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一選課選組家長說明會 



高一家長說明會—談父母如何協
助孩子做選課選組決定 

新店高中  輔導室 

輔導教師  黃秀惠 



     生涯規劃的模式 
 



Part 1：學生自我認識篇 

 我的主觀喜好? 

 興趣測驗結果顯示? 

 我的數理科學習經驗? 

 文史社會科學習經驗? 

 我的人格特質? 

 我的價值觀? 

 我的認同的生涯名人? 

 我想要的生活方式? 

 



Part 2：教育資料 
 高中階段不同類組的主選修科目？ 

 高二、高三不同類組的課程內涵與難易度 

 大學有哪些科系?這些科系在唸什麼? 

 未來從事什麼職業? 

 這些職業的工作內容、性質是什麼? 

 相關資源與查詢管道： 

   1.大學校系查詢系統－漫步在大學 

    2. 大學網路博覽會 

    3.暑期大學營隊 

    4.輔導室校系簡介與相關圖書雜誌 

 

 



Part 3：社會與環境因素 

父母的期望 

家庭背景與行職業選擇 

學長姐、過來人的經驗談 

老師的指導、同學朋友的影響或競爭 

產業循環與社會趨勢 



Part 1-1：自我認識--測驗篇 

興趣測驗的目的是幫助同學了解自己的興趣
在哪裡，是否有意願就讀哪些科目或擔任哪
些類型的工作 



興趣量表結果說明書 



興趣六型說明 

 



學類學系代碼表 

 



大考中心興趣量表的結果運用 
 

大多數的人可歸入六種類型之一： 

   實用型(R)   研究型(I)   藝術型(A) 

   社會型(S)   企業型(E)   事務型(C) 

興趣代碼RIA，表示這個人是實用型的人，兼具研
究型和藝術型的傾向。 

個人傾向選擇與自己特質相似的學習與工作環境 

學系環境亦可區分為這六種類型。請參考學類代碼 

 

 



  六種興趣類型 
    

      

      藝術型(A) 
 

研究型(I) 

實用型(R) 

事務型(C) 

企業型(E) 

社會型(S) 



類型名稱 特質及能力傾向       行為傾向       喜歡的工作 

 

 

實用型R 

情緒穩定、有耐性
、坦誠直率 

少說多做，講求實際，現
實重於想像 

對機械、電子、土木、建
築、農業 

 

 

研究型I 

 

擅長觀察、思考、
推理與分析 

喜歡追根究柢，依自己步
調解決問題。提出策略重
於處理細節 

生物、化學、醫藥、數學
、天文 

 

藝術型A 

 

直覺敏銳、感受力
強 

希望藉文字、聲音或色彩
表達，喜歡無拘無束，和
朋友關係較隨興 

音樂、寫作、繪畫、設計
、舞蹈 

 

社會型S 

 

對人和善、易相處 關心自己和別人的感受。
喜歡幫助別人、教導別人 

教師、輔導、醫護、社工 

 

企業型E 

 

精力旺盛、生活緊
湊、好冒險競爭 

希望擁有權力去改善環境
，善用說服力、組織力 

管理、銷售、司法、從政 

 

事務型C 

 

個性謹慎、給人的
感覺可靠、有信用 

喜歡在有清楚規範的環境
下工作，做事按部就班 

銀行、金融、會計、祕書 



六角形模式(Hexagonal model) 
 六角形模式是以幾何關係表徵六個類型於六角形上的
排列順序及類型間的距離關係的概念，表示類型間的
心理相似程度。 

治事 

動腦 

物 人 實用 R 

事務 C 企業 E 

社會 S 

藝術 A 研究 I 



 

興趣六型與學群  
 

創意頭腦 

事務處理 

物 人 

研究 I 藝術 A 

實用 R 社會 S 

事務 C 企業 E 

操作/物的 
偏重具體的操作 

資訊、工程、建築與設計學群 

認證/資料 
偏重數字整理事務機器操作 

財經學群 

思考/探索 
偏重觀察和發現 

數理化、醫藥衛生、 

生命科學、農林漁牧、 

地球科學與環境學群 

經營的/人與事 
偏重影響組織或人 

法政、管理學群 

幫助/人的 
偏重內心的成熟 

社會與心理及教育學群 

創作/創意 
偏重情感的表達 

文史、外語、大眾傳播、 

藝術設計學群 



   興趣量表 

 

興趣量表所提供的特質描述，可以讓孩子多瞭解自
己的個性 

興趣量表提供的學類或學系名稱可作為孩子生涯探
索的起點 

資料上的抓週三碼：反應孩子主觀上偏愛的類型，
也表示個人的志向與期待，或想從事的工作  

 



選課選組輔導的應用 

 首碼R、I趨自然組學生的興趣而A、S、E、C則
趨在社會組興趣。 

 建立學群學類的概念：你的人格類型/興趣組型
，與那些學系的環境類型比較相似？這些學系
大多屬於哪個類組？ 

 如果興趣代碼間的差距小於6，…… 

 測驗結果的區分值小於3，…… 

    

 



Part 1-2：高一學科成績 

 文史類組科目：國文、英文、歷史、地理 

 數理類組科目：數學、基礎物理、基礎化學、基礎
生物、基礎地科 

   想一想: 

哪一類學科表現比較好？ 

哪一類學科在準備時比較輕鬆愉快？ 

哪一類學科在準備時比較不害怕？ 







Part 2：教育現況 

大學多元入學方案 

十九學群的簡介 

輔助系統：漫步在大學 

高中階段不同類組的主選修科目？ 

大學有哪些科系?這些科系在唸什麼? 

 

 



Part 2-1大學多元入學方案架構圖 



大學多元入學管道 
 

考       試      學科能力測驗  指定科目考試    
                     術科考試 

 
入學管道    繁星推薦    
                    個人申請〈6校系〉 
                    考試分發  
                    科技大學申請入學〈5校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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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科能力測驗範圍  

考科 測驗課程與範圍 
 

國文 高一國文、高二國文 

英文 高一英文、高二英文 

數學 高一數學、高二數學 

社會 
高一歷史、地理、公民與社會 

高二歷史、地理、公民與社會 

自然 

高一基礎物理、基礎化學、 
基礎生物、基礎地球科學 

高二物理、化學、生物、地球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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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定科目考試範圍  

考 科 考試範圍 

國文 高一國文、高二國文、高三國文 

英文 高一英文、高二英文、高三英文 

數學甲 高一數學、高二數學、高三選修數學〈I〉〈II〉 

數學乙 高一數學、高二數學、高三選修數學〈I〉 

歷史 高一歷史、高二歷史、高三選修歷史 

地理 高一地理、高二地理、高三選修地理 

公民 高一公民與社會、高二公民與社會、高三選修公
民與社會 

物理 高一基礎物理、高二物理、高三選修物理 

化學 高一基礎化學、高二化學、高三選修化學 

生物 高一基礎生物、高二生物、高三選修生物 





 

 校系瀏覽 



如何透過學群自我探索 

選擇三個自己喜歡的學群 

了解學群內有那些學類與學系 

這些學系採用哪些升學管道 

了解這些學系多數採計的考試科目與加重計
分重點 

衡量自己的學習狀況 

擬定短中長程學習計畫 



考科組合與大學科系關係 

國、英、數乙、歷、地、公社組合---  文
、史、哲、法、商、傳播、藝術、社會、
輔導、教育類科系 
國、英、數甲、物、化組合--- 
   數、理、化、電機、資訊、工程類科系 
國、英、數甲、物、化、生組合--- 
   醫藥、生物，與部分農科相關科系 
國、英、數甲、化、生組合--- 
   部分生物、食品、農科相關科系 



學群與類組的關係 

十九學群 類組 興趣代碼 對應系群 

資訊學群  1、2 R、I 資訊工程、資訊科學、資訊管理、 

資訊傳播等  

工程學群 2 R、I 電機與電子工程、機械工程、土木工程、化學工程、工業
工程  

數理化學群 1、2 R、I 數學、物理、化學、統計、數理教育  

醫藥衛生學群 3 R、I、S 醫學相關學系、護理學系、藥學系、公共衛生學系、醫事
技術學系、食品營養相關學系、復健治療相關學系  

生命科學學群 3、4 R、I 生物系、生命科學系、動物系、植物系等  



學群與類組的關係 ( 2 ) 

十九學群 類組 興趣代碼 對應系群 

生物資源學群(農林漁牧) 3、4 R、I 

 
農藝、畜牧、園藝、獸醫、森林、漁業
、農業化學、植物病蟲害、食品科學等 

地球與環境學群 1、2 

3 

R、I 

 
地球科學、地理、地質、大氣、海洋、
環境科學等 

設計與建築學群 1、2 R、I、A 

 
建築、都市計畫、室內設計、景觀設計
、工業設計、商業設計、服裝設計 

藝術學群 1 A 美術、音樂、舞蹈、戲劇、雕塑 

社會與心理學群 1、3 S、E 心理、輔導、社會、社會工作、社會福
利等學系 



十九學群 類組 興趣代碼 對應系群 

大眾傳播學
群 

1 A、S 大眾傳播、新聞、廣播電視、廣告、電影
等學系 

外語學群 1 A、S 

 
英語、外文、歐語、日語、東方語、翻譯
等學系 

文史哲學群 1 A、S 

 
中國文學、臺灣文學、中國語文、歷史、
哲學 

教育學群 1、2 

3 

E、S 

 
教育及相關學系 

法政學群 1 E、S 

 
法律、政治外交、公共行政 



十九學群 類組 興趣代碼 對應系群 

管理學群 1、2 S、E、C 企業管理、資訊管理、工業管理、行銷、休
閒管理等 

財經學群 1 E、C 會計、財稅、經濟、國際貿易、金融、保險
等學系 

體育學群 1、3 S、I 體育、體育管理、運動保健、運動休閒 

整合性學群 大一/大二不分系的學院(如交大資訊電機學
院、銘傳大學傳播學院) 



大學多元入學方案與選組之關係 

一、本校分一二三四類組開課，同學可依個 

        人能力、興趣、學科成績選填。 

二、雖分組上課，但可跨組考試及選填志願
，雖然較有彈性，然選考科目愈多負擔愈重 

三、依課程標準，自然組同學選修課程負擔 

        重於社會組同學。 

 



100-102學年度課程規劃 

C:/Documents and Settings/f17/桌面/100--102課程規劃.doc
C:/Documents and Settings/f17/桌面/100--102課程規劃.doc
C:/Documents and Settings/f17/桌面/100--102課程規劃.doc
100--102課程規劃.doc


Part 3：社會與環境因素 

社會：行職業結構變化與預測、未來  發展
的一百大職業及需求…等 

家庭：與父母討論心目中理想的職業 

參考資源：天下雜誌、遠見雜誌、Career就
業情報網等 



生涯探索參考資源 

漫步在大學—大學校系查詢系統
http://major.ceec.edu.tw/search/ 

 
  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 

http://www.caac.ccu.edu.tw//caac9
9 

 
  大學招生委員會聯合會：

http://www.jbcrc.edu.tw 
 
  大學考試分發入學聯合分發委員會：

http://www.caac.ccu.edu.tw//caac99
http://www.caac.ccu.edu.tw//caac99
http://www.jbcrc.edu.tw/


  生涯探索參考資源 

 大學新鮮人 
http://www.books.com.tw/activity/college/ 
 

 天下雜誌網站   http://www.cw.com.tw 
 

 遠見雜誌網站   http://www.gvm.com.tw 
 
 Career就業情報網 http://media.career.com.tw/ 

 

http://www.books.com.tw/activity/college/
http://www.cw.com.tw/
http://www.gvm.com.tw/


  趨勢與生涯規畫 

高中生選擇科系壓力減輕 

  (1)碩士化浪潮下，大學不再是人生最後一張 

       文憑 

  (2)不分科系招生逐漸成為主流 

  (3)跨領域「學程」與學位雙修機會大增 

 



      學生選組時可能的迷思 

 不喜歡背誦科目因而選讀自然組。 

 單對生物有興趣而選讀第三類組。 

 認為第三類組進可攻、退可守而選讀。可跨填第
二類組，加考數乙又可填第一類組等。 

 跟好友選同一類組。 

 想讀社會科學學群，但先選第三類組，加強自然
科學，高三轉第一類組。 

 比較聰明、功課又好的人應該唸某一類組。 

 有性別刻板印象差異的考量。 

 對熱門科系的憧憬   對未來就業的憂慮 

 

 



 父母如何協助孩子的生涯決定 

 一起跟孩子整理他過去的生活經驗，探索從事什
麼活動感到快樂以及成就感 

 鼓勵多方面的閱讀經驗，廣泛閱讀不同領域的書
籍，看看對何者較感興趣 

 鼓勵孩子參加大學博覽會或是參加大學暑假校系
的營隊活動 



 



一些閱讀經驗的分享 

從他人生命與生涯學習經驗的故事中
豐富自己對人生抉擇與探索的視野與
理解 

國內天下 、心靈工坊出版的書籍雜誌
可以選擇 

 



一些閱讀經驗的分享 

我的青春施工中〈心靈工坊〉 

生命的 12堂情緒課〈心靈工坊〉 

好父母是後天學來的〈心靈工坊〉 

親子天下—101個改變人生的學習經驗 

天下生命教育專書—50則生命故事 

 
 





















 



   想跟父母分享的體驗 

避免將自己的理想或未完成的心願投射
在孩子身上 

生涯選擇歷程是什麼？我認為生涯選擇
是不斷貼近自己心智狀態與內在驅力的
歷程 

 

 

 



青春的生命應該不斷探索世界的，
當孩子灌注學習與學業也是象徵對
社會價值的認同也是一種想跟人、
想跟世界連結的表徵。 

 



每個父母，都曾經是個孩子。沒有
人天生就會當父母，關於如何去愛
、接納、包容、承諾、適時鼓勵、
建立規範、溫暖的擁抱、信任與放
手……這些美好卻艱難的智慧，都
是在陪伴孩子長大的笑淚交織過程
中，一點一滴學來的〈引自：好父母

是後天學來的〉 



        

  有個別問題請來電諮詢 
黃秀惠輔導老師(分機681) 



 

說明完畢，謝謝您的聆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