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0年青少年職能探索營報名簡章
核准文號：依據臺北市職能發展學院110年7月12日北市職能工字第1106003534號函

1. 活動宗旨：

現今職涯環境不斷變遷，因中輟問題、家庭、身心健康等因素，而未能循正規升學路

徑的青少年則更顯為弱勢。為幫助此類青少年，認識自己優勢、潛能及探索職涯，因此

職能發展學院規劃五天營隊課程，搭配學院相關職類的真實體驗及戶外教育課程，協

助參與課程的青少年培養自我覺察能力，發現自我特質，進而更深入探索未來職涯方

向。

2. 主辦單位：臺北市職能發展學院 （台北市士林區士東路301號）

3. 執行單位：社團法人華人磐石領袖協會 （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三段406巷19號1樓）

聯絡方式:電話 (02)8732-5900  傳真 (02)8732-5903

4. 活動日期及時間：

第一梯：110年8月 9日(一)～13日(五)早上9點至下午5點

第二梯：110年8月16日(一)～20日(五)早上9點至下午5點

活動時數，每梯30小時，二梯共計60小時，課程期間不提供住宿。

5. 活動人數：每梯次預計15人，每梯最低人數限制為10人（含）以上。

6. 招生性別比例：單一性別比例不少於 1/3 為原則。

7. 活動地點：臺北市職能發展學院、國立體育大學及台北市自行車道。

8. 參與對象：經相關機關（構）推薦符合資格之15～18歲青少年。

9. 報名梯次：報名採意願順序制，若第一順位梯次額滿將以第二順位梯次錄取。

＊可以一次報名兩個梯次，但以未參與過之學員優先錄取。

10. 課程費用：課程期間費用全免。

含：課程期間午餐、各項活動場地費用及器材使用、課程期間交通、保險。

不含：課程前後交通及其他餐費。

11. 招生方式：由各相關社會福利、法人團體或政府機關（構）推薦。

＊推薦團體或機構須符合：【台北市政府及其所屬機關（構）】或【中央或地方政府主管

機關核准設立或登記之社會團體或法人團體，其成立宗旨、章程、目的等與青少年社

會福利或發展相關】。

12. 錄取方式：執行單位受理報名後，於兩星期內面試，確認最終實際參與名單。



13. 課程出席狀況：出席時數至少應達總時數之80%，未達80%者，將不授予參與證書。

14. 活動方式及課程編配：

時間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第四天 第五天

0830~0900 開訓典禮

0900~1200 工業類群職業探
索

團隊建立：高低
空繩索體驗

自我覺察、自我挑
戰：攀樹課程，攀樹
士職業介紹

團隊騎行挑戰
：職能發展學
院到碧潭吊橋
來回

團隊分享與反
思

1200~1300 用餐、午休

1300~1700
工業類群職業探
索：自行車構造、
自行車檢修

團隊建立：高低
空繩索體驗

團隊實作練習：騎
乘訓練

團隊騎行挑戰
：職能發展學
院到碧潭吊橋
來回

成果發表、結
業典禮

地點 職能發展學院
國立體育
大學

職能發展學院
台北市
自行車道

職能發展學院

（依各課程當天學員參與、現場實際狀況彈性調整時間）

15. 報名方式：可透過網路報名或書面報名

16. 招生及錄取機制時程：

招生時程 日程 備註

報名起迄日 即日起-7/30 於華人磐石領袖協會官網或FB粉絲專頁，取得報名連結
後，始得於網路報名系統報名或寄送書面資料報名

公告面試日期及面
試須知

8/1 於華人磐石領袖協會官網、FB粉絲專頁公告，並寄發面
試通知及面試須知。

面試日期 8/2

於華人磐石領袖協會辦理面試作業。
面試問題方向：個人參與意願、是否能清楚表達個人需
求、是否能明白他人的話語、身體狀況是否能做做此次
課程、是否有身體上的疾病需要特別注意...等等

通知錄取日期 8/4 網頁公告、寄發錄取通知，並輔以電話通知。

指導單位：

主辦單位：

執行單位： 本計畫由就業安定基金補助



＊本活動配合疫情發展狀況保留變更之權利
附件一

臺北市職能發展學院
110 年高關懷青少年職能探索營學員推薦報名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姓名
請貼最近一年之內
之半身脫帽照片

出生年月日 性別 □男 □女 □其
他

身分證字號

最高學歷 學校名稱：
職科名稱：

□畢業 □肄業 □在學中

目前情況 □就業 □無業 □就學

聯絡方式 聯絡電話(手機優先)：
通訊地址：

戶籍地址：

電子郵件：

緊急聯絡人 姓名 通訊地址

與報名人

關係

聯絡電話

(手機優先)

★飲食：□葷 □素_______(全素、蛋奶素可)

★健康聲明：本人□無 □有 重大須特別注意之疾病或健康狀況 說明
：＿＿＿＿＿＿＿＿＿＿＿＿＿＿＿＿＿＿＿＿＿＿（請詳述）

★請隨同本表檢附報名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或「註記現住人口及詳細記事之最新戶籍資

料影本」(若非 A4 紙張，請黏貼於 A4 紙張)。
※上述資料皆已據實填寫或檢附，如有不實或隱匿，願無異議放棄報名資格。  ※同意本人
無隱匿高風險疾病、其他(法定)傳染病或應主動告知之事項並於活動期間全程遵 守執行單
位安全指示且不違反活動安全規範。

※同意本府勞動局及所屬職能發展學院與勞動部及所屬基於職業訓練事務、統計分析與相

關 訊息之必要，就本人於報名及活動參與前後所提供之個人資料得為蒐集、處理及利用。
報名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
法定代理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
【(未滿 20 歲之未成年人須經法定代理人(父母或監護人)同意)】

以上資料皆為必填，確認資料無誤後翻面續填



以下欄位由推薦單位依學員情形據實填寫(必填)

推薦事實 1.學員概況：(可複選)

□適應欠佳

□重複發生問題行為

□遭受重大創傷經驗

□行為偏差

□重大違規行為

□曾接受: □心理治療□社會工作□學校輔導□家庭輔導□職能治

療 □法律服務□精神醫療 等協助方案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詳細說明(請就前項勾選之學員概況說明)：

3.其他建議：

推薦單位 推薦單位全名：

聯絡人：

聯絡電話：

單位地址：

單 位 用 印

110.04.08 製



附件二

身體健康狀況調查表

親愛的參與者您好，感謝您參加華人磐石領袖協會所辦理的青少年職能課程，我們將

透過此身體狀況調查表認識您的狀況。請您仔細填寫此身體狀況調查表。請特別注意，若

您有任何的宿疾或舊傷並不是無法參加的依據，填寫這份調查表的目的是為了針對參與

者個人安全的行前了解。若我們對您的調查表有任何問題，我們會跟您討論。我們也秉持

保密原則，不會將您的資料外流，請放心填寫。

1. 個人資料

姓名： 　　　　          性別：□男 □女　 年齡： 　 歲

生日： 年    月    日 身高： 公分　          體重： 公斤

飲食限制：□葷□素□其他限制(例如:不吃牛肉,海鮮...等) 　　　　　
連絡電話/手機： 　　　　  　　 E-mail： 　　　  　      　.
緊急聯絡人： 關係： 聯絡方式： 　　　 .

1. 身體調查表 您目前有以下的病史或病症嗎? □有 □沒有
□偏頭痛 □癲癇 □氣喘
□泌尿系統問題 □膀胱感染 □懷孕
□腸胃不適 □消化道疾病 □睡眠障礙
□糖尿病 □低血糖 □血壓過高或有高血壓
□心理疾患 □心絞痛、心悸音或心臟雜音 □心臟疾病或心臟病
□有心臟疾病、高血壓、中風的家族病史 □中風
□其他
若您有勾選以上任一項目，請您說明：

.

您最近曾受過傷嗎？ □有 □沒有（若有，請說明）：
.

請您列出其它我們須要注意的事項：

.

※請問經過評估後您認為自己是否可以參加戶外體驗課程？ □否 □是
本人同意、授權華人磐石領袖協會使用或複製所有關於本人參與課程期間被拍攝之照片、

攝影、錄音資料為訓練、張貼部落格、網站推廣用途。（同意，請勾選）□同意
參加者簽章： 　 .
未滿二十歲家長/監護人簽章： 　 . 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三

活動參加同意書

我（正楷填寫姓名） 　　 接受華人磐石領袖協會操作戶外體驗教育課程所存在

之某些風險。我瞭解華人磐石領袖協會採取自發性選擇挑戰（Challenge by Choice）的理

念，當本人認為不適合從事任何一項活動時，我有不參與的決定權利，並同意尊重他人相

同的決定。我同意參與活動過程中，不貶低、漠視或輕視團隊中的任何一位成員，而且，我

也同意支持他人、為了自己或團隊益處給予與接受正面及負面的回饋。

我瞭解本人如有任何生理上的限制、疾病、包括頭頸部、背部、心臟疾病、最近動過的

手術或懷孕等，都有知會華人磐石領袖協會工作人員的責任。我瞭解並接受在參加戶外體

驗課程時可能帶來的人身及財物風險。我同意在參加訓練課程的期間，遵守活動引導員、

場地管理員及工作人員們所有的安全指示，並聲明若因無遵照正常操作所帶來的傷害，與

活動引導員、場地管理員及工作人員們無關。若在活動期間發生之意外或導致疾病，本人

同意接受野外緊急醫療照顧。

根據上述，本人同意參加本次體驗課程。

（簽名）

未滿二十歲者家長／監護人簽章

.

日期：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