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會領域推動中心 

自發．互動．共好                                           1 

Social Studies Promotion Center--Ministry of Education Technology High School  

地址：24162 新北市三重區中正北路 163 號(三重商工)02-2988-7317 

 

教育部技術型高中 

http：//www.scvc.ntpc.edu.tw 

 社  會  領  域 

111學年度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社會領域推動中心暨 

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合作參訪實施計畫 

壹、 依據 

一、 教育部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社會領域推動中心與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合作

備忘錄 

二、 教育部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社會領域推動中心 111 學年度工作計畫 

三、 教育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 

貳、 計畫目的 

一、 瞭解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之業務及發展，促進教師適時於課堂中運用該局相

關資源。 

二、豐富教師教材檔案之取得，增進專業知識及教學知能，提升教學教材之多元，以提

高教學效果。 

參、 辦理單位 

一、 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機電工程學系-技術型高中

課程推動工作圈 

二、 主辦單位：新北市立三重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 教育部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社會領

域推動中心學校（下稱推動中心）、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下稱

檔案局） 

三、協辦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人權教育資源中心 

肆、 課程規劃 

一、辦理時間：111 年 11 月 9 日（三） 

二、辦理地點：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 439號北棟) 

四、 參加對象：本次研習預計招募 30 人，若報名超過 30 人，主辦單位有最終審核資

格，並保留刪除不符資格人員參加之權利，請教師以收到 E-mail 通知

錄取為準。 

※ 錄取順序如下：  

1. 111學年度社會領域推動中心種子教師  

2. 111學年度社會領域推動中心委員、講師 

3. 111學年度社會領域共備社群召集人、共備社群成員  

4. 全國技術型高中、高中設有職科、綜合高中專門學程、普高附設

專門學程之學校社會領域教師。 

5. 對社會群科課程有興趣之全國高中、職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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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課程表 

時間 議程 主持人/講座 地點 

09：40~09：50 

(10分鐘) 
報到 推動中心 

檔案局 

2 樓利用指導室 

09：50~10：00 

(10分鐘) 
開幕致詞 

檔案局代表長官 

推動中心主任委員/李立泰 

 (三重商工校長) 

檔案局 

2 樓利用指導室 

10：00~12：00 

(120分鐘) 

1. 國家檔案與教學資源 

2. 淺談政治檔案應用 

檔案局 

許峰源研究員 

檔案局 

2 樓利用指導室 

12：00~13：30 休息  

13：30~14：30 

(60分鐘) 

從不迷路地圖 

看政治檔案中的白色恐怖 

(臺南篇) 

高雄市立海青工商 

林世芝老師 

檔案局 

2 樓利用指導室 

14：30~15：30 

(60分鐘) 

【行程參觀，區分AB組】 

1. 國家檔案媒材展示體驗區 

2. 國家檔案保存維護中心 

3. 國家檔案庫房 

檔案局 

檔案典藏組 

應用服務組 

檔案局 

各參訪地點 

15：30~16：30 

(60分鐘) 

【行程參觀，區分AB組】 

1. 檔案瑰寶常設展 

2. 白金鹽憶─臺灣鹽業檔案

特展 

檔案局 
檔案局 

展覽廳 

16：30~16：40 休息  

16：40~17：00 

(20分鐘) 
綜合座談與回饋 

推動中心 

檔案局 

檔案局 

2 樓利用指導室 

17：00 賦歸  

陸、 研習時數 

全程參與本次研習，將核發 5 小時之研習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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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交通方式  

一、 開車 

本次研習場地，提供停車位，詳情請參閱附件。 

二、 搭乘大眾交通運輸工具 

(一) 由本推動中心提供與會教師交通費補助，如搭乘高鐵請檢附票根核銷，

交通費採匯款方式支應，請檢附存摺影本以核對資料。 

(二) 交通費務必開立紙本購票證明(車票)，並檢具正本，未附正本無法受理

申請交通費。 

(三) 本中心隸屬學校新北市立三重商工，出納單位採用『中國信託』及『郵局

帳戶』。若所提供非上述帳戶，將產生跨行轉帳手續費，本中心不另外支

付跨行轉帳所產生之費用。 

捌、 報名方式 

一、 報名方式： 

(一) 即日起受理報名，人數限制 30 人。 

(二) 採線上報名，請參加人員務必於報名期間：即日起至 111 年 10 月 27 日(四)下午

5 時前完成「報名表單」。 

(三) 經審核通過之錄取者將以電子郵件發送錄取通知及注意事項。 

1. 問卷網址：https://forms.gle/ZEoueDxLzqxKdyuMA 

2. 已完成報名教師務必全程參加，如當天無法出席或晚到 

者，請提前告知，以利遞補備取教師。 

二、 活動聯絡人：推動中心助理王小姐、彭先生 

電話：02-2971-5606 分機 106、108 

Email：societytua@g.scvs.ntpc.edu.tw 

玖、 其他注意事項 

一、 請學校核予參加人員公(差)假及課務排代。 

二、 研習提供便當，為響應節能減碳政策，請自備環保餐具、環保杯。 

三、 請與會老師全程配戴口罩，做好自我健康管理及防護措施。 

四、 若居家檢疫、居家隔離、，及有發燒、呼吸道症狀、腹瀉、嗅味覺異常等疑似症狀

的老師，應避免出席。 

五、 研習課程間如遇颱風等天災不可抗力因素，停課與否以新北市政府公告停止上班

為依據。 

https://forms.gle/ZEoueDxLzqxKdyuMA
mailto:societytua@g.scvs.ntp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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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隨時補充規定之，並公告於 

中心網站、中心 Line 官方帳號。(如右圖) 

中心網站：https://vtedu.mt.ntnu.edu.tw/nss/s/society 

中心 LINE 官方帳號 ID：@424xbzta 

※附件一：交通資訊  

壹、  公車路線  

一、行政院新莊聯合辦公大樓站：搭乘 617、622、652、783、786、813 區間車、859、

982(環狀先導)、982(環狀先導直達)、982(環狀先導直達新埔線)、982 區(環狀先導

區間)、臺北車站專車、橘 17：請於「行政院新莊聯合辦公大樓」站下車。 

二、跳蛙公車：搭乘 615、813、835、藍 18：請於「中原路中平路口」站下車後步行前

往行政院新莊聯合辦公大樓。 

三、榮華中平路口站：搭乘 257、內科通勤專車 12：請於「中原路中平路口」站下車後

步行前往行政院新莊聯合辦公大樓。 

https://vtedu.mt.ntnu.edu.tw/nss/s/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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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捷運路線  

一、臺北車站： 

轉搭 652 至【行政院新莊聯合辦公大樓(榮華)】站下車。 

 

二、新埔捷運站： 

(一) 轉搭 813、藍 18 至「中原中平路口」站下車，步行前往行政院新莊聯合辦公大

樓。 

(二) 轉搭 982(環狀先導直達新埔線)、982 區(環狀先導區間)至「行政院新莊聯合辦

公大樓」站下車。 

三、頭前庄捷運站： 

(一) 轉搭 257 至「榮華中平路口」站下車後步行前往行政院新莊聯合辦公大樓。 

(二) 轉搭 813 至「中原中平路口」站下車後步行前往行政院新莊聯合辦公大樓。 

(三) 轉搭 982(環狀先導直達新埔線)、982 區(環狀先導區間)至「行政院新莊聯合辦

公大樓」站下車。 

四、先嗇宮捷運站： 

(一) 轉搭 257 至「榮華中平路口」站下車後步行前往行政院新莊聯合辦公大樓。 

(二) 轉搭 622 至「行政院新莊聯合辦公大樓(中平路)」站下車。 

(三) 轉搭 835 至「中原中平路口」站下車後步行前往行政院新莊聯合辦公大樓。 

(四) 轉搭 982(環狀先導)至行政院新莊聯合辦公大樓。 

五、臺北橋捷運站： 

 轉搭 617、622 至「行政院新莊聯合辦公大樓(中平路)」站下車。 

參、  臺北捷運環狀線  

新北產業園區站：轉搭桃園捷運至[新莊副都心站]下車，由 2 號出口步行至「行政

院新莊聯合辦公大樓 (北棟)」(步行約 450 公尺)。 

肆、  桃園捷運  

新莊副都心站：下車後由 2 號出口步行至「行政院新莊聯合辦公大樓 (北棟)」(步

行約 450 公尺)。 

伍、  自行開車  

可停車於行政院新莊聯合辦公大樓地下 2 樓停車場，開車由中環路入口，新北大道

出口(車輛進出示意圖)。請抽紙卡並經檔案局協助蓋印證明即可免費進出，離開大

https://www.archives.gov.tw/UserFiles/file/%E8%A1%8C%E6%94%BF%E9%99%A2%E6%96%B0%E8%8E%8A%E8%81%AF%E5%90%88%E8%BE%A6%E5%85%AC%E5%A4%A7%E6%A8%93%E8%BB%8A%E8%BC%9B%E9%80%B2%E5%87%BA%E7%A4%BA%E6%84%8F%E5%9C%96.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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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前必需先出地下室二樓停車管理中心，經工作人員消磁後，再由地面層出口處交

門機收回方可離開。 

陸、  騎乘重型機車  

可停車於行政院新莊聯合辦公大樓地下 2 樓汽車停車場，重型機車由中環路入口(請

走汽車車道)，新北大道出口( 車輛進出示意圖 ) ，請抽紙卡進出，離開大樓前必需

先出地下室停車場電梯後，經繳費機消磁，再由地面層出口處交門機收回方可離開。

(前 3 小時免費) 

柒、  騎乘機車  

可停車於行政院新莊聯合辦公大樓地下 1 樓機車停車位，機車由中環路入口，新北

大道出口(車輛進出示意圖) ，免收停車費。 

捌、  騎乘自行車  

可停車於行政院新莊聯合辦公大樓地下 1 樓自行車停車位，自行車由中環路進、出

(車輛進出示意圖)，免收停車費。 

 

 

 

https://www.archives.gov.tw/UserFiles/file/%E8%A1%8C%E6%94%BF%E9%99%A2%E6%96%B0%E8%8E%8A%E8%81%AF%E5%90%88%E8%BE%A6%E5%85%AC%E5%A4%A7%E6%A8%93%E8%BB%8A%E8%BC%9B%E9%80%B2%E5%87%BA%E7%A4%BA%E6%84%8F%E5%9C%96.JPG
https://www.archives.gov.tw/UserFiles/file/%E8%A1%8C%E6%94%BF%E9%99%A2%E6%96%B0%E8%8E%8A%E8%81%AF%E5%90%88%E8%BE%A6%E5%85%AC%E5%A4%A7%E6%A8%93%E8%BB%8A%E8%BC%9B%E9%80%B2%E5%87%BA%E7%A4%BA%E6%84%8F%E5%9C%96.JPG
https://www.archives.gov.tw/UserFiles/file/%E8%A1%8C%E6%94%BF%E9%99%A2%E6%96%B0%E8%8E%8A%E8%81%AF%E5%90%88%E8%BE%A6%E5%85%AC%E5%A4%A7%E6%A8%93%E8%BB%8A%E8%BC%9B%E9%80%B2%E5%87%BA%E7%A4%BA%E6%84%8F%E5%9C%96.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