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當初會想加入技藝班的原因其實很簡

單─就是不喜歡看書！而在與輔導老師、班導

師討論後，覺得自己既然不愛讀書，那就去技藝班試試看，順便學

個一技之長。雖然是去試試看，但我的心態可不隨便，在選擇群科

時，我很認真地思考自己的興趣以及未來的方向，而不是為了應付

老師或家人，畢竟這是我的人生，我得為自己負責。

第一次上技藝班時，技職老師會先講解高職跟高中差別，以及

技藝班未來的升學資訊，接著帶我們認識校園。

我選擇的是汽修科，理所當然一定會碰到油膩的機油或是很髒

的灰塵，雖然之前已作好心理準備，但當自己第一次觸碰時內心是

很抗拒的。隨著時間過去，幾次上課後，我不僅漸漸習慣了髒污的

感覺，反而還會覺得越髒越有成就感。

而當初在進技藝班時，因為知道如果在技藝競賽中能得名，將

來升學時說不定可以上很好的公立高職，因此我的目標就是成為競賽

選手。經過一個學期的努力後，我很幸運的獲選為選手。

選手的集訓時間是利用寒假中的一個禮拜，那一個禮拜天氣非

常冷，也一直下雨，想著同學們窩在暖和的被窩中睡覺，我卻得冒著

雨、受著凍接受訓練，心裡真的很掙扎，也一度想放棄。但這是我自

己想走的路，我就得堅持下去。集訓時，汽修科主任雖然講話很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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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3/28~5/26  依場次

新北醃脆梅DIY(需事先報名)

 鶯歌陶瓷博物館

講座  4/27  10:00~11:00

我和我的冠軍女兒~

微電影看性別平等/張雪芳

新北市立圖書館土城分館

活動  4/22  09:00~16:00

泰國藤球友誼賽暨潑水節

新北市民廣場

電影  4/14  14:00~17:00

電影-王者之劍

新北市立圖書館土城分館

電影  4/21  14:00~17:00

電影-酷寶：魔弦傳說

新北市立圖書館土城分館

電影  4/28  14:00~17:00

電影-金融風暴：大預言

新北市立圖書館土城分館

電影  4/15  14:00~15:30

電影-馬達加斯加

新北市立圖書館板橋分館

電影  4/22  14:00~15:20

電影-舞出自我

新北市立圖書館板橋分館

電影  4/29  14:00~15:30

電影-鞋貓劍客

新北市立圖書館板橋分館

電影  2017/12/31  14:00~15:40

電影-騷莎大塊呆

新北市立圖書館板橋分館

書展  4/21~5/13  8:30~21:00

書展-繪本聯合國

新北圖書館-

土城分館/土城清水/板橋忠孝/板橋浮洲

重
慶
光
彩新北市

重慶國中
106學年度
國中技藝競賽獲獎名單

920 白婕妤 榮獲 第2名 (基礎描繪主題)

913 方麒維 榮獲 第4名 (機車基本維護
主題)

914 鄭博允 榮獲 第5名 （汽車基本維護
主題）

913 葉芝妤 榮獲 第6名 (基礎描繪主題)

910 王玟儒 榮獲 第6名 （電腦資訊應用
主題）

914 黃毓媗 榮獲 第6名 (設計基礎主題)

901 林暉育 榮獲 佳作 (旅館實務主題)

909 莊姍柔 榮獲 佳作 （烘焙主題）

909 葉雯琳 榮獲 佳作 （戲劇主題）

919 謝易君 榮獲 佳作 （戲劇主題）

912 周彩霞 榮獲 佳作 (美髮主題)

919 蘇佑昌 榮獲 佳作 （汽車基本維護
主題）

920 劉弘偉 榮獲 佳作 
(機車基本維護主題)

920 張恩郇 榮獲 佳作 
(機車基本維護主題)

當初想要參加技藝班，是因為想了解與國中課程內容有什麼不同，
我選的群科是新北汽修，因為我從小就有個夢想，想當個修車工；在因
緣際會下，得知了這個課程。

在與父母討論的時候，他們都支持我去參加，但是也都會擔心我的
課業會因技藝班而耽誤到，後來發現，其實擔心都是多餘的。

在技藝班中，指導老師除了會上一些相關的課程，還會帶著我們去
實作，讓我們認識一些從未見過的工具。當對這個職群有興趣，可以選
擇成為競賽選手，成為選手其實並不難，只要上課認真，在寒假時可以
配合集訓，或者有想要往這方面發展的，都有機會成為選手。

培訓時，不再像是平常上課一樣，會發現身旁多了許多不同學校的
同學，他們是代表其他學校的選手，也就是未來你比賽時的對手，所以
要比他們更專心聽。學科的部分，老師
會發下一張250題的題庫，只要在比賽前
把它背熟，就沒問題了。但也因為如此
，學科的分數就一點都不能漏失。

比賽當天，遇見了許多形形色色的人，有的人自信滿滿，有的人手
不離題庫，我不斷的看著題庫，深怕自己會錯上一到兩題。

第一個考試項目就是筆試。每個人都很緊張，包括我也是。再來第
二個項目就是量測。在測量物品時，需要拿著電表，而我手一邊拿著電
表，一邊發抖，最後出來的成績也就不盡理想。最後一個項目就是手做
拆卸。因為是在新北高工考試，所以我們算有主場優勢，考試的物品就
是我們上課時曾拆過的車子，相較於其他選手，我們就顯得相對熟悉。
所以在拆裝完輪胎和來令片後，我發現身邊的其他人都還沒有將輪胎裝
上。我心裡暗自高興得大叫：我說不定有機會可以得名！

經過了漫長的等待，終於公布了成績，我以84.8分的成績拿下了第
五名。剛得知這個消息時，心中忐忑不安的我，高興到睡不著覺。我覺
得自己得名的原因可能是比較熟悉考試的車輛，所以平時上課真的要認
真努力，等到機會來時才能好好把握。

如果學弟妹們想要參加技藝班，或者想靠技藝班升學的，又或者是
不清楚自己到底要不要參加技藝班的，不妨可以多多詢問老師。

一開始，聽說有技藝班，我就蠻想參加的。因為我的成績

並不好，想說給自己一個機會去學習不同的事物。技藝班有很

多群科可以選擇，當初我在表演藝術群與設計群中舉棋不定，

在與父母討論後，決定選擇我較有興趣的設計群。

技藝班每個禮拜指有一堂課，所以每一堂課都要很認真的

上課。如果想成為競賽選手的話，一定要用心完成每一個作品

。當時技職老師要選競賽選手時，我好緊張，原本已為不會被

選上。但那天聽到我的名字出現在選手名單中，我真的好高興

。培訓過程中雖然很辛苦，要不斷的畫同樣的東西，而我只要

看到其他選手的作品就會很緊張，感覺別人好像進步很多，就

只有自己在原地踏步，眼看著競賽日期越來越近，能練習的時

間越來越少，我就心裡就緊張得要命。

競賽當天，我才知道原來有這麼多競爭者，每個選手都很

認真的為即將到來的競賽作準備，就在此時，我發現自己竟然

糊塗到忘了帶手錶了！因為在時間內完成作品，所以競賽時我

不斷加快速度話圖，深怕時間快到了而自己卻未完成，這種緊

張、壓迫的感覺直到比賽結束才得以解脫。

過了幾天，知道自己得名的當下

，我真得很激動！很感謝培訓老師，

有他，我才能學到更多技巧；很謝謝

身邊的同學，有他們的陪伴，我才能

從挫折中站起來；很感謝每週辛苦的

帶隊老師，無論刮風下雨都還是帶著

我們前往職校學習⋯⋯

有興趣加入設計群的學弟妹們，只要用心、認真做好每一

件作品，說不定你也能成為下一個優秀的競賽選手喔。

913 方麒維

機車基本維護主題 第4名 ，不過每句話都講得很重、很嚴肅，讓我們

很有壓力。而術科練習是同校一組一台車輪流練

習，在旁休息的人則利用時間背學科題目。因為

要追求快速拆裝車輛，我們就每天練習拆裝至少

十幾次，在乎著每一次計時的每分每秒，雖然手

指、腰都痠疼到不行，但心裡卻是滿滿的踏實。

到了競賽時，比賽的內容有三項：第一項是從500題題庫中抽50題的

筆試；第二項是測量使用三用電表測電壓、電阻以及用游標卡尺測出驅

動皮帶的寬；第三項是測電動車前輪的鼓煞拆裝。其中第二、三項會測

時間，但並不是快就好，重要的是細節。而在比賽中，我告訴自己穩穩

地來，就算旁邊的考生感覺有多厲害，我都相信只要靜下來，就可以發

揮實力穩穩地過關。最後，我真的得獎了！

我覺得如果你平常就不喜歡讀書、成績不太理想，其實可以去試試

你自己喜歡的群科，多給自己一些不同的路、學點一技之長，技藝真的

會讓你學到很多。如果想當技藝選手，就要全勤認真聽老師講課，多花

點時間在練習上。而除了當選手外，事實上每

個群科學的東西都相當實用，說不定日後在生

活中就能用上了。所以，如果決定要參加技藝

班，就要好好上課，這是你的決定也是你的人

生。

技 職 教 育 專 刊
日本、德國的工藝品質冠於全球；北歐精品深受世人喜愛，其背後都源自對職人培育的重視。其實，讀書並不是唯一的出路，

只要擁有一技之長，加上努力、堅持、熱情與創意，也能創造出一片寬廣的天空。
因此，本期輔訊以技職教育為主，帶你一起進入「我的未來我決定」、「重慶技藝Q&A」、「自己的路自己發明」、「堅持夢

想、彩繪人生」⋯⋯等技職世界。坐穩了嗎?夢想班機即將起飛！

本
期
主
題

914 鄭博允

汽車基本維護主題 第5名

我 的 未 來 我 決 定

920 白婕妤
基礎描繪主題 第2名

給9下的徬徨小生：

王小隸導演：「台灣拍戲的環境愈來愈惡劣，進度趕，也不一定要求品質，但人不是這樣的動物，
人會不滿意自己，會和自己對話。」其實，和你有相似情況的人並不少，也不是只有年輕人才有，只是
有的人處在抱怨的狀態，不滿著這環境有多無聊、這時代有多沒希望，遲遲沒有和自己對話。Amigo真
心為你開始和自己對話感到欣慰、開心，接著讓我們試著從聚焦在徬徨的心情，轉到「能為自己做什麼
」吧! Amigo想到下面三點，你參考看看喔。

◎hold住自己

看著別人，心裡難免會因為不斷比較而緊張、焦慮，久了很容易說出喪氣的
話。這時候讓我們換個方式來內心對話一下吧！每當對自己有些懷疑時，試著這
樣在心裡說：「我在---沒有很好，但我可以/會----」。每次的綜合輔導課、或是
要寫什麼跟自己興趣、能力有關的東西，不要一開始就想「要寫什麼，我就是沒
有興趣」，可以轉乘「我對----可能有一點興趣」、「我會想接觸看看---」，練
習別把話說死了。

◎吸收養分 

讓我們用廣角鏡來看一下人生，工作約占其中1/3，還有許多事物交織成我們的生活，或許
我們不一定從事著自己極有熱情、或多發揮某項專長的工作，但可以好好經營自己的生活。鼓勵
你可以多接觸生活中不同的主題，像是：人際相處、婚姻、法律、理財、藝術、宗教、旅行、健
康、醫療、運動、環保、文學、歷史、家事管理---，不論是去聽演講、看書
，還是參加活動都很好喔。說不定還可以從裏頭找到自己可投入的職業喔。

或許你選不出自己喜歡的科系，但可以選擇不排斥的科系，用一種累積
養分的心情來度過高職的三年。

◎態度養成  

常有人說，態度決定一切，或是態度決定一個人的高度，可見具備良好的心態有多重要。不
論將來你朝哪裡發展，良好的態度，一種想讓事情/自己更好、肯學習、肯努力的心態，都可以派
得上用場。投資在「養成好的態度」，將來一定不會虧
本的，每天總有不少的小事情、大事情，都是培養的大
平台，可別放掉這些機會。

9下的徬徨小生，你的人生或許慢熟了些，但終有成熟結果
時，祝福你的“九局下半”開啟更多的可能性。

參考資料：
1.我的慢熟人生，官振萱，天下雜誌股份有限公司，
2008年12月出版。

Amigo
信箱

Amigo：

9下的徬徨小生

Amigo老師

您好，我是九年級的同學，到九下了，看到班上同學很多人都有

自己的目標，我自己心裡很慌，我的成績也是不怎麼樣，應該上

不了高中，可是我不知道自己高職要讀什麼科，那個興趣測驗測

出來就是都很低，啊我就是沒有什麼特別喜歡的東西，也沒有甚

麼才華，反正就是普普啦，不知道自己到底可以幹嘛(搔頭~)。



重 慶 技 藝 Q & A 系 列

有問必答

什麼是「技藝教育」？Q1

「技藝班」有甚麼特色？Q3

「職群」是甚麼呢?有甚麼內容？Q5

技藝班只有九年級生可以參加嗎？Q2

是的。技藝教育在國中分為三個階段：

七年級：生涯發展教育（自我試探與生涯認知階段）

八年級：生涯發展教育（初步生涯試探階段）

九年級：(1)選修技藝教育學程 (2)生涯發展教育（加深生涯試探）

七、八年級主要著重在自我覺察與試探，探索自己的能力、興趣、性向及價

值觀。為了讓大家了解各生涯類群，於八年級時所有學生都會前往高職進行

職群試探。若對職業性向明確及對藝能課程較有興趣的學生，即可在九年級

時選修技藝教育學程(技藝班)。

簡要認識技藝班後，你是不是躍躍欲試呢？尤其是技藝班的大熱門─餐飲群，向

來是許多學生嚮往的課程。你的腦海中，是不是出現自己戴著廚師高帽，穿著白淨廚

師服，翻炒甩鍋、烘烤點心的美好畫面呢?要知道，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每個美

好畫面的背後，都需由長時間的認真努力累積而成。

到底實際加入技藝班會是什麼樣的狀況？擔任技藝班餐飲群的帶隊老師─陳俐華

老師要來跟大家分享餐飲群學長姐們產生的疑惑，從實際面帶大家了解各個面向，藉

此破除餐飲科只吃吃喝喝的錯誤觀念。

每每學生抱著期待“吃”的喜悅來詢問技藝班時，我會期待學生思考：

1.動機：你來上技藝班的目的為何？

2.目標：你期待上技藝班學習能獲得什麼？

3.性向：你想選擇哪一種技藝班？自己對未來的職業傾向是？

如果你的答案是：

1.只是想要“不勞而獲”：想吃，但⋯懶得做或不想動手。

2.可以不用上課：只是想逃避上課或學習，只想混到放學⋯

3.我以後並沒有想要“讀高職”，只想要“讀高中”

以上！如果你擁有其中一項，老師會建議你還是留在原班專心學習、

準備會考，將技藝班的資源留給真正需要的同學來學習吧！  

因為：

技藝課程主要目標是提供學生“職業試探”，學習職業教育的基礎知識與技能。學生從

技藝教育課程的體驗中了解自己真的喜歡這項職業嗎？對於該職業的體驗後，自己是否

願意花費更多的心力與時間去學習、鑽研？對於該職業的工作內容有了更深的認識與了

解，可以評估自己是否適合也願意從事，從而更了解自己未來的職業性向。

Ｑ：那⋯功課不好可以參加嗎？

Ａ：當然可以！技藝課程與學校功課無關！

Ｑ：手不巧可以參加嗎？

Ａ：當然！願意學，且“願意認真學”，就是你“手變巧”的開始！

如果我想加入「技藝班」，有哪些可以選擇呢？Q4

請大家注意：並不是先想加入技藝班，才選擇職群，而是自己對於某個職群

有興趣，才申請加入技藝班。

參酌本校學生的性向表現，我們目前開辦的技藝班職群有設計群、餐旅群、

動力機械群、家政群⋯⋯等。

技藝班的上課時間為何？去哪裡上課呢？Q6

重慶技藝班的上課時間為每週三或四的第五節到第七節，將依所選修的職群

至不同的職校上課。

選擇「技藝班」，未來有那些進路？Q10

1.依多元入學方案升讀高中、職及五專。 

2.可依技優保甄辦法升讀各公私立高職。 

3.輔導升讀高中職實用技能學程及輪調式建教班或進修學校。

Q8

只要你對於技藝課程有興趣，都可以在規定的時間內提出申請。在截止收件

後，學校將召開技藝課程遴輔會，針對大家的興趣、性向等逐一審核。因此

在你遞出申請書前就應審慎思考，加入技藝班後，就要好好珍惜、認真上課

。如果實際探索後發現似乎不太適合自己，在與父母、師長討論後，當然可

以退出。

只要我想參加，就一定能順利加入嗎?有沒有甚麼限制?一旦加入「技藝班」

後，可以退出嗎？

技藝班的特色是落實多元智慧與適性發展的教育理念。理論課少，實作及試

探課程多，可多做實務學習，加深對職群的認識。

技藝班上課時，學校的課程怎麼辦？Q7

這段時間的學校課程，你必須自行請教同學、師長，該堂課程的成績，將由

原班任課老師參酌你的技藝班表現斟酌給分。

所以請謹記：技藝班主要目的為「進一步認識職群」，並不是逃避學校課程

的地方唷。

「技藝班」是不是很輕鬆有趣？Q9

技藝班為正式課程的一種，老師不僅會教導相

關理論，也會讓大家進行實際操作，因此肯定

十分有趣，但不見得輕鬆喔，畢竟「學習」本

身就不是件輕鬆的事呀。

如果我對於「技藝班」還有一些問題，我可以問誰呢？Q11

你可以詢問導師、輔導老師，或是來輔導處求援，都能獲得充分的解答唷。

提供實用技能學程，輔導具技藝傾向發展的學生加深職業試探，習得基礎技

能，並提供適性發展的機會。

我要成為大主廚

參加篇

過程篇

結果篇

老師！老師！聽說學校有一種：
整個下午可以不用上課，到高職
去”吃吃喝喝”半天的課嗎？

老師！上了技藝班後，我發現原來我很適合做
餐點，老師誇我手藝很巧，無論中餐的刀工或
西點的製作，我都可以表現得”很到位”喔！
每個禮拜我都好期待這一天喔！雖然沒有像那
些被選上的選手這麼厲害，但是我很喜歡！我
發現我真的對餐飲很有興趣！雖然每次上完課
都好累，都要連續站三個多小時不能坐下，我
還是樂此不疲

聽說參加技
藝班學習結
束後，將來
升學就讀高
職餐飲科有
加分是真的
嗎？

恭喜你找到成就感與自信！手巧又富
有才華的確是學習技藝之能手，先天
的手巧，若再加上後天的努力，必是
助你達成就之捷徑！學習技藝就是要
不怕苦、不怕累，還要有耐心！從過
程中磨練體力與耐力，將來就業才能
獨當一面成為”專業”！

廢話！當然吃到
好吃的啊！

可是我不會⋯

真的？！
我想去！

math

是呀！你想
去嗎？

math

math

math

math

math

math

想吃~就要自己
動手做喔？!

math

會有老師教喔！老師
示範+學生實作！
你想吃美味可口的⋯
還是難吃的？

math

你對烹飪有興趣嗎？
願意動手做嗎⋯？

math

實際上課

升學管道

參加會考

老師！我被選為技藝競賽的選手耶！好緊
張喔！寒假參加集訓真的學到好多喔！老
師對每一個細節都要求得很嚴格，學長姐
也來幫忙集訓與經驗分享，我好期待能得
獎！我的在校成績並不理想，老師說如果
能得獎，對我未來的升學幫助很大，而且
有機會可以就讀公立高職！

恭喜你當上選手了！這表示你平時學習認
真又富有技藝能力！加油！除了全程參與
集訓外，回家仍要不怕麻煩、不怕累、不
厭其煩的練習再練習！技藝競賽除了術科
也要考筆試喔！想得名，學科一定要百分
百！只要好好練習題庫，背一背就能輕鬆
All Pass！

math

老師，我想要退技藝班！經過這幾次的技藝課
程，我發現其實我沒那麼喜歡餐飲科！這和我
原本想像的餐飲科有點落差，我不太喜歡清洗
、處理食材，還有烹飪時的油膩。原本以為喜
歡吃就會有動力學習，實際體驗了才發現其實
烹飪沒有想像中容易，經過比較後，我還是比
較喜歡坐在桌前書寫而不適合進廚房！

恭喜你！經過技藝班課程試探明白了自己的性向
！衷心期望你不是遇見困難而退縮，而是經過努
力克服、認真思考並與老師、家人討論後才做的
重要決定！這些討論的過程可以助你釐清問題、
給自己一個克服困難與學習的機會！經過以上的
過程後，你還是堅定的選擇要退出，取得家長同
意並簽章，老師會尊重你的決定！

許多高職學校喜愛招收技藝班的孩子就讀，技藝班學生擁有相關學習基礎，且經
過技藝教育職業試探過程，對於自己未來的職業傾向會更確定。因此，對於技藝
班的招收會提出許多優惠方案，以吸引技藝班學生就讀。相關的優惠方案每年不
一，各校也不一。因此，可以到學校的輔導處資料組詢問，或直接致電高職！
另外，關於技藝班升學有更多管道：例如每年的”特招”有提供技藝班學生加分
；職校的實用技能班也以技藝班與低收入戶學生優先錄取；參加技藝班，若學習
積極認真，符合技優生資格，就能比一般學生多了一個升學管道！

math

技藝競賽

重新省視

老師！我不想考會考，我有上過技
藝班課程，上課學習認真，於課程
結束後取得”技藝學程的結業證書
”後，是否就可以不必考會考？或
是可直升該校的相關科系就讀嗎？

技藝班結業證書與會考是二件事
，參加會考是了解自己的學科學
習能力，技藝結業證書，是技藝
修習的證明，無法直升高職。因
此，還是要參加會考喔！

產類分類 職 群 科 目

工業類

電機與電子 室內配線 / 工業配線 / 工業電子 / 視聽電子 / 資訊應用

機械 機械識圖 / 機械概要 / 車床工作 / 鉗工 / 熔接工作

動力機械 機車基本認識 / 汽車基本認識 / 汽車美容 / 引擎基礎實習

化工 化學實驗安全 / 化學基礎與實驗 / 化學工藝品

土木與建築 識圖與製圖 / 泥水工 / 木工 / 鋼筋工

設計 基礎描繪 / 色彩學 / 設計基礎

商業類
餐旅 休閒與觀光 / 觀光餐旅 / 餐飲製作 / 接待禮儀

商業與管理 中英文文書處理 / 銷售實務 / 產品推廣實務 / 簡易記帳實務

家政類 家政 服裝 / 烹飪 / 美髮 / 美容 / 幼兒保育

農業類
農業 農業與休閒 / 簡易水耕栽培 / 家庭園藝 / 寵物飼養保健

食品 穀類加工 / 園產加工 / 畜產加工 / 水產加工

海事類
水產 水產概論 / 水產基本技能 / 基礎生物 / 水產工作安全技能

海事 動力小艇操作 / 基本製圖 / 基本電學 / 海釣實務

陳志恆 (2017) 投入有興趣的領域很重要，但找不到生涯興趣怎麼辦？
http://blog.udn.com/heng711/99393838

蘇世豪 (2014)人生最精采的不是完成夢想，而是堅持走在夢想的道路上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6993

興趣是職業生涯規劃的內因http://big5.58cyjm.com/html/view/4765.shtml

資料來源：

專輔教師  陳淑敏

陳念慈

輔 導 專 欄
堅持夢想  彩繪人生

提到「五月天」樂團，大家一定不陌生，五月天的音樂被外界形容為「正面積
極的搖滾樂」，從不認為搖滾就是要握緊拳頭、憤世嫉俗。他們的演唱會熱鬧、熱
情還賺人熱淚，歌曲主題離不開愛、夢想、勇氣。用音樂說人生的故事，五月天的
搖滾裡有一種敦厚的吶喊，他們等待世界、靠近世界、擁抱世界，也得到世界的擁
抱。不過，台灣過去從沒有成功的搖滾樂團，「堅持」是他們向偶像致敬的方式。

在「動物方程式」這部電影中，女主角茱蒂是一隻兔子，茱蒂的家族世代務農
，她的夢想是成為動物方程式裡的第一位兔子警察，她的家人不認同她的夢想，因
為社會上還是有像狐狸這樣的掠食動物存在，身為獵物族群的茱蒂不應該追求當警
察這樣不切實際的夢想。因為天生的體型限制和刻板印象衍伸出來的種族歧視，茱
蒂仍不放棄成為警察的夢想，一一克服這些她所需要面對的難題，最後成為一位警
官，實現她的夢想。

五月天堅持他們的夢想，動物方程式裡的茱蒂兔子深信所有的動物都應該成為
自己夢想中的樣子，儘管家裡世代務農，茱蒂仍堅持要成為一名警察。對你而言夢
想是什麼呢?為了這個夢想，你做了哪些努力?重要的是，你有沒有真正想過，夢想
對你的意義在哪?是因為有了夢想就感到快樂嗎?還是驕傲? 不論是什麼樣的夢想，
人，都因夢想而偉大，因為你現在的想法、行動與態度，會受到未來的你影響，而
那個「未來的你」，就是你的人生目標、你的夢想。雖然實現夢想的過程中可能會
遇到許多的挫折、困難、甚至讓你想放棄夢想，不妨想想當初是什麼原因讓你堅持
走到了這裡。

但如果現在找不到夢想怎麼辦？沒關係，這裡有一篇文章可以和你分享：

有位老師進了教室，在白板上點了一個黑點。他問班上的學生說："大家看到
什麼?" 大家都異口同聲說："一個黑點。" 

老師故作驚訝的說："只有一個黑點嗎?－－這麼大的白板大家都沒有看見?" 你
看到的是什麼? 

每個人身上都有一些缺點，但是你看到的是哪些呢?是否只看到自己身上的"黑
點"卻忽略擁有的那一大片的優點(白板)呢?

其實每個人必定都有許多的優點，換一個角度去看吧!然而你會有更多新的
發現。

所以現在沒有夢想的你，可以試著想想自己有什麼優點，喜歡做什麼事情
?興趣在哪?其實這些都是需要時間去探索、發現或培養。然而興趣是未來生涯
選擇的重要依據，一個人如果能根據自己的愛好去選擇生涯，即使十分疲倦和
辛勞，做任何事情都會心情愉快；即使困難重重也絕不灰心喪氣，而是想盡辦
法，百折不撓地去克服它，愛迪生就是個很好的例子。  

國中階段正是探索「興趣」的好時機，可以多參加校內外的各項活動、比
賽、社團、職群體驗育樂營、職群參訪、各項測驗⋯等，多瞭解自己的興趣與
優勢能力，實際接觸、深度體驗這些活動，對於未來生涯會更有目標，值得一
提的是九年級的技藝教育學程，它提供完整的試探機會，讓參加技藝教育學程
的學生深入瞭解所選擇的職群，使擁有技藝方面天份的人可以提早發揮。人生
有很多條路可以選擇，可是，只有你知道哪一條路才是最適合自己，因為我們
現在所做的努力，都是為了成就現在和未來的自己，加油吧!

臺灣社會對技職教育的重視，正在翻轉中，越來越多人在父母支

持、學校培育、社會肯定下，邁向職人之路。陳念慈便是其中一。

專利王，源自從小熱愛機械

「因為父親經營的是模具工廠，我從中學的時候，就發現自己喜

歡摸索機械，對電機有著天生的熱愛。」陳念慈說道。

目前在大學進修碩士的陳念慈，曾獲2014年技職之光的「專利達

人」獎項。陳念慈從讀南臺科技大學電機工程系大一開始，每年都有

作品在國際發明展獲獎，4年來所累積的發明成果豐碩，迄今已取得1 

件發明專利以及7件新型專利，尤其能夠獲得發明專利更是難能可貴。

陳念慈之所以能在進入南臺科大不久後，於國內外各種發明展中

嶄露鋒芒，背後的實力其實是源自高職在學3 年所打下的厚實基礎。

與其追高分，不如動手做

陳念慈國中時期的成績頗為優異，要考上公立高中沒問題，但當

時他就認定，與其每天捧著課本追求考試高分，不如勇敢選擇自己更

喜歡的「實作」學習，於是他選擇，進入臺南高工電機科就讀。

自己的路，自己發明

陳念慈坦言，在少年時期，內心不免會有惶

恐，有時候也會想，傳統升學觀念認為要取得大

學文憑人生才有出路，他選擇念高職，將來會不

會很難找工作？每當出現這種困惑，他知道唯一

可以打破恐懼的方法，就是累積實力來打造競爭

力，這也讓他在校每天都很認真學習。

「基礎真的非常重要！」陳念慈表示，因為

在高職期間建立了非常扎實的基礎，之後才有辦

法拓展更寬廣的領域。「就算造一艘太空梭，也

得從最基本的電機電工組裝做起吧。」

參賽培養抗壓力

為了加強實力，陳念慈也積極透過實戰，讓

自己在挑戰中成長，像是各種參展的場合。這是

因為陳念慈深知，參賽時不只在出發前對自己的

作品不厭其煩地關注細節，審慎檢視每個環節，

在競賽場上，更是要接受

世界各國的裁判用最嚴格

的標準評審。其結果是，

勝者取得榮耀，實力不足

的，當下就淘汰。

「這是參賽的現實，

也是將來進入職場可能面

對的現實。」陳念慈一步

一腳印，不斷地證明自己

。特別的是，在當前國內

進修管道多元下，陳念慈更以在高職和大學期間累積

的豐碩成果，考進成功大學碩士班繼續精進，改變許

多人對技職升學路徑的認識不足。

陳念慈常以過來人經驗分享，試著先問問自己，

有沒有甚麼領域的學科是本身非常喜歡的？如果有，

不需要擔心文憑問題，因為在職場中，能力才是最重

要的，在有實作基礎後，也可像他一樣再選擇進修，

或以證照來為自己的專業加分。

http://www.news.high.edu.tw/feature_story/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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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雯琳-戲劇主題

很慶幸能參加技藝班，
學到那麼多，戲劇舞蹈
我都很喜歡，過程雖然
辛苦但很值得，比賽過
程緊張但很樂在其中！

莊姍柔-烘焙主題

比賽的集訓過程雖然
很辛苦，但是做我喜
歡的事，練習的過程
學到更多，是非常值
得的體驗！

張恩郇-機車基本維護主題

汽修不只是拆裝而已，電的部
分也要知道，比賽除了力氣和
速度，還要精準
度，訓練我做事
情的專注力。

葉芝妤-基礎描繪主題

之前沒有接觸過素描，
完全是從零開始學習，
比賽前的訓練，全是倚
賴技藝班老師耐心指導
，非常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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