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南市私立慈濟高級中學國中部 103 學年度生涯發展教育 

－國二社區高職參訪暨體驗學習活動實施計畫 

一、 依據 

(一) 教育部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重大議題（生涯發展教育）。 

(二) 教育部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生涯發展教育及國中技藝教育相關經費作業

原則。 

(三) 本校生涯發展教育年度實施計畫。 

二、 目的 

(一) 透過實地體驗活動、高職參訪，瞭解不同職群的學習主題與未來進路，以利九年級

選修技藝教育課程及未來生涯發展與進路選擇之參考。 

(二) 協助學生擴展生涯發展境界和信心，進而展開學習途徑。 

三、 辦理單位 

(一) 主辦單位：輔導室 

(二) 協辦單位：教務處、台南應用科技大學、光華高中、慈幼工商 

四、 辦理時間：103 年 10 月 24 日(五)7:20～17:10 

五、 實施對象：本校國二全體學生 

六、 活動內容及流程： 

(一) 參訪模式：依據活動前選填志願結果，以組為單位(上午每組不超過 30 人、下午每

組不超過 24 人)，安排導師、輔導教師並邀請八年級各班慈誠懿德爸爸媽媽隨隊；

本活動同時結合技職策略聯盟所辦理之體驗學習活動（台南應用科技大學），擴大學

生探索範圍。以下將形成分為上午及下午 

1. 上午(參訪地點：台南應用科大) 

組別 08:00~10:30 10:50~11:30 11:30~12:00 12:10~13:00 

1 藝術群-美術-『版畫』美術實務教學課程 

校園巡禮 
學習單撰

寫、省思 

用餐後分為

下午參訪組

別，啟程至

下午餐訪學

校，學生於

車程中午休 

2 藝術群-舞蹈-〈天羅地網〉肢體韻律體驗 

3 藝術群-音樂-欣賞電影配樂製作影片 

4 外語群-〈English-talk〉闖關遊戲 

5 設計群-簡易立體花器或動畫片製作體驗 

6 餐旅群 1-房務實習及口布摺飾 

7 餐旅群 2-大地遊戲及運動休閒體驗 

8 食品群-烘焙 

9 
家政群 2-皮雕手環及蝶谷巴特飾品 DIY

實作體驗 

10 
商管群-體驗股票投資及 DISC 人格特質

測試 

 

 



2. 下午(1)光華高中-共 19 節課 

組別 13:00~13:45 13:45~15:00 (1.5節課) 15:10~16:20 (1.5節課) 16:40~ 

1 

職群簡介 

(莉玲主任) 

商管職群職業技能探索- 

資訊應用達人(南南) 

餐旅職群職業技能探索— 

烘焙實作體驗(珮真) 

賦歸 

2 
家政職群職業技能探索- 

時尚達人(品嘉) 

餐旅職群職業技能探索— 

飲料調製實作體驗(靜儂) 

3 
餐旅職群職業技能探索—

飲料調製實作體驗(靜儂) 

商管職群職業技能探索- 

資訊應用達人(南南) 

4 
餐旅職群職業技能探索—

烘焙實作體驗(珮真) 

家政職群職業技能探索- 

時尚達人(品嘉) 

5 
設計職群職業技能探索—

電腦繪圖實作體驗(仁傑) 

家政職群職業技能探索- 

飾品實作體驗(婉玲) 

6 
家政職群職業技能探索- 

飾品實作體驗(婉玲) 

設計職群職業技能探索— 

電腦繪圖實作體驗(仁傑) 

3. 下午(2)慈幼工商-共 15 節課 

組別 13:20~15:50 (3 節課) 16:00~16:30 16:40 

7 汽車科 

撰寫學習單，觀賞參訪學校簡

介(敬請訪學校提供場地) 
賦歸~ 

8 烘焙科 

9 電機、電子科 1 

10 電機、電子科 2 

11 電子商務科 

 

(二) 職群試探及參訪進行方式：高職科系及課程簡介、參觀場地設施、實地操作或教學、

學習單撰寫及心得分享。 

七、 預計成效： 

(一) 藉由職業學校參觀訪問，使學生瞭解職業學校科系內容，以及必備知識與技能。 

(二) 結合生涯發展教育課程，幫助學生認識各行各業，以擴展生涯發展境界和信心，進

而展開學習途徑。 

八、 行前籌備規劃 

(一) 本活動由輔導室統籌、教務處協助課務調動，於 10 月初即發下活動通知單，活動前

兩天運用早自修最後一節辦理學生行前說明會，說明本活動流程以及目的，並為技

藝教育學程鋪路，讓孩子更重視本次的試探活動、更用心記錄活動心得。 

(二) 由輔導室邀約家長志工，而導師協助邀約各班慈誠懿德，讓家長與慈懿能一同參與 

(三) 輔導室於活動前兩週結合國二導師會議，辦理工作人員說明會，納入其他處室相關

人員支援。 

(四) 由於活動當天均為正式課程，教務處將協助調整課務，將國二導師當天課務由其他

國二任課教師調、代課承擔。而相關鐘點費將以實際授課時數計算。 

九、 本活動經費共計拾萬零肆仟陸佰元，由校內預算編號 103712050-03-04 項下支出，經費



概算表詳如附件 1。 

十、 本計畫經學校生涯發展教育工作執行委員會及導師會議討論，陳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

時亦同。 

 

附件 1 

八年級社區高職參訪活動經費概算表 

項目 單位 單價（元） 小計 說明 

業務費 

鐘點費 34 節 400 13,600 
支付給參訪高職講師(僅光華

19 節、慈幼 15 節) 

交通費 8 輛/趟 5500 44,000 依實核銷 

活動材料費 230 份 200 46,000 依實核銷 

雜支   1,000 
用於購買參訪學校承辦人之

結緣品。 

總計 104,600 

 



附件 2 

103 學年度國二社區高職參訪暨體驗學習活動 

職群試探調查表 

親愛的國二同學們： 

輔導室將於 10/24(五)，也就是第一次段考後舉辦社區高職參訪暨體驗學習活動，

期待藉由職業學校參觀與實際操作，使各位瞭解職業學校科系學習內容，以及未來出

路與發展，拓展生涯視野，開啟無限可能！ 

以下為活動當天參訪學校會安排的職群分類，請各位同學依你的喜好，在以下欄

位中填入你的志願順序（不限個數，但請努力選填至少五個），由於各職群可供試探人

數有限，輔導室會盡量依你所選擇的第一志願來安排。 

另外，當天上下午各安排體驗一個職群，所以除了你的第一志願職群外，輔導室

會再搭配一個職群讓大家試探（不一定是你最有興趣的），期待同學們都能把握所有試

探及學習的機會，為自己的夢想鋪路吧！ 

 未繳交本調查表者，視同放棄選擇權利，將全權由輔導室安排試探職群！請同學務

必準時繳交～ 

編號 職群/類 相關活動或類科 志願序 

1 動力機械群 汽車修護體驗  

2 電機與電子群 電機、電子實作體驗  

3 藝術群 1 美術類：『版畫』美術實務教學課程  

4 藝術群 2 音樂類：欣賞電影配樂製作影片  

5 藝術群 3 舞蹈類：〈天羅地網〉肢體韻律體驗  

6 家政群 時尚達人、皮雕手環及蝶谷巴特飾品 DIY  

7 商業與管理群 電子商務或體驗股票投資及 DISC 人格特質測試  

8 設計群 電腦繪圖、簡易立體花器或動畫片製作體驗  

9 餐旅群 飲調、房務實習及口布摺飾、大地遊戲及運動休閒體驗  

10 外語群 〈English-talk〉闖關遊戲  

11 食品群 烘焙實作體驗  

填表人： （簽名） 班級： 座號： 

 

 

 

 



附件 3 

103學年度國二社區高職參訪暨體驗學習活動家長同意書 

親愛的家長您好： 

從孩子一落地，每位家長就投入了無數的心力，提供大量的教育資源，希望孩子健康成長、快樂

學習，並能選擇最適合的發展方向，逐步實現自己的理想。現在的教育體系提供了多種管道供孩子們

選擇，相信家長們都與我們一樣，期待每個孩子都能擇其所愛、樂其所擇，悠遊於符合自己性向與興

趣的天地中，盡情展現長才，發揮光熱，成為各行各業的翹楚。 

當然在做選擇之前，我們要提供機會讓孩子們去試探、了解自己的各種可能性，輔導室在此熱情

邀請家長們與教師一同成為孩子適性發展最大的支持者！ 

 活動目的 

1. 藉由職業學校參觀訪問，使學生瞭解職業學校科系內容，以及必備知識與技能。 

2. 幫助學生認識各行各業，以擴展生涯發展境界和信心，進而展開學習途徑。 

 活動時間：103年10月24日(五)7:20~17:10 ※請務必於7:20集合完畢！ 

 活動地點：臺南應用科技大學、光華高級中學、慈幼工商 

 活動內容說明 

1. 高職科系及課程簡介。2.參觀學校場地設施。3.實地操作體驗或教學。 

4.綜合座談暨心得分享。 

 服裝：體育服、白襪、白球鞋。 

 攜帶物品：學校雙肩背包、餐袋（含環保碗、筷、杯）、筆、筆記本、手帕、個人藥品、健保卡 

 注意事項 

1. 輔導室將於103.10.21(二)早自修辦理學生行前說明會，屆時會詳細說明本活動用意，並再次叮嚀

相關事項。 

2. 本活動視同正課，除有特殊原因外（請依正常程序請假），每位學生皆須參加。 

3. 勿帶葷食、貴重物品或與本活動不相關之物品。所有行為規範均與在校相同，違者依據校規加重

處理。 

4. 由於活動時間限制，安排上無法讓學生體驗職群都是自己有興趣的，請您站在學習的角度，鼓勵

孩子把握每次探索的機會，感恩！ 

5. 本單背面附件為學生於活動後須撰寫的學習單題目（簡略版，屆時發下學習單為A4尺寸），學生

當日完成後由家長簽名（當然更歡迎給孩子幾句鼓勵的話！）繳回給導師，由導師審閱後交回輔

導室，輔導室將優秀作品建檔後發還學生，請學生自行納入生涯檔案中。 

6. 若有任何疑問，歡迎洽詢，承辦單位聯絡電話：輔導室資料組長 施采屏 (06)2932323轉501。 

……………………請沿線剪下本回條於 10/8(一)中午前交給輔導股長…………………… 

103學年度臺南市慈濟高中國二社區高職參訪暨體驗學習活動家長同意書 

茲同意臺南慈濟高中國中部二年級      班，學生          參加社區高職參

訪暨體驗學習活動，並願意遵守所有學校要求之規範，且願意聽從師長之教導，違者依校規處理。 

此致  臺南市私立慈濟高中 



附件 4 

臺南市私立慈濟高級中學國中部 103學年度生涯發展教育活動 

－八年級社區高職參訪學習單（家長參閱版） 

班級：國二＿＿＿＿班   座號：     姓名： 
 
一、 請摘要記錄你今天的上課內容吧！如果表格空間不夠用，可以使用背面。（★紀錄得愈

用心，對你未來面臨抉擇時的參考價值就愈大唷！） 

學校／科別 學習內容 

1. 課程內容：基本電學、電子學、電工機械、數位邏輯、相關實習課程等。 

2. 升學方向：可往四技二專發展，分為電機類和資電類，前者包含電機工程系、能源與冷

凍空調工程系等；後者有資訊工程、多媒體與遊戲發展科學系等。 

3. 未來出路：可進入資訊科技公司從事安裝、測試、檢驗、程式設計、網路管理等工作。 

4. 感想：我很喜歡玩電腦遊戲，聽到唸這個未來可能可以開發相關軟體時很興奮！但聽講

師介紹後覺得學習內容似乎好複雜喔…我對數理又不熟～我還是再試試其他類科好了！ 

 

 

二、 如果有機會讓你去訪問你所試探類科的學長姐或相關職業人員，你會想問他那些問題？

（多多益善！） 
 
三、 除了本次參訪的職群之外，你未來還想對哪些職業類群有深入的了解？（輔導室及導師

會努力依據多數同學的建議來規劃下學期的生涯發展相關活動唷～） 

 

 

 

 

 

 

 

 



參訪名牌範例(學生) 

 

 

參訪名牌範例(隨隊人員) 

 



1 

臺私立慈濟高級中學 103學年度生涯發展教育 

國二社區高職參訪暨體驗學習活動成果表 
辦理日期 103.10.24(五) 辦理地點 臺南應用科技大學、光華高中、慈幼工商 

參加人數：230位學生、16位教師、2位懿德媽媽、4位家長志工 

活動內容簡介 

【適性學習展自信，技職參訪拓視野】 

為協助學生了解個人興趣、拓展未來可能性，臺南慈中於 10月 24日辦理國二社區高職

參訪，與光華高中家政、餐旅、商管、設計群等 6種課程，以及慈幼商工動力機械、電機電

子、烘焙等 5科合作，結合台南應用科技大學「技職校院策略聯盟」之九種不同專長特色類

群，讓學生認識不同職群的學習主題及職場特質，在實作中發現一技之長的重要與樂趣！ 

期待每位學生都能試探到最有興趣、最適合個人性向的職群，輔導室於國一上學期安排

生涯講座，介紹高職、五專不同職群的學習內涵；國一下學期安排職業達人分享，邀請各行

業家長或慈誠懿德現身分享職業甘苦；而本學期初則進行試探志願調查，讓學生能依自己對

職群的了解以及喜好進行選擇，再由輔導室依每位同學的志願序，安排本活動上、下午兩個

試探職群。 

去年曾帶給同學們許多歡笑與深刻學習的台南應用科大應用英語科馬龍老師，今年再度

於外語職群登場，不同的活動讓孩子們體驗生活中的英語會話，但樂趣與驚喜依舊；在「發

揮想像力」、「關鍵字編故事」活動中處處可見孩子們的創意與奇想。其中國二合心班柯孟萱

同學分享，會選擇外語群是因為慈小英語課張紹元老師的啟發，加上現在慈中曾郁佳老師的

接力，讓自己對於這堂課的興趣不只因為它是課程的一環，更是人生中必備的能力，和增加

生活樂趣的方式之一。在這次的體驗學習中，馬龍老師提醒了一件事讓孟萱非常認同：很多

人都害怕說錯而不說，其實只有一個方法讓我們永遠都不會錯，那就是永遠都不說，但是同

樣的，不說就都沒有學習、更沒有成長。只要我們願意說，當發現說錯了，就是進步的開始。 

在慈幼工商體驗動力機械群的國二善解劉庭瑋同學於學習單心得上寫道：「本來以為修理

汽、機車只要用力就好了，可是今天才發現還要有專業的技術。」謝明儒老師用充滿鄉土味

的方式，讓 21位國二男生體驗到學習汽機車修護在生活中的方便與實用。從最開始教導如何

牽機車、將機車立起來，謝老師特地找了看起來身材比較嬌小的同學來示範，證明只要用對

方式，誰都可以做到！ 

本活動總共 230位學生、16位教師、2位懿德媽媽參與，更特別邀請輔導室 4位國中部

家長志工協助攝影，讓家長有機會參與孩子的體驗過程。國三和氣吳嘉豪家長沈碧娟媽媽今

年第二次擔任隨隊人員，雖然孩子不在這一屆，但仍特地排除萬難、熱心參與，為孩子們的

適性發展留下最真實、豐富的紀錄。碧娟媽媽分享，每年參與都有不同驚喜，去年看見孩子

在校外的人文展現，今年則感受到孩子們動靜皆宜的活力與熱情。 

課本外的學習內容與環境，讓孩子探索人生方向，更讓孩子看見不同職業的服務精神與

態度，可說是無形的生命教育課程。透過輔導室安排的生涯試探活動，家長、教師陪伴孩子

找到學習目標；當孩子們知道自己為何而學，對未來更有希望感，相信每天都會是夢想起飛

的時刻！ 

撰文：施采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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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照片 

  

臉上的笑容展現完成起酥餅乾後的成就感，在

光華烘焙科試探的孩子們於作品送入烤箱前

開心合影！（沈碧娟攝） 

臺南應用科技大學運動與休閒管理系的大地

闖關遊戲體驗，讓孩子們跑遍整個校園，要休

閒之前可要先培養體力呢！（謝惠雅攝） 

 
 

在臺南應用科技大學餐飲系完成烘焙實作

後，國二包容陳藝綺、林若渝同學舉一反三地

利用時間向曹志雄老師請教，打算未來在家中

自行製作小點心。（洪詩淳攝） 

慈幼工商電機電子群製作警示燈，國二合心黃

嘉揚同學專注地將電阻等零件焊在電路板

上。（施采屏攝） 

  

比力氣更重要的是專業技巧，看似不容易的機

車輪胎，只要抓對訣竅，換起來可以不費力！

（謝惠雅攝） 

雖說愛美是女人的天性，男生做起指甲彩繪可

一點也不馬虎！（沈碧娟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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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應用科技大學生活服務產業學系（原名家

政系）讓孩子們體驗蝶谷巴特，小心翼翼剪下

圖案，彩繪專屬於自己、獨一無二的手提袋。

（劉澤龍攝） 

臺南應用科大馬龍老師所帶領的「發揮想像

力」、「關鍵字編故事」活動中，處處可見孩子

們的創意與奇想。 

  

素描是設計的基礎功夫，老師教導孩子們靜心

看見物品的美，用心描繪。 

光華高中張淑霞校長親自接待，為本校學生說

明技職教育的內容與發展。 

  

參訪美術的學生於結束前開心在臺南應用科

大專業攝影棚中合影留念。 

專業的調飲技術，讓孩子們看得目瞪口呆，才

一會功夫，一隻可愛的小熊就成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