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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就業服務處 臺北青年職涯發展中心 

110 年教師職涯工作坊計畫書 

 

 

一、 計畫依據： 

臺北市就業服務處(以下稱本處)110年度臺北青年職涯發展中心(以下稱 TYS )勞務委託

管理案，服務事項第二十項：辦理教師職涯研習營，邀請各高中職學校或大專校院教師參與，

透過研習營形式，宣導臺北市就業服務處及本中心所提供之服務資源，促使教師及學校單位

向青年宣導、使用政府資源。 

 

二、 計畫說明： 

為鼓勵高中職學校或大專校院教師積極參與本計畫，提升其對本處及 TYS 資源之認識

及運用，進而協助在學青年規劃職涯，同時因應 108課綱調整後就學的同學已念高中職二年

級，高中職校園課程也由過往校方安排的固定課程，逐漸調整為更為貼近學生需求可自主與

搭配素養的必、選修或專業學群課程，因此讓學生充分的了解自身的特質與未來職涯規劃，

甚為重要。 

因此，高中職教師期待能透過工作坊認識就業服務處資源，為在學青年提供更多職業探

索與就業管道；另一方面也期待能學習職涯規劃概念、教案與創新活動方法，吸引青年學習

與思考，進而引發青年的興趣，著手規劃自身的職涯。 

據此，本計畫將研習營定調優先協助高中/職教師策略思考與實作為主的工作坊形式，期

望讓參與教師體驗將 2D平面知識立體化為 3D實境遊戲設計，依此發展適合高中/職青年之

職涯教案，協助青年於遊戲中打開自主學習的開關，藉由這門創新的學習方式，讓學生在活

動中學到知識外，也增益多元化思考、資訊整合能力、社交情緒管理，以及解決問題的能力；

進而鼓勵有需求之青年，主動使用本處就業與職涯資源、參與 TYS 各類職涯成長活動。 

 

三、 辦理單位： 

1. 指導單位：臺北市政府勞動局 

2. 主辦單位：臺北市就業服務處(臺北青年職涯發展中心) 

 

四、 活動日期： 

1. 辦理時間(暫定)： 

(1) 110年 9月 4日(六) 9：00~17：30 

(2) 110年 9月 25日(六) 9：00~17：30 

2. 辦理方式：線上視訊授課 (軟體視授課內容而定) 

 

五、 招募對象： 

1. 招募對象： 

(1) 臺北市高中職教師、輔導室專員、課程諮詢教師，有意願參加者優先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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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臺北市各大專院校教師、職涯輔導相關單位專員，對本課程有興趣參加者。 

(3) 全臺普通高中、高職教師，對本課程有興趣參加者。 

 

2. 招募名額：  

(1) 第一場次主要招募對象為高中職教師，參加教師成員 25人/場 

(2) 第二場次主要招募對象為大學教師，參加教師成員 25人/場 

(3) 為維護課程教學品質，主辦單位保留最終安排課程人數與場次之權利 

 

六、 報名方式： 

1. 報名費用：免費 

2. 報名方式： 

(1) 報名管道：台北就業大補帖官網及 Accupass 報名 

(2) 報名時間：110 年 7月 14日~110年 8月 7日 

(3) 篩選期間：8 月 8日至 8月 13日依報名動機篩選出錄取名單。 

(4) 公告錄取：110 年 8月 14日以電子郵件通知錄取教師，屆時會發信個別通知，需於

收到信後 3天內回覆，候補至 8月底。 

(5) 於臺北市教師在職研習網、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登錄此工作坊資訊，提供參與工

作教師申請教師研習時數證明(研習時數為 8.5小時)。 

(6) 報名資格：以未參加過「TYS 教師工作坊及實境遊戲工作坊」之教師，優先錄取。 

 

七、 宣傳方式： 

1. 寄發公文至新竹以北高中職、大專校院，公文內需註記：研習此工作方可取得教師研習

時數認證  

2. 台北就業大補帖官網 

3. TYS FB 

4. 於臺北市教師在職研習網、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登錄此工作坊資訊，並由業務課發

公文教育局處同意取得此工作坊之教師研習證明： 

⚫ 臺北市教師在職研習網 https://insc.tp.edu.tw/index/DefBod.aspx  

⚫ 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 https://www3.inservice.edu.tw/  

 

八、 110年較 109年課程規畫之差異比較： 

⚫ 觸及更多教師參與： 

此次教師工作坊，擴大邀請各高中職學校或大專校院教師參與，期能將就服處、TYS 職

涯諮詢資源與更多教師、學生分享。 

⚫ 單一主題，深度討論： 

109年教師工作坊，於上、下午各安排不同主題工作坊，參與成員教師反應內容豐富，但

是時間過於緊湊，無法立即消化所學；今年改為單日 1個主題深度討論工作坊，讓參與

成員教師可以於當日學習並做應用，產出教案。 

⚫ 線上視訊授課： 

線上教學已為近期教師授課新方式， 本職涯教師工作坊透過視訊授課， 讓教師成員透

https://insc.tp.edu.tw/index/DefBod.aspx
https://www3.inservic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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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線上參與，學習運用新科技進行線上教學，提升教師教學的豐富度與多元性。 

 

九、 課程規劃與時程： 

 

時間 流程 主講人 

08：30－09：00 報到  

09：00－09：10 處內長官致詞  

09：10－09：40 
台北就業大補帖藏寶圖 

⚫ 臺北市就業服務處及TYS服務資源介紹  
TYS 職業諮詢員 林依潔 

09：40－09：55 
職涯教案應用分享  

⚫ TYS 職涯規劃實務經驗及教案分享 
TYS 職業諮詢員 林姿君 

09：55－10：00 休息一下  

10：10－12：00 

實境遊戲工作坊 I 

⚫ 開場、介紹 

⚫ 介紹遊戲的力量 

⚫ 何謂議題遊戲 

⚫ 3X3架構設計法 

聚樂邦 

12：00－13：00 午餐   

14：00－17：00 

實境遊戲工作坊 II 

⚫ 議題層元素拆解、討論與應用 

⚫ 故事層元素拆解、討論與應用 

⚫ 玩法層元素拆解、討論與應用 

⚫ 實作與分享 

聚樂邦 

17：00－17：30 長官頒發研習證書  

17:30 活動結束  

 

 

十、 授課團隊、講師介紹 

1. 聚樂邦： 

           成立於 105年，一間致力培育「創意公民」的遊戲設計公司。我們期望透過實境遊 

       戲，降低公民參與的門檻，引動青年一起發揮創意，協力打造自他共榮的社會環境。團 

       隊擅於將社會議題轉化為娛樂體驗、媒體內容與文創商品，讓消費者在遊玩、觀覽與消 

      費的過程便能參與思辨與討論議題。成立至今，聚樂邦已在台灣各地，設計與發行約 30 

      款實境遊戲，其中包括：與 Netflix 影集《誰是被害者》聯名推出的《下一個被害者》；由 

      奇美博物館委託開發的《穹頂計畫》；與人生百味合作開發的《貧型世界》等，以及 50 幾 

      場教育相關工作坊。 

●官網：https://www.clubon.space/  

●粉絲頁：https://www.facebook.com/ClubonTaiwan/ 

●媒體報導 https://www.clubon.space/pages/press 

 

https://www.clubon.space/
https://www.facebook.com/ClubonTaiwan/
https://www.clubon.space/pages/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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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講師：呂岡坪(蛤蛤)（聚樂邦｜遊戲營運、課程講師） 

    台北護理健康大學生死與健康心理諮商學系畢業。熱愛玩遊戲，大學時期擔任上百

場密室逃脫的遊戲引導員，亦長期擔任聚樂邦遊戲體驗活動之引導員，實境遊戲資歷長

達 5年。現為聚樂邦的遊戲營運，主要擔任遊戲體活動之專場講師，以及聚樂邦遊戲引

擎 PlayReal 之教學講師。此外，亦負責協助玩家排除遊戲疑難，並透過修正錯誤優化遊

戲體驗，從實務經驗中掌握遊戲設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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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報名表 

 

臺北市就業服務處 臺北青年職涯發展中心 

110 年教師職涯工作坊報名表 

   

※本活動需全程出席，才會提供研習證書。 

⚫ 二場次日期、時間 (請則擇一場於網站報名)： 

場次一：110年 9月 4日(六) 09:00-17:30 

場次二：110年 9月 25日(六) 09:00-17:30 

⚫ 地點：臺北青年職涯發展中心(臺北市中正區仁愛路一段 17號 2樓) 

※報名方式 (1)、(2)請擇一 

  (1)請上台北就業大補帖網站 (https://www.okwork.taipei/ESO/) 

(2)Accupass 系統搜尋 TYS 

一、 基本資料 

1. 姓名： 

2. 學校名稱/部門： 

3. 職稱： 

(1)高中職：  □行政人員 、□科任教師：      科 、□其他：       

(2)大專院校：□行政人員 、□專任教師：      、□其他：         

4. 聯絡方式：(行動電話)          (市話)           

5. 聯絡 EMAIL： 

6. 午餐：  葷   、  素 

7. 參加動機/期望：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https://www.okwork.taipei/E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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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 職涯教案  

1. 實際從事職涯輔導工作經驗  有   無  

2. 未來於教學現場推廣 TYS與職涯概念的時機   有  無 

三、 是否參加過本次講師舉辦之實境遊戲工作坊 

是  否 

四、 活動注意事項： 

1. 全程參與臺北青年職涯發展中心舉辦的「高中職種子教師職涯工作坊」

活動，如無故未到，未來 1年內將無法參加本中心舉辦的教師研習活

動。 

2. 本工作坊名額有限，倘人數超過，本中心保留審核權利 

3. 本活動需全程出席，才會提供研習證書。 

4. 本活動採線上視訊授課，需自備電腦 

5. 為維護課程教學品質，主辦單位保留最終安排課程人數與場次之權利。 

我已閱讀上述資料且同意 

 

◎活動窗口：林依潔/林姿君小姐 、電話：02-23958567、 傳真：02-23958568 

◎E-mail 信箱：  

  go_ijelin@mail.taipei.gov.tw (林依潔) 

  go_sandy0616@mail.taipei.gov.tw (林姿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