職教育-實務增能計畫，設立「高職與業界合作機構資料庫」產
學資訊平台，網址： http://database.mt.ntnu.edu.tw/，達成以下功能：
a.整合多項高職階段之產學辦理事項及資訊，提供高職端與企業端可於線上查詢
合適之合作對象。
b.協助促成雙方共同辦理高職階段的產學合作方案，進而縮短學用落差並提升高
中職生的實務技能及就業能力。
4、高職推動技職教育-實務增能計畫，請各科研議未來發展特色，內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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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創意自造」，讓創客教育獲得重視。
b.「技職國際化」，讓技職師生有機會到國外見習，而學生獲得國內證照也能獲
得國際認可。
c.「高職課程翻新」，鼓勵技專校院設立「產業學院」
，希望學校對準產業需求，
與合作廠商共同設計課程，高職三年級學生可先到業界實習，之後繼續在科技
大學進修，到企業實習，畢業後可直接留用，對學生來說可以一邊工作一邊學
習，對企業來說，也能找到所需的人力，也希望這樣的方案未來能擴大，讓培
育人才更符合產業需求。
5、課程活化為各科重點工作：
a.配合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課程，建立從高職至技專校院課程銜接，並對焦職場
需求，培育學生畢業即可就業。
b.因國內產業快速轉型發展，致學校教學實習設備產生嚴重落差，影響實務教學
及學生實作能力之學習。逐年完成設備汰換/更新，並辦理成效訪視。
c.提升教師及學生實務經驗，以培育學生實作技術。辦理業師協同教學共構課程
並予 e 化，並建立業師人力資料庫；同時鼓勵教師赴公民營機構進行短中長期
研習服務。
d.為技職教育要成功培育學生具備就業能力，及充分提供產業界所需各級優質技
術人力，需政府部門提供詳實的人力供需調查與推估；產業界提供具有前景的
工作環境及薪資待遇；學校依產業趨勢發展培育具專業及職場倫理之人力。
e.透過產、官、學、研通力合作，及教、考、訓、用合一，以提升技職教育競爭
力及社會地位，再現臺灣技職教育榮景。
6、教育部為引導職校重視技能教學，自 96 學年度起暢通技優入學管道，教育部於
98 年 10 月 29 日修訂「高級中等學校技藝優良學生甄審及保送入學實施要點」
提高甄審名額及技優甄審優待鼓勵選手，由技專校院各系組得以外加 5%之核定
招生名額，提供報名技優入學管道學生申請。參加國際技能競賽優生、全國技
能競賽及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技藝競賽前 3 名，均能獲得保送相對應之科系，
並免再參加甄試入學測驗及統一入學測驗。
7、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技藝競賽是職業學校年度盛事，於每年 11 月至 12 月教育
部每年挹注大筆經費辦理五類學生技藝競賽，教育部的重視、技職司的推動及
各項榮耀與利多，全國各校皆踴躍報名。
a.107 學年度遴選方式改變，參賽學校得薦派 2 名正選手參賽。
b.108 學年度起獲得個人第 1、2 名暨金手獎選手由國教署全額補助赴海外專業研
修。
c.109 學年度起餐飲服務職種薦派 1 名正選手參賽。
在此前提下競爭更加激烈，需要改變選手培訓策略，建議各職種指導教師提早
選出選手，將準備時間拉長，因為短時間的訓練，選手無論是學科或術科都難
以融會貫通，火候不足，臨場容易失誤，況且學校的課業(國、英、數)需要兼
顧的情況下更不容易，提供各科指導教師參考。
8、實習處編制技士及技佐各 1 名，輔佐科主任各類業務順行。白佩宜技士負責協
助流行服飾科、幼兒保育科、時尚造型科(含美顏技術科)業務，簡裕峰技佐負責
協助餐飲管理科及食品科業務。
9、職業學校的專業教室是學校的招生宣導重點，管理專業教室的老師很辛苦，環
境的整潔及設備的維護靠老師多費心多幫忙，再此感謝科主任、專業教師及技
士、技佐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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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安全衛生，校園安全為管理學生的第一要件，相對實習安全是學生實習的第一
要件。
a.有學生活動的地方，就有指導老師在場，以維護人身安全。
b.上課前不厭其煩告知注意事項，請學生務必遵守，即先教會紀律再教技能。
c.「專業教室之任課教師」及「已熟悉實習場所之安全衛生注意事項的學生」，
方可課後或假日借用該場地，以維護人身安全，請各位老師配合及諒解。
d.為使專業教室之管理能確實掌握使用狀況，各班請依據指定之實習場所上課；
並禁止同學將用具帶出或搬至另一場地；也請老師勿自行複製鑰匙。
e.專業教室中凡有天然瓦斯者皆裝置完成「瓦斯自動偵測及阻斷系統」、凡有電
氣者皆裝置完成「漏電斷路器」，科務會議時請科主任轉知各教室及機具使用
方法。
f.基於衛生及安全考量學生進入廚藝專業教室不論為前製備或上課，均需著廚師
工作服、廚師帽、圍裙及包鞋入內。
g.專業教室若發現有未盡妥當事宜，請隨時提出以便改善處理，提供師生安全教
學環境。
h.學生假日到校加強技能輔導，須穿著校服到校，以維護校園安全。
11、辦理職場參觀計畫或校外教學參觀，各科依課程須要提參觀計劃、並有通知家
長之回條、辦理平安保險，因租車時須檢視承租車輛之「定期檢驗是否逾期」、
及有否依規定「投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等，若老師自行洽車時須留意上項規
定，可由總務處代為辦理。活動結束後由帶隊教師填寫校外教學實習參觀報告
表一式 2 份並經校內行政程序簽核，1 份科上自存 1 份擲交實習組存查供後續成
果報告佐證資料、統合視導或評鑑用。
12、實習股長為班級與實習處橋樑，負責與否將影響專業教室的安全，請各位老師
多予指導，能隨時反應各專業教室狀況。
13、109 學年度第二學期實習處各科執行計畫如下：
辦理計畫項目
餐管科
服飾科
幼保科
時尚科
食品科
美顏科




遴聘業師協同教學






職場參觀






提升學生實習實作能力




專業群科教師赴公民營機
構研習
新住民子女職業技能精進

計畫
業界職場實習計畫


(優質化)
加強學生多元展能計畫(優






質化)
導引適性就近入學計畫(優




質化)
職涯探索體驗營(均質化)





特色課程 (均質化)

感謝科主任爭取競爭型補助經費的辛苦與用心、專業教師齊心協力及相關處室同仁的行
政支援，第一學期各計畫均依計畫書順利執行完成。
本學期各項活動請同仁繼續支持與鼓勵，並請隨時提出寶貴建議，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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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習組報告
1、實習場所之安全衛生於第 2 週開始評分，實習股長暨實習處工讀生工作說明會
於 2/24(三)舉行，預計於本學期第 16 週舉辦各班實習股長暨實習處工讀生檢討
會，期許各項工作能做的更好。實習場所之安全、衛生、節能部分，請任課教
師督導學生確實完成工作，亦感謝白技士及簡技佐的協助。
2、實習場所的安全衛生是最根本的工作，請各專業課程任課教師務必於實習課程
前先說明相關注意事項，讓學生瞭解如何操作專業設備及明瞭實習教室管理規
則（請至實習組網頁/法令規章/專業教室安全衛生須知(各科)下載或請找白佩宜
技士借閱紙本資料）
；第一次使用該專業教室請學生填寫「實習安全須知心得報
告表」
（請向實習處白技士領取）
，由任課教師批閱後請實習股長擲交實習組。
3、為加強宣導實習安全衛生觀念，以提醒學生隨時注意安全衛生，減少意外事件
發生，擬於本學期第 8 週週三早自修或班會時間舉辦「實習安全衛生教育討論
及測驗」，屆時請各班導師及實習股長協助辦理。
4、為更落實專業教室安全衛生各科實習場所安全衛生檢核表於四月、六月填報查
核。本表為 e 化作業，屆時請負責專業教室管理的老師協助填寫，尤其是自評
欄一定要作簡單的說明，填報路徑為 Z：05 實習處\2 實習組\實習安全衛生檢核
表，請確實於填報截止日完成，以利實習組彙整並送交相關處室核章。
5、上學期專業教室器具檢查維修簿及意外事件處理記錄簿已請各科工讀生回收製
作新表單，將於 2 月置放回各專業教室。請負責專業教室管理老師們依據填寫
說明按每月（3、4、5、6 月）10 日前填寫專業教室器具檢查維護（修）紀錄表，
感謝各位老師的協助。
6、各專業教室的急救箱，每學期皆會回收整理補充新藥，老舊急救箱將陸續安排
汰換，請老師協助告知學生愛惜使用。若學期中發現藥品用畢或有不足情況，
請實習股長至實習處向白佩宜技士領取補充。
7、為確實瞭解學生在實習教室如遇意外事件發生時學校有妥善處理，請各任課教
師指導學生填寫紀錄處理過程，並隨當日實習日誌送出核章。
8、各科請將實習會議紀錄表於 3/5（五）前擲交至實習組彙整，電子檔請回傳實習
組 z 槽。

三、就業組報告
1、109 年 12 月底已完成 108 學年度應屆高三畢業生就業與升學調查統計資料，調
查中發現，希望升學的同學還是佔大部分，只是經過畢業後之追蹤發現，許多
同學礙於現實環境皆無法如願，或是半工半讀才能註冊就讀，非常辛苦。
2、108 學年度畢業生升學、就業概況統計表中，升學人數 261 人，就業人數 34 人，
未升學未就業 17 人(請參閱附件)。
3、在校生技能檢定情形：110 年度在校生專案丙級技檢報名手續已於 1/11 完成，本
校報名人數總計：394 人。共有八個職類，分別為：中餐烹調 66 人、烘焙 62
人、食品檢驗分析 60 人、女裝 50 人、美容 87 人、美髮 69 人。在校生檢定學
科考試日期為 4 月 11 日（星期日）
。術科考試日期可至 7 月 31 日前完成，在此
預祝各科有好成績。
4、預定高三統測結束，辦理就業宣導。畢業後想要就業的人數雖然比以前少很多，
但是就業輔導工作還是要做。就業組將發文給過去的廠商，安排他們在統測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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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之後，至本校進行進班宣導。
5、預定四月中旬，將高三應屆畢業生分組，並完成填寫 109 學年度畢業生班級聯
絡網。
6、隨時將廠商之求才訊息及工讀機會，公告在實習處的就業資訊公佈欄上，所有
的商家就業組均經過篩選，有需要的學生可以至實習處門口查看，也麻煩導師
多加宣導。

參、討論事項
案由一：專業課程指定使用的專業教室是否恰當？是否須調整？請討論。
決

議：各科決議如後所附資料。

案由二：確認 109 學年度第二學期專業教室之負責管理教師暨清掃班級，請討論。
決

議：各科決議如後所附資料。

案由三：本學期除職場體驗計畫是否辦理校外教學參觀？校外教學參觀地點、日程
及參觀班級、帶隊教師？請討論。
決

議：各科決議如後所附資料。

案由四：確認 110、111 學年度學生技藝競賽訓練負責教師名單及參賽組別，請討
論。
決

議：各科決議如後所附資料。

案由五：各科科務（祈福會）活動內容（各科利用學務處所安排的時間進行），請
討論。
決

議：各科決議如後所附資料。

肆、臨時動議
伍、散會
附件：

1.實習處 109 學年度第二學期行事曆
2.110~111 學年度技藝競賽訓練負責教師輪流表
3. 109 學年度第二學期實習股長名單
4. 109 學年度各專業教室管理教師暨清掃班級一覽表
5. 108 學年度畢業生升學就業概況追蹤調查表
6. 109 年度丙級專案技檢術科測驗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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