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5-9-1: 國中學生商業類職涯試探活動計畫  

實際內容：於 105年 11月 17日(星期四)上午 10時辦理「臺南一區聯合辦理國中學生職涯試探活動」

說明會，向復興國中、仁德國中、大灣高中附設國中、永仁高中附設國中、安南國中、中山國中、新

興國中、歸仁國中、安順國中、市立文賢國中、大成國中、南寧高中附設國中、安平國中、金城國中

合計 14所國中，介紹長榮女中、慈幼工商、臺南高商、亞洲餐旅、光華高中、臺南海事六間學校試

探活動內容，進行問題討論及意見交流，於 105年 12月 14、15日(星期三、四) 辦理第一場，106年

05月 24、25日(星期三、四) 辦理第二場，106年 7月 6、7日(星期四、五)辦理第三場。 

活動進度：105年 12月 14至 15日聯合辦理國中學生職涯試探活動，共計有 14所國中、6所高中職、

1032位師生參與，學生對本次職涯試探活動課程的整體感覺滿意度達 93%；106年 5月 24至 25日共

1002人參與，學生對本次職涯試探活動課程的整體感覺滿意度達 95%；106年 7月 6至 7日共 61人

參與，學生對本次職涯試探活動課程的整體感覺滿意度達 98%，有效協助國中學生提早了解自己性向

並對未來選擇高中或高職有更清楚方向及概念。 

1. 詳細執行內容 

(1)第一場 

a.辦理時間：105年 12月 14、15日(星期三、四) 8:00～16:30。 

b.活動行程：  

期程 活動內容 時  間 地        點 
主持

單位 

上午 

報到相見歡 8:00～8:30 由國中出發前往高中職校(上午) 

如下

表列

高中

職 

開訓 8:30～8:40 在高中職校(上午)報到 

體驗活動 

(如下表列) 
8:40～11:30 高中職校(上午) 

車程 11:30～12:00 國中生出發前往高中職校(下午) 

下午 

中餐午休 12:00～13:00 高中職(下午)負責中餐 

開訓 13:00～13:10 在高中職校(下午)報到 

體驗活動 

(如下表列) 
13:10～16:00 高中職校(下午) 

車程 16:00～16:30 由高中職校(下午)出發返回國中 



 c.活動地點：合作國中每日活動地點如下表 

試探職群(科) 
活動地點 

(高中職校) 

12/14(三) 12/15(四)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家政群、餐旅群 長榮女中 
復興國中 

仁德國中 

大灣國中 

安南國中 

大成國中 

南寧國中 

安平國中 

金城國中 

電機與電子群、商業與管理

群、食品群、動力機械群 
慈幼工商 

大灣國中 

安南國中 

復興國中 

仁德國中 

安平國中 

金城國中 

大成國中 

南寧國中 

觀光科、廣設科、商經科 臺南高商 
中山國中 

新興國中 

安順國中 

文賢國中 

復興國中 

仁德國中 

安南國中 

永仁國中 

多媒體設計科、餐飲管理科 光華高中 
安順國中 

文賢國中 

中山國中 

新興國中 

安南國中 

永仁國中 

復興國中 

仁德國中 

餐旅群、食品群 亞洲餐旅 
大成國中 

南寧國中 

安平國中 

金城國中 

中山國中 

歸仁國中 

安順國中 

文賢國中 

機電科、養殖科、商經科、

電子科、食品科 
臺南海事 

安平國中 

金城國中 

大成國中 

南寧國中 

安順國中 

文賢國中 

中山國中 

歸仁國中 

(2)第二場 

a. 辦理時間：106年 05月 24、25日(星期三、四) 8:00～16:30。 

b. 活動行程： 

 5/24(三) 5/25(四) 

8:30-11:30 

教室 A 

課程：觀光科-飲調服務 

講師：劉清華主任 

教室 B 

課程：商管群-投資理財 

講師：陳坤德組長 

 

教室 A 

課程：商管群-門市服務 POS系統 

講師：陳坤德組長 

教室 B 

課程：廣設科-創意造型 

講師：徐閣良老師 

 

13:00-16:00 

教室 A 

課程：觀光科-飲調服務 

講師：劉清華主任 

教室 B 

課程：商管群-投資理財 

講師：陳坤德組長 

教室 A 

課程：商管群-門市服務 POS系統 

講師：陳坤德組長 

教室 B 

課程：廣設科-創意造型 

講師：莫嘉賓主任 

(3)第三場 

a. 辦理日期：106年 7月 6日(星期四) 8:10~16:00、106年 7月 7日(星期五)  9:10~16:30。 

b. 活動行程： 

106年 7月 6日(星期四) 8:10~16:00 

時間 課程內容 主持人/授課講師 地點 

8:10~8:30 報到  第一會議室 



8:30~8:40 開幕式  第一會議室 

8:40~9:30 技職科系介紹 徐閣良老師 第一會議室 

9:30~12:00 
設計群-數位攝影(A組) 孫聖和老師 攝影教室 

餐旅群-飲調服務(B組) 蔡宜紋老師 飲調教室 

12:00~13:30 午餐午休 第一會議室 

13:30~16:00 
餐旅群-飲調服務(A組) 蔡宜紋老師 飲調教室 

設計群-數位攝影(B組) 孫聖和老師 攝影教室 

106年 7月 7日(星期五) 9:10~16:30 

時間 課程內容 主持人/授課講師 地點 

9:10~9:30 報到  第一會議室 

9:30~12:00 
餐旅群-烘焙實作(A組) 陳坤德組長 烘焙教室 

設計群-創意造型(B組) 莫嘉賓主任 第一會議室 

12:00~13:30 午餐午休 第一會議室 

13:30~16:00 
設計群-創意造型(A組) 莫嘉賓主任 第一會議室 

餐旅群-烘焙實作(B組) 陳坤德組長 烘焙教室 

16:00~16:30 閉幕-頒發研習證書  第一會議室 

 

2. 推動過程 

1.辦理「臺南一區聯合辦理國中學生職涯試探活動」說明會 

(1)說明會目的： 

1.向合作國中說明職涯試探活動辦理及合作模式。 

2.高中夥伴學校向合作國中介紹各校試探活動內容。 

3.合作高、國中端問題討論及意見交流。 

(2)說明會時間：105年 11月 17日(星期四)上午 10時。 

(3)與會人員： 

a.合作高中：長榮女中、慈幼工商、臺南高商、亞洲餐旅、光華高中、臺南海事承辦活動主任或

組長。 

b.合作國中活動承辦主任或組長。 

(4)說明會地點：光華高中(召集學校)。 

2.臺南一區聯合辦理國中學生職涯試探活動 

(1)活動協辦/合作學校：長榮女中、慈幼工商、臺南高商、亞洲餐旅、光華高中、臺南海事承辦

活動主任或組長。 

(2)參加對象：臺南市合作國中：復興國中、仁德國中、大灣高中附設國中、永仁高中附設國中、

安南國中、中山國中、新興國中、歸仁國中、安順國中、市立文賢國中、大成國中、南寧高



中附設國中、安平國中、金城國中合計 14所國中。每校每日最多 40人(1車)。 

(3)辦理方式：合作學校在定期的自主管理會議中同時召開活動前籌備工作協議，規劃活動時間、

參與國中端學校及各校詳細職涯試探課程內容與活動行程，接著發文到臺南市教育局轉發給國

中端，透過國中輔導室協助學生的報名。 

3. 成果績效 

(1) 量化分析：105年 12月 14至 15日聯合辦理國中學生職涯試探活動，共計有 14所國中、6所高

中職、1032位師生參與，學生對本次職涯試探活動課程的整體感覺滿意度達 93%；

106年 5月 24至 25日共 1002人參與，學生對本次職涯試探活動課程的整體感覺滿

意度達 95%；106年 7月 6至 7日共 61人參與，學生對本次職涯試探活動課程的整

體感覺滿意度達 98%，有效協助國中學生提早了解自己性向並對未來選擇高中或高職

有更清楚方向及概念。 

(2) 質性分析：聯合辦理國中學生職涯試探活動課程，如下表。參與學生皆反應對職業課程有更進一

步的了解與認識。 

高中職端學校 群科體驗內容 

長榮女中 
家政群：翻轉美肌(美膚)、快樂彩繪師(美顏)、洗髮按摩舒壓體驗(美髮) 

餐旅群：超級服務員(餐旅服務)、飲調小達人(調飲) 

慈幼工商 

商業與管理群：電腦商業文書處理實作 

電機與電子群：電腦網路線製作 

食品群：烘焙體驗 

動力機械群：汽機車維修保養 

臺南高商 

餐旅群：飲料調製 

商管群：投資理財、門市服務 POS實作 

設計群：創意造型、攝影課程體驗 

光華高中 
餐飲管理群：巧手做料理 

設計群：3D著色畫 

亞洲餐旅 餐管科：飲料調製、烘焙實作、廚藝製作 

臺南海事 

機電科：太陽能模組實作 

養殖科：海中貝果凍蠟實作 

商經科：馬克杯設計實作 

電子科：電路板實作 

食品科：食品烘焙實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