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南市慈濟高中國中部110學年度生涯發展教育實施計畫―子計畫七 

「『國中學生生涯發展紀錄手冊』建置與管理」實施計畫 

 
壹、 依據： 

一、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生涯規劃教育)。 

二、 101年7月27日南市教中字第1010626817號函轉知教育部適性輔導管考事項。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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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藝教育相關經費作業原

則」。 

四、 本校生涯發展教育實施計畫。 

貳、辦理目的： 

  一、落實生涯輔導教育課程，並系統性的建置與管理生涯發展紀錄手冊，以幫助學生自我認識、    

     了解自己與環境的互動關係，以及掌握足夠的生涯資訊。 

一、 藉由建置與分析生涯發展紀錄手冊內容，協助學生建立生涯規劃概念，訂定適切的生涯目     

      標，以做好生涯規劃準備。 

  三、藉由整合家長、教師之生涯進路建議的歷程，提升學生運用各項資源以規劃生涯發展的能    

      力。 

參、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二、主辦單位：臺南市私立慈濟高中輔導室。 

    三、協辦單位：臺南市私立慈濟高中教務處、學務處、總務處、各班導師、輔導教師(綜合活動         

                教師)、各領域教師。 

肆、辦理時間：110年8月1日-111年7月31日。 

伍、實施對象：本校國中部全體學生，共19班，534人。 

陸、實施要領 

一、辦理本校導師及輔導教師研習活動，強化教師指導學生建置《生涯發展紀錄手冊》的專業能 

    力，並請導師及輔導教師共同指導學生完成生涯發展紀錄手冊。 

  二、整合各處室所辦理之各項學生資料，充分提供生涯展紀錄手冊所需學生學業紀錄、生活記  

  錄及生涯紀錄等資訊。 

三、輔導室協同輔導活動教師，結合生涯發展理論及學校生涯發展教育課程及活動，研擬學生生

涯發展紀錄手冊所需生涯資訊，作為學生填寫生涯發展紀錄手冊之參考。 

四、結合班親會或親職講座說明生涯發展紀錄手冊建置對學生生涯規劃的重要性，並請家長共同  

督導學生完成。 

 五、本手冊於學生轉出本校時，應將《生涯發展紀錄手冊》連同相關輔導紀錄寄送轉入學校。

學生轉入本校時，亦應確實查核生涯發展紀錄手冊之紀錄情形。 

柒、實施方式： 

一、《生涯發展紀錄手冊》之建置原則 

(一)《生涯發展紀錄手冊》由7年級開始建置，8、9年級持續新增、保管、維護，搭配生涯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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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教育課程及《學生個人生涯檔案》，於9年級時落實運用以協助學生進行生涯進路選擇。 

(二)每學期手冊內容之紀錄由相關教師及家長利用空白課程與綜合活動時間指導學生填寫，相 

   關填寫時間、填寫內容及協助者如實施內容。 

(三)《生涯發展紀錄手冊》由輔導室統一保管(個人資料須保密)，相關教師或學生視情況(需要) 

    向保管單位洽詢取用。 

(四)學期結束前2週各班導師應將《生涯發展紀錄手冊》送至輔導室(因6月上旬會讓學生帶回 

   家讓家長參閱簽章)，輔導室將於期末確實查閱並追蹤管理。 

(五)家長、導師及輔導活動任課教師需運用學生涯發展紀錄手冊指導學生生涯進路分析與抉 

    擇。 

(六)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適性輔導工作檢討會議(結合國中部導師會議時間，邀請輔導教師及相 

    關人員參與)，以提升生涯輔導之實施成效。 

(七)《生涯發展紀錄手冊》於學生畢業時由學生自行帶回保管。 

二、填寫內容說明 

(一)學生填寫部份 

填寫時間 頁碼 填寫項目 指導者 建置時間 

7年級

上 
9月 

封面 個人資料(含導師、任課教師等) 輔導活

動老師 

輔導活動

課程 1-2 自我認識 

7年級

下 
3月 

封面 個人資料(含導師、任課教師等) 輔導活

動老師 

輔導活動

課程 3 職業與我(7年級欄位) 

7-9 我的學習表現(填寫7年級上學期成績) 

導師以

及輔導

活動老

師 

綜合活動

以及輔導

活動課程 

10 我的經歷(填寫7年級經歷) 

11 各項競賽成果(填寫7年級上學期競賽成績) 

12 行為表現獎懲紀錄(填寫7年級上學期獎懲) 

13 服務學習紀錄(填寫7年級上學期服務紀錄) 

14-15 
生涯試探活動紀錄(依行事曆規畫之日程彈性調

整) 

22 生涯諮詢紀錄 

8年級

上 
9月 

封面 個人資料(含導師、任課教師等) 輔導活

動老師 

輔導活動

課程 1-2 自我認識 

7-9 我的學習表現(填寫7年級下學期成績) 

導師以

及輔導

活動老

師 

綜合活動

以及輔導

活動課程 

10 我的經歷(填寫7年級下學期經歷) 

11 各項競賽成果(填寫7年級下學期競賽成績) 

12 行為表現獎懲紀錄(填寫7年級下學期獎懲) 

13 
服務學習紀錄(填寫7年級下學期服務紀錄

含統計7年級總服務時數) 

14-15 生涯試探活動紀錄(依行事曆規畫之日程彈性調



填寫時間 頁碼 填寫項目 指導者 建置時間 

整) 

22 生涯諮詢紀錄 

10月 4 性向測驗(含結果自我評估) 

導師、

輔導活

動老師 

綜合活動

時間 

8年級

下 

3月 

封面 個人資料(含導師、任課教師等) 輔導活

動老師 

輔導活動

課程 3 職業與我(8年級欄位) 

7-9 我的學習表現(填寫8年級上學期成績) 

導師以

及輔導

活動老

師 

綜合活動

間以及輔

導活動課

程 

10 我的經歷(填寫8年級上學期經歷) 

11 各項競賽成果(填寫8年級上學期競賽成績) 

12 行為表現獎懲紀錄(填寫8年級上學期獎懲) 

13 服務學習紀錄(填寫8年級上學期服務紀錄) 

14-15 
生涯試探活動紀錄(依行事曆規畫之日程彈性調

整) 

22 生涯諮詢紀錄 

2~3月 5 興趣測驗(含結果自我評估) 

導師、

輔導活

動老師 

綜合活動

時間 

9年級

上 
9月 

封面 個人資料(含導師、任課教師等) 輔導活

動老師 

輔導活動

課程 1-2 自我認識 

7-9 我的學習表現(填寫8年級下學期成績) 

導師以

及輔導

活動老

師 

綜合活動

以及輔導

活動課程 

10 我的經歷(填寫8年級下學期經歷) 

11 各項競賽成果(填寫8年級下學期競賽成績) 

12 行為表現獎懲紀錄(填寫8年級下學期獎懲) 

13 
服務學習紀錄(填寫8年級下學期服務紀錄

含統計8年級總服務時數) 

14-15 
生涯試探活動紀錄(依行事曆規畫之日程彈性調

整) 

22 生涯諮詢紀錄 

9年級

下 
3月 

封面 個人資料(含導師、任課教師等) 輔導活

動老師 

輔導活動

課程 3 職業與我(9年級欄位) 

7-9 我的學習表現(填寫9年級上學期成績) 
導師以

及輔導

活動老

師 

綜合活動

以及輔導

活動課程 

7-9 學習成就評量(教育會考結果報表) 

10 我的經歷(填寫9年級上學期經歷) 

11 各項競賽成果(填寫9年級上學期競賽成績) 

12 行為表現獎懲紀錄(填寫9年級上學期獎懲含統計) 



填寫時間 頁碼 填寫項目 指導者 建置時間 

13 服務學習紀錄(填寫9年級上學期服務紀錄) 

依行事

曆規畫

之日程 

14-15 生涯試探活動紀錄 

4月底

前 

16-18 生涯統整面面觀 輔導活

動老師 

輔導活動

課程 19-20 生涯發展規劃書 

22 生涯諮詢紀錄 

導師以

及輔導

活動老

師 

綜合活動

以及輔導

活動課程 

(二)家長填寫部份 

填寫時間 頁碼 填寫項目 協助者 

7年級(6月上旬) 23 家長的話 導師(含親師溝通、導師蓋章) 

8年級(6月上旬) 23 家長的話 導師(含親師溝通、導師蓋章) 

9年級(3月中旬) 
19-20 生涯發展規劃書 導師、輔導活動教師 

23 家長的話 導師(含親師溝通、導師蓋章) 

(三)教師填寫部份 

填寫時間 頁碼 填寫項目 填寫者 

9年級(3月中旬) 19-20 生涯發展規劃書 導師、輔導活動教師 

每學年至少一次 21 生涯輔導紀錄 導師 

每學年至少一次 21 生涯輔導紀錄 輔導活動教師 

捌、預期成效: 

    一、量化部分：1.參與人次534人，學生畢業前每人能完成一本自己專屬的生涯發展紀錄手冊。 

              2.輔導室每學期至少檢核學生生涯發展紀錄手冊一次。   

    二、質性部分：1.學生能透過生涯發展紀錄手冊建置，增加對自己的性向、興趣、特質與專長 

                的認識。 

              2.學生能經由生涯檔案與生涯發展記錄手冊之建置歷程，規劃、分析、決定自 

                己的生涯進路。 

玖、本計畫經生涯發展教育工作執行委員會議討論，陳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