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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適性教育網路資源

新北市高中職網路博覽會
https://se.ntpc.edu.tw/expo

「我的未來與生涯的連結-選技職‧好好讀‧有前途」群科介紹
https://reurl.cc/XWD3kj

新北技職line社群-新北適性發展職涯領航報馬仔

免試
入學

雙軌計畫

特
色
招
生

升學
管道建教合作

在家也能選技職！

https://se.ntpc.edu.tw/expo
https://reurl.cc/XWD3kj


1.技職升學進路分析

2.國中就讀技職進路分析

3.技職教育特色(含課程)

4.技術型高中及五專類群介紹

5.新北市技術型高中群科介紹

6.結語  Firstory
https://open.firstory.me/story/ckp22vi4hia6t0831061tua62/platforms
 Sound ON
https://sndn.link/jfvs/z8EjtO

1
我的未來與生涯的連結-
選技職‧好好讀‧有前途
https://reurl.cc/XWD3kj

在Podcast也聽得到喔！

新北市特別錄製群科介紹影片

影片大綱

主講人：瑞芳高工陳思亮主任

https://open.firstory.me/story/ckp22vi4hia6t0831061tua62/platforms
https://sndn.link/jfvs/z8EjtO
https://reurl.cc/XWD3kj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4IvhIBrE6lskPBpFCDxhdEme3JCL0ZdO/view


2
新北市高中職網路博覽會
https://se.ntpc.edu.tw/expo

學校具亮點之
特色課程影片

點選優質影片
多元展能及專業技職

國際學校
國際合作交流

https://se.ntpc.edu.tw/expo


親愛的家長、同學及夥伴們您好：
邀請您加入

LINE社群

「新北適性發展職涯領航報馬仔」

這裡有新北市最流行、最夯的生涯、適性教育及技職資訊，

包含：創客教育、職業試探、技藝教育、生涯發展教育、動

手做學英文、技職雙語、國際技職、產學合作、高中職最創

新制度，甚至免費活動及營隊訊息，絕對能搶奪先機！保證

無廣告及其他不相關資訊。給您最純正、新北第一手的教育

訊息！

以上的資訊、新聞報導、相關活動等都

可以第一時間送到您的手中喔！！

3
新北技職line社群-新北
適性發展職涯領航報馬仔



新北市技術型高中學校名單

學校 網址

能仁家商 http://www.nrvs.ntpc.edu.tw

豫章工商 http://www.ycvs.ntpc.edu.tw

莊敬工家 http://www.jjvs.ntpc.edu.tw

中華商海 http://www.chmvs.ntpc.edu.tw

光華商職
http://www.khvs.ntpc.edu.tw/inde
x_1.html

南山高中 http://www.nssh.ntpc.edu.tw

崇義高中 http://www.tyhs.ntpc.edu.tw/

格致高中 http://www.gjsh.ntpc.edu.tw

東海高中 http://www.thhs.ntpc.edu.tw

醒吾高中 http://www.swsh.ntpc.edu.tw

竹林高中 http://www.clsh.ntpc.edu.tw

學校 網址

新北高工
http://www.ntvs.ntpc.edu.tw/b
in/home.php

三重商工 http://www.scvs.ntpc.edu.tw

淡水商工 http://www.tsvs.ntpc.edu.tw

鶯歌工商 http://www.ykvs.ntpc.edu.tw

瑞芳高工 http://www.jfvs.ntpc.edu.tw

樟樹國際實中 http://www.ctjhs.ntpc.edu.tw/

泰山高中 http://www.tssh.ntpc.edu.tw

樹人家商 http://www.stgvs.ntpc.edu.tw

復興商工 http://www.fhvs.ntpc.edu.tw

南強工商 http://www.ncvs.ntpc.edu.tw

穀保家商 http://www.kpvs.ntpc.edu.tw

智光商工 http://www.ckvs.ntpc.edu.tw

(含普通型高中附設專業群科)

http://www.nrvs.ntpc.edu.tw/
http://www.ycvs.ntpc.edu.tw/
http://www.jjvs.ntpc.edu.tw/
http://www.chmvs.ntpc.edu.tw/
http://www.khvs.ntpc.edu.tw/index_1.html
http://www.nssh.ntpc.edu.tw/
http://www.tyhs.ntpc.edu.tw/
http://www.gjsh.ntpc.edu.tw/
http://www.thhs.ntpc.edu.tw/
http://www.swsh.ntpc.edu.tw/
http://www.clsh.ntpc.edu.tw/
http://www.ntvs.ntpc.edu.tw/bin/home.php
http://www.scvs.ntpc.edu.tw/
http://www.tsvs.ntpc.edu.tw/
http://www.ykvs.ntpc.edu.tw/
http://www.jfvs.ntpc.edu.tw/
http://www.ctjhs.ntpc.edu.tw/
http://www.tssh.ntpc.edu.tw/
http://www.stgvs.ntpc.edu.tw/
http://www.fhvs.ntpc.edu.tw/
http://www.ncvs.ntpc.edu.tw/
http://www.kpvs.ntpc.edu.tw/
http://www.ckvs.ntpc.edu.tw/


新北市技術型高中位置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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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技職好好讀有前途
新北市110學年度國中技職教育－種子教師名冊

序號 服務學校 教師姓名 職稱 任教科別 聯絡電話 電子信箱

1 淡水商工 顏延胥 實習處主任 電機科 (02)26203930分機206 yenhsu@tsvs.ntpc.edu.tw

2 三重商工 葉玫玲 輔導主任 輔導 (02)29807069 yml188@yahoo.com.tw

3 泰山高中 陳致中 實習主任 電子科 (02)22963625分機500 chenlung@tssh.ntpc.edu.tw

4 泰山高中 呂昇翰 電子科主任 電子科 (02)22963625分機520 fa28999@tssh.ntpc.edu.tw

5 新北高工 張其清 輔導主任 生涯規劃 (02)22612483分機18 18@ntvs.ntpc.edu.tw

6 瑞芳高工 陳克堅 實習主任 電機科 (02)24972516分機501 vul3916@gmail.com

7 瑞芳高工 趙雅靜 空間測繪科主任 空間測繪科 (02)24972516分機581 judy640120@gmail.com

8 瑞芳高工 陳思亮 資訊科主任 資訊科 (02)24972516分機591 albert@jfvs.ntpc.edu.tw

9 瑞芳高工 洪銘昇 科主任 電子科 (02)24972516分機552 ming.sheng65@msa.hinet.net

10 樟樹國際實中 王靜誼 資訊科教師 資訊科 0916217363 j92342002@gmail.com

11 鶯歌工商 王慶裕 教師 資料處理科 (02)26775040分機852 wcy426@ykvs.ntpc.edu.tw

12 東海高中 楊白鯨 實習組組長
多媒體動畫科

、美術 (02)29822788分機25 R860426@thhs.ntpc.edu.tw

13 東海高中 陳濂承 汽車科科主任 汽車科 (02)29822788分機62 abel@thhs.ntpc.edu.tw



選技職好好讀有前途
新北市110學年度國中技職教育－種子教師名冊

序號 服務學校 教師姓名 職稱 任教科別 聯絡電話 電子信箱

14 南強工商 周佩玉 實習處主任 公民與社會 (02)29155144分機110 zpy362@ncvs.ntpc.edu.tw

15 南強工商 林芳宜 表演藝術科主任 表演藝術科 (02)29155144分機124 lfy032@ncvs.ntpc.edu.tw

16 南強工商 張雯貞 電影電視科主任 電影電視科 (02)29155144分機128 cwc087@ncvs.ntpc.edu.tw

17 莊敬工家 馬雲風 輔導室副主任 輔導 0953535752 yttmary@yahoo.com.tw

18 莊敬工家 吳昆展 教師 國文 0958750180 wu96912021@gmail.com

19 復興商工 邱鵬城 訓育組長 廣設科 (02)29262121分機217 artsir@fhvs.ntpc.edu.tw

20 復興商工 日婉琦 輔導教師 生涯規劃 (02)29262121分機231 wanchijih@gmail.com

21 智光商工 黃益政 機械科主任 機械科 0937857670 yi4292@ms39.hinet.net

22 穀保家商 蘇素華 實習處主任 資料處理科 (02)29712343分機601 p408@kpvs.ntpc.edu.tw

23 穀保家商 周琮智 建教組長 資料處理科 (02)29712343分機605 p609@kpvs.ntpc.edu.tw

24 豫章工商 謝淑珍 輔導主任 英文 (02)29519810分機611 janey@mail.ycvs.ntpc.edu.tw



其他適性教育網路資源

國中畢業生適性入學宣導網站
https://adapt.k12ea.gov.tw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網
https://12basic.edu.tw/

https://highschool.ttvs.ntct.edu.tw/search/index.php

全國高中高職五專資訊網

技訊網
https://techexpo.moe.edu.tw/search/

免試
入學

雙軌計畫

特
色
招
生

升學
管道建教合作

在家也能選技職！

https://adapt.k12ea.gov.tw/
https://12basic.edu.tw/
https://highschool.ttvs.ntct.edu.tw/search/index.php
https://techexpo.moe.edu.tw/search/


https://highschool.ttvs.ntct.edu.tw/search/index.php

全國高中高職五專資訊網1

https://highschool.ttvs.ntct.edu.tw/search/index.php


技訊網
https://techexpo.moe.edu.tw/search/

2

https://techexpo.moe.edu.tw/search/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網
https://12basi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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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12basic.edu.tw/


國中畢業生適性入學宣導網站
https://adapt.k12ea.gov.tw4

https://adapt.k12ea.gov.tw/


北區五專名單

學校 網址

國立台北商業大學 https://www.ntub.edu.tw/

大華科技大學 http://www.tust.edu.tw/

慈濟科技大學 https://www.tcust.edu.tw/

蘭陽技術學院 http://www.fit.edu.tw/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http://www.cku.edu.tw/

聖母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http://www.smc.edu.tw/default.asp

南亞技術學校 http://www.nanya.edu.tw/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https://www.ntut.edu.tw/

學校 網址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https://www.tpcu.edu.tw/

醒吾科技大學 https://campus.hwu.edu.tw/

致理科技大學 https://www.chihlee.edu.tw/

宏國德霖科技大學 https://www.hdut.edu.tw/

華夏科技大學 http://www.hwh.edu.tw/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https://www.tumt.edu.tw/

龍華科技大學 https://www.lhu.edu.tw/

聖約翰科技大學 https://www.sju.edu.tw/

黎明技術學院 https://www.lit.edu.tw/

康寧大學 http://www.ukn.edu.tw/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https://www.ctcn.edu.tw/

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https://www.mkc.edu.tw/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http://www.web.hsc.edu.tw/

https://www.ntub.edu.tw/
http://www.tust.edu.tw/
https://www.tcust.edu.tw/
http://www.fit.edu.tw/
http://www.cku.edu.tw/
http://www.smc.edu.tw/default.asp
http://www.nanya.edu.tw/
https://www.ntut.edu.tw/
https://www.tpcu.edu.tw/
https://campus.hwu.edu.tw/
https://www.chihlee.edu.tw/
https://www.hdut.edu.tw/
http://www.hwh.edu.tw/
https://www.tumt.edu.tw/
https://www.lhu.edu.tw/
https://www.sju.edu.tw/
https://www.lit.edu.tw/
http://www.ukn.edu.tw/
https://www.ctcn.edu.tw/
https://www.mkc.edu.tw/
http://www.web.hsc.edu.tw/


歡迎加入新北市教育
局粉絲專業，獲得最
即時的重要資訊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