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行政會報–實習處報告
107.02.27
壹、實習輔導處各組事項報告
【實習主任】
【實習組】
一、 107 年度第 48 屆全國技能競賽南區初賽：
1. 感謝各科對參賽選手之付出，第 48 屆全國技能競賽南區初賽報名，業
已全數完成，本校共計參加 11 職種 40 人。
2. 競賽日期為 4/26(四)～28(六)分別於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雲嘉南分署
及國立台南高工舉行。
二、 國中學校探索技職教育活動:
下學期申請參訪學校會較為踴躍，協請各科持續協助規劃科參觀及實
作課程事宜，目前有申請的國中如下
5/21(一)上午 明義國中 1 班
5/21(一)下午 鳯山國中 2 班
5/23(三)下午 中山國中 3 班
5/28(一)上午 中崙國中 2 班
三、 107 年度專題暨創意製作競賽：
1. 感謝各科協助幫忙，本年度校內專題製作競賽，業已於上學期辦理完
畢，各群科優勝組別名單已公告實習處部落格及校網首頁最新消息。
2. 107 年度全國專題製作競賽，各群科中心複賽計畫來文皆已公告於實習
處部落格及校網首頁最新消息，相關報名複賽限制及規定如(附件 1)，
請提醒專題製作指導教師及參賽學生網路報名及繳交時間。
四、 本學期實習課程教學進度表請各科於 2/27（二）前擲交實習組顏才華先生
處彙整存查及公告
五、 本學期實習作業抽查，預計於第 15、16 週辦理。
六、 本學期實習工場使用紀錄簿抽查，預計於第 19 週辦理。
【就業組】
一、請各科協助推薦本校 107 年度傑出校友，相關要點及表格已寄送各科主任
電子信箱且張貼在實習處網頁，敬請於 3/9(五)前將報名表格紙本及電子檔
送至就業組彙整，經審議委員會通過後，將於校慶當日 4/1(日)公開表揚。
二、本校將於 3/18(日)辦理 107 年度全國技檢第 1 梯次學科測試。
※107 年度 1 月 1 日起「職業安全衛生」、「工作倫理與職業道德」、
「環境保護」及「節能減碳」共同科目於各職類學科測試抽題比例為各 5%，
歡迎至技檢中心網頁/ 熱門主題/測試參考資料頁面，代號 90006~90009 下
載參考使用。
三、107 年度高雄市分區在校生工業類專案技能檢定總報名人數為 5803 人，實
習處已完成建檔工作，將於 3/15(四)召開委術會議；3/23(五)召開高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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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區學術科測試工作協調會，請各科主任撥冗出席會議。
四、有關教育部 107 年度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案報名採線上申請方式，
開放申請日期為 2/21(三)~3/15(四)截止，請各科協助將資訊再轉達給學
生。
【建教組】
一、產學攜手造船專班
1. 第二屆造船專班（現為三年級）共 34 位同學，107 年 2～4 月辦理專班
教學，感謝教務處、學務及總務處協助安排課程及班級教室，目前學生
表現良好，後續 5～7 月將前往台船公司進行 3 個月職場實習，8/1(三)
正式進入高科大造船及海洋工程系就讀，並持續實習至大四畢業。
2. 第三屆造船專班（現為二年級）部份，擬於 3/5(一)起利用機械、製圖、
汽車、電機、控制及冷凍科等 6 科之二年級班級（共計 10 班次）實習
課期間，辦理台船職場參訪活動，讓學生提前認識台船公司，活動進行
中協請任課教師隨班帶隊，確切參訪時程俟建教組與台船公司協調規劃
後，依行政流程簽核，由實習處統一派車，活動時間約 3 小時。
二、中鋼建教班：
電三仁班於 1/2(二)入廠實習，並於當天辦理職場實習始業式暨單位抽
籤活動，後續每兩星期由導師前往中鋼公司進行職場訪視。
三、公民營研習：
1. 107 年暑假公民營申辦訊息已於 1/24(三)寄送各科主任電子信箱，再次
提醒，若各科有意願申辦 107 年暑期公民營研習或科內教師欲申辦深耕
研習，請務必通知建教組，並於 3/2（五）中午前上公民營網站線上申
請，以利後續作業。
2. 為配合教育局推動教師赴產業研習或研究及技職教育法第 26 條之規定
（教師每 6 年須取得 6 個月產業研習或研究時數），局裡特別建置【時
數認證錄網站（請以 OPEN ID 登入）】，網址
http://pro-study.kh.edu.tw/identification/teacher/
詳細內容及操作手冊已於 1/2(二)傳送至各專業教師個人電子信箱。
【高職優質化】
一、 本學期優質化資本門經費執行請教務處教學組、設備組、學務處、資訊科、
汽車科及冷凍科盡早提出設備請購作業。
二、 上學期優質化計畫已執行完畢，若各計畫尚有成果報告未上傳者，請盡速
補齊，以利本組資料彙整，感謝大家的協助。
三、 協作平台之線上填報作業，2 月份的表格已完成上傳，各計畫可以開始進行
填報，另外 1 月份若尚未填報者，也請補正填報內容。
四、 各處室、科如有意願參與 107 學年度優質化計畫者，可開始構想、並進行
計畫撰寫。若對計畫撰寫有疑義，請與優質化專案教師楊子毅聯絡，分機號
碼為 606。本學期各計畫資本門與經常門經費執行時，請撙節 10%進行請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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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化實作環境】
106 年設備更新計畫請依指定時間上線進行成果填報，填報時間為 3/19(一)
～3/23(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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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附件 11

全國高職學生 107 年度專題暨創意製作競賽複賽限制與規定
一、參賽限制
(1) 專題組
每件參賽作品限 2 至 5 位高二以上在學學生報名，依貢獻度多寡排序。藝術群繪畫組(限
美術科)因作品特殊性限制無法分組進行，得 1 人參賽。如有跨群學生共同參賽，該參賽
作品須有超過三分之一學生隸屬於某一群，始能報名該群。
(2) 創意組
每件參賽作品以 3 位在學學生報名為上限，依貢獻度多寡排序，報名群別不受就讀科別限
制。
二、各校參賽作品數
群別

專題組

創意組

機械

3 件(至少 2 件)

3 件(至少 2 件)

網報(2/26~3/6)
繳交(3/1~3/5)
評審(3/16~3/30)
動力機械
繳交(即日~3/2)

(全校機械群班級數 1~9 班以 3 件 (全校機械群班級數 1~9 班以 3 件
為限)
為限)
*請自行線上報名登錄
*請自行線上報名登錄
至多 3 件
至多 3 件

評審(3/23)
電機與電子
網報(2/23~3/1 中午)
繳交(2/23~3/1 中午)

8 件(電機與電子群高三總班級數) 8 件(電機與電子群高三總班級數)
*實習處提供參加代碼給各組自行 *實習處提供參加代碼給各組自行
報名
報名

評審(4/3)
土木與建築
網報(2/21~3/1)
繳交(3/1~3/8)

至多 4 件(每校至少一件)
*複賽送件總表(實習處製作)
*請自行線上報名登錄

至多 4 件(每校至少一件)
*複賽送件總表(實習處製作)
*請自行線上報名登錄

至少兩件

至少兩件

2件

2件

評審(3/19~3/23)
化工
繳交(3/1~3/9)
評審(3/21)
設計

網報(3/1~3/14)
(設計群高二、高三總班級數 1~9 (設計群高二、高三總班級數 1~9
繳交(3/1~3/14)
班以 2 件為限)
班以 2 件為限)
評審(3/23)
*請自行上網報名
*請自行上網報名
*提醒 1：請於下列規定時間前繳交資料至實習處，方便用印及寄件。
1.
動力機械群、電機電子群 2/23(五)
2.
機械群、土木建築群、化工群 3/1 (三)
3.
設計群 3/1(三)
*設計群 3/1(三)前先繳交報名表，書面資料於 3/9(五)前繳交
*提醒 2：複賽規定及相關事項，請詳閱各群科複賽實施計畫。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