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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110年度「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案」種子教師培訓營實施計畫 

 

壹、宗旨：為落實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案（以下稱本方案），培訓高級中等學校校園

種子教師協助學生輔導與本方案宣導。 

貳、培訓目標 

一、種子教師擔任本方案校園之聯絡窗口，提供學生相關諮詢及宣傳。 

二、協助學校成立執行小組，建立合宜公平之篩選原則，推薦合適參與本方案之學生。 

三、協助學生撰寫申請書，並完成學校初審與送件。 

參、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 

（一）教育部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專案辦公室 

（二）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承辦單位 

（一）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二）臺北市立大安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肆、參與人員 

一、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得薦派 1 名專責窗口參加（教務處、學務處、實習處、輔導處∕室），

參加人員建議如下： 

（一）110 年度新擔任種子教師之人員，一律報名參加。 

（二）106 - 109 年度曾擔任種子教師之人員，自由報名參加。 

二、教育部相關業務主管及承辦人員。 

三、勞動部相關業務主管及承辦人員。 

伍、辦理日期：109 年 10 月 8 日（星期四）上午 9 時。 

陸、辦理地點：臺北市立大安高級工業職業學校（臺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二段 52 號）活動

中心 3 樓大禮堂。 

柒、課程內容：以專題演講與座談方式進行，課程表如附件 1。 

捌、報名須知 

一、請至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登錄報名（www2.inservice.edu.tw）。 

（一）報名截止日期：109 年 9 月 30 日（星期三）。 

（二）課程代碼：2913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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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無法完成線上報名者，請填妥報名表 E-mail 至承辦學校聯絡人信箱，並與該校聯

繫確認，報名表如附件 2。 

三、報名後，請務必全程參與本次培訓課程，如有特殊理由無法出席，請另覓代理人出

席，並於活動前 3 天通知承辦單位，以利安排相關行政事宜。 

玖、聯絡人 

一、承辦學校：臺北市立大安高工，張志銘主任教官、楊運祥教官 

電話：(02)2709-1630#1301、1308，傳真：(02)2325-9365 

E-mail：jyang1230@taivs.tp.edu.tw 

二、教育部：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專案辦公室，周昕蓓小姐 

電話：(02)7736-6194 

三、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高中及高職教育組，鄭苡樂小姐 

電話：(04)3706-1161 

拾、參加人員權利與義務 

一、請全程參與培訓課程，並依規定簽到退，不得缺課與遲到早退，全程參與者核發 3 小

時研習時數。 

二、上課期間請勿用手機、平板電腦從事與課程內容無關之作業，並且不得使用相關網

路通訊軟體（如 LINE、FB 等），並請遵守承辦學校規定。 

三、完成培訓者，列入本部「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案」種子教師名單，擔任學校

「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案執行小組」委員及宣導講師，負責學校辦理本方案

高三導師說明會和學生、家長宣導，以及協助有意願參加學生上網申請，參與學校

執行小組，共同推動本方案之執行。 

拾壹、獎勵：辦理本活動有功人員依規定敘獎。 

拾貳、活動經費 

一、 本活動所需經費由教育部委辦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二、 參加人員請核予公（差）假登記，往返差旅費由原服務單位依規定核支。 

拾參、防疫措施 

一、 進入校區須自行準備並佩戴口罩、出示身分證件、手部消毒及量測體溫；如經勸

導或處置仍不佩戴口罩，禁止進入校區。 

二、 參加人員經複檢如仍有發燒（額溫≧37.5°C；耳溫≧38°C）或發現有呼吸道症狀，

禁止進入校區。 

三、 參加人員請依座位表入座，入座後請勿自行更動座位。 

四、 活動當日休息時間請持續佩戴口罩，做好自我保護，並注意用餐時應符合社交距

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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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活動會場於活動前後將進行清潔消毒，活動當日亦將進行環境消毒，並提供手部

清潔等防疫物資，以供參加人員及工作人員使用。 

六、 如有未盡事宜，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及地方政府最新發布行政措施辦理。 

拾肆、本計畫陳教育部備查後實施，修正時亦同，如有未盡事宜，得適時補充修訂並通知參

加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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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教育部 110年度「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案」種子教師培訓營課程表 

 

時間 課程內容 主持人/主講人 

08:30 - 09:00 報   到 

09:00 - 09:20 

（20分鐘） 

開幕式 

介紹分區輔導團 

輔導員 

教育部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專案辦公室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教育部技術及職業教育司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案工作小組 

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案填報系統小組 

承辦學校校長 

09:20 - 09:50 

（30分鐘） 

「青年教育與就業 

儲蓄帳戶方案」簡介 

（含青年經驗分享） 

教育部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專案辦公室 

09:50 - 10:20 

（30分鐘） 

「青年體驗學習計畫」 

簡介 

（含青年經驗分享）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 

10:20 - 10:50 

（30分鐘） 

學生撰寫申請書輔導 

重點、輔導綜合考評 

及學校初審作業實務 

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案工作小組 

教育部方案宣導輔導團 

10:50 - 11:00 休息、茶敘 

11:00 - 11:20 

（20分鐘） 

「青年教育與就業 

儲蓄帳戶方案填報 

系統」簡介 

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案填報系統小組 

11:20 - 11:40 

（20分鐘） 

110學年度就學配套 

說明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教育部技術及職業教育司 

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 

技專校院招生委員會聯合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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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課程內容 主持人/主講人 

11:40 - 12:00 

（20分鐘） 

綜合座談 

閉幕式 

教育部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專案辦公室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教育部技術及職業教育司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案工作小組 

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案填報系統小組 

承辦學校校長 

12:00 賦   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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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教育部 110年度「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案」種子教師培訓營報名表 

（本表僅供無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帳號者使用） 

 

學校  單位  

姓名  性別 □男  □女 

身份證字號 
（供研習時數登錄） 

 
膳食 □葷  □素 

職稱 □主任 □組長 □教師 □其他：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  

E-mail  

備註 

1. 一律採取網路報名，若無「教育部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帳號者

（www2.inservice.edu.tw），請與各區承辦學校聯繫。 

2. 網路報名資訊 

(1) 報名截止日期：109 年 9 月 30 日（星期三） 

(2) 課程代碼：2913844 

3. 委辦學校聯絡人：臺北市立大安高工，張志銘主任教官、楊運祥教官 

電話：(02)2709-1630#1301、1308 

傳真：(02)2325-9365 

E-mail：jyang1230@taivs.tp.edu.tw 

4. 為響應環保，請務必攜帶筆、環保杯、環保餐具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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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臺北市立大安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交通方式 

 

一、大眾交通運輸 

（一） 捷運 

1. 自「臺北車站」搭乘「板南線」，至「忠孝復興站」轉搭乘「文湖線」，在「大

安站」下車，步行 3 分鐘即達本校。 

2. 自「臺北車站」搭乘「信義線」，在「大安站」下車，步行 3 分鐘即達本校。 

（二） 公車 

1. 聯營 20、22、38、226、294、0 東、信義線，在「復興南路口站」下車，步

行 2 分鐘即達本校。 

2. 聯營 74、278、685 在「大安高工站」下車，步行 1 分鐘即達本校。 

二、自行開車 

（一） 自國道 1 號高速公路「建國北路」交流道下，接建國南北路高架道往南至「信義

路」匝道出口，下至平面道路後左轉信義路（行駛南側慢車道），至復興南路右轉

即達本校。 

（二） 自國道 3 號高速公路「木柵交流道」轉臺北聯絡道（3 甲），至「辛亥路」出口直

行至「復興南路口」右轉，直行過「信義路」後迴轉即達本校。 

（三） 停車：本校校區停車位有限，請儘量搭乘大眾交通工具來校。本校運動場地下設

有停車管理處經營之臺北市政府停車場，停妥後步行約 3 分鐘由本校復興南路大

門進入校區。 

三、航空：自「臺北（松山）航空站」搭乘「捷運文湖線」至「大安站」下車，步行 3 分鐘

即達本校。 

四、校址：臺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 2 段 52 號 

五、電話：(02)2709-1630 

六、網址：http://www.taivs.tp.edu.tw/tw/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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