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聖心女中 104學年度高一大學參訪計畫 

105.3.  行政會報通過 

壹、 以終為始 

一、 引發高一學生對於未來生涯的興趣。 

二、 協助高一學生對大學校系及生活有初步瞭解。 

三、 增進高一學生生涯規劃的概念。 

貳、 辦理方式 

一、 辦理時間：105 年 4 月 29 日（五）7：30—4：30(按正常時間上學、放學) 

二、 參訪學校 

1. 國立政治大學：臺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二段 64 號 

2. 私立輔仁大學：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 510 號  

三、 參與人員: 高一各班學生、導師及王嬿蘋老師，共 136 人。 

四、 活動流程 

時間 流程 

7：30 教室集合、準備 

8：00 於學校停車場集合，搭校車出發 

8：00—9：00 聖心→輔大 

9：00—11：45 抵達輔仁大學，進行參觀。 

（參觀路線：） 

11：45—12：45 自由活動 + 自行用餐 

12：45—13：30 停車場集合，輔大→政大 

13：30—15：30 抵達政治大學，進行參觀。 

（學校簡介-全體）（校園參觀-以班級為單位） 

15：30—16：35 政大→聖心 

16:40 放學 

 

參、行動步驟與檢核 

 
事項 

WHAT 

主責 

WH

O 

到期日

DUE 
說明 

檢

核 

1.  聯絡參訪大學、確認行程 蘋 
3/18 

(五) 

1.政治大學：29393091＃62885 

許先生(0937380592、

shengwei@nccu.edu.tw 

2.輔仁大學：29052000#3180 林

 



 
事項 

WHAT 

主責 

WH

O 

到期日

DUE 
說明 

檢

核 

先生（081238@mail.fju.edu.tw） 

2.  視需求行文大學 蘋 
4/8 

(五) 
請雪琴發文 V 

3.  行政會報通過計畫  
4/7 

(四) 
  

4.  聯繫導師、班級相關事項 蘋 
4/15 

(五) 
  

5.  發家長通知函 蘋 
4/13 

(三) 
請各班導師協助發放  

6.  導師調課 安琪 
4/20 

(三) 

4/29 高一停課，各班導師調課、隨

隊。 
 

7.  安排車輛 小陳 
4/15 

(五) 
3 大 1 中  

8.  取消高一用餐 
教官 

佳芳 

4/26 

(五) 
4/29 高一不參與朝會  

9.  準備學校禮物 阿雀 
4/25 

(三) 

２份 
 

10.  參與人員之保險 小潘 
4/25 

(三) 

高一全體學生、三班導師、輔導老

師。共 136 人。  

11.  隨隊、照相、點名 導師 
4/29 

(五) 

 

 

 

肆、 注意事項 

1. 學生服裝：夏季制服、皮鞋或布鞋。服儀整齊。 

2. 學生必備物品：聖心包、文具、筆記本、手機、午餐費用（緊急聯絡與照相用）。 

3. 同學務必謹言慎行，遵守所有校規、維護校譽、認真學習。 



新北市聖心女中 104 學年度高一大學參訪 家長通知函 

親愛的家長，您好： 

令嬡在高一的學習即將進入選組階段，為了協助學生做出適切的選擇，本校將進行了一

系列的量表測驗、生涯輔導課程、大學校系說明等。期望透過課程的安排，協助學生對未來

的生涯選擇有更清楚的認識。同時，為了協助學生更瞭解大學系所，4 月 29 日（週五）輔導

處安排高一學生參訪國立政治大學及私立輔仁大學，以下是參訪活動的相關資訊，請您參考。 

一、時間：105 年 4 月 29 日(週五)7:30—16:30 

二、當日流程： 

時間 流程 

7：30 教室集合、準備 

8：00 於學校停車場集合，搭校車出發 

8：00—9：00 聖心→輔大 

9：00—11：45 抵達輔仁大學，進行參觀。 

11：45—12：45 自由活動 + 自行用餐 

12：45—13：30 停車場集合，輔大→政大 

13：30—15：30 抵達政治大學，進行參觀。 

15：30—16：40 政大→聖心 

16:45 放學 

 

三、相關事宜 

1.參訪學校地址： 

(1)國立政治大學：臺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二段 64 號 

(2)私立輔仁大學：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 510 號  

2.交通、保險由學校統一辦理。 

3.學生服裝：夏季制服、皮鞋或布鞋。 

4.學生必備物品：聖心包、文具、筆記本、午餐費用、手機（緊急聯絡與照相用）。 

5.帶隊老師：王嬿蘋老師、劉芳瑜老師、陳盈盈老師、許子弘老師。 

聖心女中 輔導室 敬上 105.4.13 



高一忠輔大參訪分組名單 

 

路線 A：外語學院、醫學院 路線 B：藝術學院、民生學院 路線 C：管理學院、傳播學院

高一忠 04 王顥潼 高一忠 15 周芸彤 高一忠  01  丁奕馨 

高一忠 05 古昀潔 高一忠 17 林欣潔 高一忠  02  王韋婷 

高一忠 06 白庭萱 高一忠 19 林品臻 高一忠  03  王詠媛 

高一忠 07 朱翊綺 高一忠 21 林詩穎 高一忠  08  江紫婕 

高一忠 09 何文心 高一忠 25 孫鈺瑾 高一忠  10  吳予馨 

高一忠 20 林湘芸 高一忠  29 張珈瑜  高一忠  11  吳沛蓉 

高一忠 22 邱翊珊 高一忠 32 陳靖雅 高一忠  12  吳宜庭 

高一忠 24 孫璦紋 高一忠 34 黃子寧 高一忠  13  李    旂 

高一忠 26 張宇晴 高一忠 35 黃香菱 高一忠  14  杜怡馨 

高一忠 27 張芸禎 高一忠 37 黃薏 高一忠  16  周苡甄 

高一忠 30 張媐涵 高一忠 40 蔡喻安 高一忠  18  林品妤 

高一忠 31 陳巧珮 高一忠 41 蔡韻綺 高一忠  23  柯宣羽 

高一忠 33 游又瑄 高一忠 45 顏銘儀 高一忠  28  張舒涵 

高一忠 36 黃筠瑄    高一忠  42  謝嘉芳 

高一忠 38 楊沁昀       

高一忠 39 葛俐妤       

高一忠 43 顏詠璇       

高一忠 44 顏靖文       

 

   



高一孝輔大參訪分組名單 

 

路線 A：外語學院、醫學院 路線 B：藝術學院、民生學院 路線 C：管理學院、傳播學院

高一孝 03 余欣育 高一孝  08 李右慈  高一孝 01  史榳羽 

高一孝 04 吳語婕 高一孝  09 李汶錡  高一孝 02 印明芸 

高一孝 06 李  心 高一孝  13 李淳羚  高一孝 05  吳筱伶 

高一孝 16 林莉婷 高一孝  18 洪以芳  高一孝 07  李    桐 

高一孝 17 林雅淇 高一孝 20 馬    言  高一孝 10 李佳靜 

高一孝 19 孫子淩 高一孝  25 陳玟蓉  高一孝 11  李玟儀 

高一孝 22 梁詩穎 高一孝  27 陳亮穎  高一孝 12  李若瑜 

高一孝 23 郭葭羚 高一孝  32 陳致宜  高一孝 14  林宜德 

高一孝 28 陳品因 高一孝  35 曾雅淳  高一孝 15  林禹薷 

高一孝 30 陳思云 高一孝  38 黃敏紘  高一孝 21  高    昀 

高一孝 31 陳禹汶 高一孝  40 劉卉瑄  高一孝 29  陳宥安 

高一孝 36 曾馨儀 高一孝  41 鄭詠心  高一孝 33 喬  宓 

高一孝 42 鄧沛渝 高一孝  45 謝誌庭  高一孝 34  曾沛瑄 

   高一孝  46 顏堉潞  高一孝 37  黃思媛 

      高一孝 39  楊知穎 

      高一孝 44 謝聿涵 

 

   



高一仁輔大參訪分組名單 

 

路線 A：外語學院、醫學院 路線 B：藝術學院、民生學院 路線 C：管理學院、傳播學院

高一仁 05 田亞卉 高一仁 02 方昱心 高一仁 01  尹祉甯 

高一仁 06 吳依庭 高一仁  03 王悅穎  高一仁 04  王蕾淇 

高一仁 10 吳璟瑄 高一仁  08 吳若聆  高一仁 07  吳彥儀 

高一仁 11 呂淳羚 高一仁  12 李怡臻  高一仁 09  吳悅珣 

高一仁 13 李逸珊 高一仁  14 李婕宇  高一仁 15  汪香伶 

高一仁 17 林子晴 高一仁  19 金柔含  高一仁 16  易沛恩 

高一仁 24 張育禎 高一仁  21 施淳瑜  高一仁 18  林卉恩 

高一仁 26 張清璇 高一仁  22 施聖璿  高一仁 20  侯玟瑜 

高一仁 29 許涵晴 高一仁  27 張婷婷  高一仁 23  柯宜嘉 

高一仁 33 游千霈 高一仁  28 許家瑜  高一仁 25  張庭芸 

高一仁 34 黃依筠 高一仁  39 潘苡瑄  高一仁 30  許罌文 

高一仁 38 潘予婕 高一仁  41 蔡依琳  高一仁 35  黃侑柔 

   高一仁  43 鄭方殷  高一仁 36  楊子儀 

      高一仁 40  蔡沂倢 

      高一仁 42  蔡雨宸 

      高一仁 44  鄭詠婕 

      高一仁 45 鄭碧玟 

 



















 

104學年下學期  高一大學參訪  

 

  

時間 1050429 地點 輔仁大學 時間 1050429 地點 輔仁大學 

主題 輔大親善大使介紹校園 主題 致贈紀念禮物 

  

時間 1050429 地點 輔仁大學 時間 1050429 地點 政治大學 

主題 輔大校園導覽 主題 政大介紹 

  

時間 1050429 地點 政治大學 時間 1050429 地點 政治大學 

主題 政大校園導覽 主題 政大校園導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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