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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私立慈濟高級中學 103 學年度生涯發展教育活動 

－職業達人分享實施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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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 103 學年度生涯發展教育實施計畫。 

二、 目的 

(一) 激發學生對生涯的覺察與試探，發展生涯規劃的能力。 

(二) 協助學生建立正確的工作價值和高尚的職業道德，以開創幸福人生。 

三、 辦理單位： 

(一) 主辦單位：輔導室 

(二) 協辦單位：各班導師 

四、 辦理時間：104 年 04 月 15 日(三)13:15~15:05 

五、 實施對象：本校國一、二各班 

六、 實施方式 

(一) 活動地點：各班教室。 

(二) 師資及人力安排 

1. 國一各班：由各班導師邀請班級學生家長、慈誠懿德爸爸媽媽或社區人士現身

說法，分享自身職業經驗。 

2. 國二班級：由輔導室於 1/28 技藝教育課程說明會同時調查學生有意進一步認識

之職業（3~5個），再由輔導室針對最多人選擇的職業中選取七項主題邀請講師，

最後由國二學生自行選填志願，輔導室依志願序安排當日聆聽場次及地點。 

3. 活動當天邀請高三繁星上榜學生，安排每間教室各一位擔任導師的助理員，適

時協助攝影、講師接送等工作。 

(三) 行程安排 

1. 國一導師於 3/20 前確認班級職業經驗分享人選，並與講師溝通分享紛向，俾利分

享人及早準備。 

2. 活動前一週國一導師再次邀請分享人，說明活動時間、性質、目的、講題內容、

流程及注意事項，並告知活動地點及迎接方式。 

3. 各班導師於活動當日早上至輔導室領取講師鐘點費、空白領據、結緣品(建議導師

另可請同學自製感恩卡一併致贈-參考附件四)、活動海報。 

4. 分享活動進行中請學生擔任人文真善美協助記錄，國一各班安排 4 位學生擔任小

記者，2 位以文字報導方式重點記錄該班活動過程(一位講師 250 字)，4/16(四)中

午前連同成長護照繳回（認證校園報導 2 小時）；另 2 位則為攝影志工，自備相

機紀錄活動過程，當天放學前先將照片繳交至輔導室，另於 4/16(四)上午 8:30 前

從自己的照片選 5 張寫圖說，認證志工時數 2 小時-須準時繳交才有!)。撰寫優良

者將摘要納入新聞稿中喔！ 

5. 分享活動結束後請分享人填寫領據(4/15 當日繳回)，學習單由國一各班導師收齊

(國二由各組負責之導師收齊)，各挑選 3 張班級優秀學習單於 4/17 放學前一起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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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輔導室資料組。 

(四) 分享內容建議：（視各班需求及家長本身經驗彈性調整） 

1. 職業選擇因素、資格條件、應徵準備、工作內容（含工作時間、休假福利、升

遷、退休）、壓力、所需人格特質、興趣等。 

2. 職業生涯甘苦談（含求學或求職歷程、家庭工作互動、人生跑道轉換等）。 

3. 對同學的期許及建議。 

4. 請導師安排流程時務必留時間讓學生與講師互動交流，並趁記憶猶新完成學習

單。 

(五) 其他注意事項 

1.避免負面情緒性批判、抱怨，從正面、溫馨、鼓勵的方式來啟發同學為宜。 

2.注意時間的掌握，可預留少許時間供學生與講師互動交流。 

七、 經費來源：本活動所需經費共計壹萬伍仟捌佰元整，由輔導室年度預算 103712050-03-03

項下支出。經費概算表如附表一。 

八、 本計畫經導師會報討論，陳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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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2

 

 

 

 講師：＿＿＿＿＿＿（職業：＿＿＿＿） 講師：＿＿＿＿＿＿（職業：＿＿＿＿） 

經歷   

工作內容

與環境 

  

職業特色 

  

勝任職

業條件 

特質 or 態度： 

 

能力/專長： 

特質 or 態度： 

 

能力/專長： 

我的 

心得 

☺至少 50 字，多多益善! ☺至少 50 字，多多益善! 

 

2. 我國三時（請勾選）□想 □有可能 □不想(若不想則以下免勾選)選擇技藝教育

課程，我希望可以再試探…(請勾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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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2  

 講師一：＿＿＿＿＿＿（職業：＿＿＿＿） 講師二：＿＿＿＿＿＿（職業：＿＿＿＿） 

經歷 

  

工作

內容

與環

境 

  

勝任

職業

條件 

特質 or 態度： 

 

能力/專長： 

特質 or 態度： 

 

能力/專長： 

我的

心得 

☺至少 30 字，多多益善! ☺至少 30 字，多多益善! 

 我國二至校外參訪時希望可以再深入試探…（請寫出志願序 1、2、3…） 

□外語群(包含應用外文科英文組及日文組)  □餐旅群(包含餐飲管理科、觀光事業科) 

□商管群(包含商業經營科、國際貿易科、會計事務科、資料處理科、電子商務科、流通管理科、

航運管理科、農產行銷科、不動產事務科、水產經營科、文書事務科) 

□家政群(包含家政科、服裝科、幼兒保育科、美容科、時尚模特兒科、流行服飾科、時尚造型科) 

□設計群(包含美工科、陶瓷工程科、室內空間設計科、圖文傳播科、金屬工藝科、家具設計科、

廣告設計科、多媒體設計科、室內設計科、家具木工科) 

□化工群(包含化工科、紡織科、染整科、環境檢驗科) 

□電機電子群(包含電機科、控制科、冷凍空調科、資訊科、電子科、航空電子科、電子通信科) 

□動力機械群(包含汽車科、重機科、飛機修護科、動力機械科、農業機械科) 

□土木與建築群(包含土木科、建築科、消防工程科、空間測繪科) 

□機械群(包含機械科、模具科、製圖科、電腦機械製圖科、鑄造科、板金科、機械木模科、機電

科、生物產業機電科、配管科) 

□藝術群(包含戲劇科、音樂科、舞蹈科、美術科、影劇科、西樂科、國樂科、電影電視科、表演

藝術科、多媒體動畫科、時尚工藝科) 

□食品群(包含食品加工科、食品科、水產食品科、烘焙科) 

□農業群(包含農場經營科、園藝科、造園科、森林科、畜產保健科、野生動物保育科) 

□海事群(包含水產養殖科、漁業科) 

□水產群(包含航海科、輪機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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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邀請卡、感恩卡範例 

(背面可請學生手工美編，或請全班簽名。) 

 

 

附件五-國二志工招募 

104.04.15 有志工認證唷☺

 

 

 

 



輔導室
文字方塊



輔導室
文字方塊



輔導室
文字方塊



輔導室
文字方塊



輔導室
文字方塊

輔導室
文字方塊

輔導室
文字方塊



輔導室
文字方塊

輔導室
文字方塊



輔導室
文字方塊

輔導室
文字方塊

輔導室
文字方塊

輔導室
文字方塊



輔導室
文字方塊



輔導室
文字方塊



輔導室
文字方塊



輔導室
文字方塊









生涯夢無限 行行出狀元   

臺南慈濟高中國一二職業達人分享活動 

紀錄:黃千娟於 2015/04/16  PM 05:46 

 

    4月15日下午臺南慈中校園十分熱鬧，歡迎的掌聲此起彼落迴盪在國一二教

學區，這兩節課站在台上的不是平時穿著學校制服的老師，而是同學的家長、班

級慈誠懿德，或是從不同服務單位來的講師、主管；講授的不是課本上的知識，

而是幫助孩子們探索工作大未來的職場萬花筒。 

 

    國二感恩劉家秀同學為了這場講座，當天午休興奮到睡不著，因為即將認識

的職業是「新娘秘書」，再加上她對美容、設計這方面很有興趣，光想像可以見

識到很多有關於化妝、打扮等等的介紹，家秀就會不由自主地微笑。新娘秘書

Zora老師分享，這份工作不只是幫新娘、新郎化妝或頭髮造型，還有更多事情，

像是事前造型的溝通與試妝、婚前提醒、簽合約、定期採購化妝品跟保養品、回

覆客戶的信件等，工作時間和作息也要配合客戶需求，還要全臺灣跑透透，有可

能今天在高雄隔天卻得奔到臺北。這讓家秀在大開眼界之餘，更立志要成為一位

專業又快樂的新娘秘書！ 

 

    國一協力、互愛班邀請到慈愛動物醫院副院長鄭文欽先生，他分享了獸醫師

服務領域；但不管從事哪一方面，他告訴學生一定要有「三心二力」：愛心、耐

心、決心，以及溝通親和力、邏輯推演能力。要把動物們當作家人、朋友一樣來

憐惜、疼愛，更重要的是對所有生命的熱愛，不因為是動物而輕忽其生命。無論

是天上飛的、地上爬的，甚至12生肖中除了龍之外獸醫都有可能遇到，而且常要

面臨被患畜攻擊的風險，但鄭先生認為，既然已經選擇了這個工作，就要把它做

好。國一協力班林品憲同學說，原來看似單純的動物醫生，不管是在課業上，或

是對生命的熱忱、對專業知識的投入，都必須全心全力，堅信與堅持自己的使命，

更看見了一份職業偉大的地方。 

 

    在國二包容教室分享的是大億麗緻酒店的副主廚廖曉明先生，他在分享中感

受到學生的認真與熱情。國二知足柯懷淳同學聽完分享特地請廖先生在筆記上簽

名，讓廖曉明開心地說：「這是人生中第一次有人找他簽名！」而國一包容家長

林冠州爸爸也提到，感恩導師的邀請讓他有機會來分享，不只對學生而言是很棒

的試探，對家長來說更是寶貴的經驗。 

 

    本次活動講師任職領域包含獸醫師、建築師、社工、美工設計師、社區大學

主任、飯店經理與副主廚，以及傳統產業－棉花業中盤商、裁縫師，或是科技日



新月異的新興行業－網購顧問、專利工程師，帶給人美好與幸福的新娘秘書、美

容師等，共計26位講師。讓國一二學生了解職場現況的同時，更透過職業達人們

求學和求職歷程的點滴，引導學生積極、正向的人生價值觀。在強調「成就每一

個孩子」的理念下，無論是興趣的探索，擴大對工作世界的了解，或人生道理的

學習，導師們的用心安排都是期待學生能體會：職業無貴賤，行行出狀元，用心

做小事，夢想在眼前！ 

 

 

  

唉呀！熱愛動物的鄭文欽先生，竟將他的

寵物帶出來，馬上造成小轟動!鄭先生更

順便介紹常見家庭寵物照護的常識，讓學

生收穫良多。 

 

 

  

楊春全主任分享牙體技術科是透過技

術、藝術與學術整合教學！ 

 

撰文者：施采屏 

圖：黃文雅、國一協力呂冠瑾 

報  導：臺南慈中中學部輔導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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