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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親子天下
《親子天下》
親子天下》2012 年優質國中報名表
優質國中報名表

基 本 資 料
高雄市立
餐旅國中

學校名稱

地址

官方網站

http://web.nkuht.edu.tw/js/about_khs.htm

學校類別(複選) 

公校

一年級 3
學校人數

高雄市小港區松和路 40 號

班 96 人

二年級 3 班 105
人
三年級 3
班 105
人。共
老師總人數：共 21 人。

9 班，合計 306 人。

十二年國教年代來臨，我最想的三件事：
一、幫助孩子找到真心喜愛的事，認真學習。
二、幫助孩子建立信心，激發志趣與展現理想。
三、加強人道關懷，用所學，貢獻社會。
為了完成上述的三件事，本校將戮力達成十項教育目標：
請校長填寫 12 年

一、配合國民教育十二年政策實驗餐旅類一貫教育課程，以實現「餐旅課
國教時代，最想做
程適性教育」之技職教育政策。
的 3 件事(300 字 二、將餐旅課程從基礎紮根，並往上延伸。
三、由「做中學」提高餐旅學習的興趣、學習力。
內)
四、培養學生主動探索與研究的基本能力。
五、養成學生樂於學習的能力素養。
六、養成學生樂於學習的態度。
七、培養餐旅專長，建立學生的信心，進而激發志趣與理想的展現。
八、善用多元感官，創造豐富而快樂的學習環境。
九、珍惜本土文化資產，加強國際人道關懷，養成對多元文化的尊重。
十、能活用資訊能力，主動探索各項知能、解決問題。擴展個人的界限，
使學生能具有積極創新的精神，表現自我特質。
報名類別

 生涯發展優質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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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涯發展優質學校做法及具體事蹟：
生涯發展優質學校做法及具體事蹟
學校實施生涯發展教育的理念說明。(500 字內)
本校為全國唯一將餐旅特色課程向下延伸至國中的學校，教育願景為「紮根餐旅技教，
紮根餐旅技教，
開發學生潛能」
開發學生潛能」
，重視學業與技能雙軌並重。因此，本校課程內容維持九年一貫課程之七
大學習領域，保留基本學力科目國文、英文、數學、自然、社會，充實學生基本學力，
讓有志升學高中職的學生在基本學力測驗能有不錯的表現。另一方面，將藝術人文領域
及綜合領域之課程規劃為餐旅特色課程，讓學生從七年級開始學習餐旅類科相關的知識
與技能。
「多元發展、雙軌並重」
，注重學生興趣之試探以及潛能之開發，作為學生未來
生涯發展規劃之參考。本校的生涯發展教育主要有六大理念:
(一) 落實生涯發展教育融入七大學習領域之教學，於各領域課程計畫編纂時即融入生
涯相關概念，切實落實生涯發展教育。
(二) 透過彈性課程，規劃主題課程教學，結合生涯發展教育之推行，增進學生對生涯
發展教育的認知。
(三) 辦理生涯活動，讓學生了解多元入學管道及未來進路規劃，做好自我探索、生涯
試探及生涯規劃。
(四) 學生能透過建置生涯檔案，提升學生自我覺察、生涯試探及生涯規劃的能力，進
而思考及探索未來人生方向。
(五) 辦理多元試探的課程與活動，如實作課程、技藝教育、升學博覽會、參觀社區高
中職校…等，讓學生能在充足的資訊中，發展屬於自己的生涯規劃。
(六) 將學校本位主題課程，結合生涯教育融入各領域教學，發展學校特色。
結合社區資源，擴大學生視野，讓學生的生涯規劃能根基於實際的社會職場現
況，建立與時俱進的價值觀。
請條列說明：學校如何協助學生自我探索？如何做生涯教育？如何做職業認識與升學輔
導？是否辦理技藝專班？專班類型及參與學生數？或列舉學校其他生涯發展教育的具體
做法。
一、

協助學生自我探索
本校由於設校目標是紮根餐旅技職教育導向，因此在入學時便測量學生的餐旅興
趣、性向是否符合本校的教育目標。學生一開始便抱著來學校可學習各方面餐旅特
色的課程，因此，心理上是有準備的，但國一的學生，性向的發展有可能是多元的，
因此在入學後，我們在課程設計中只有將九年一貫之藝術與人文及綜合活動領域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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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規劃為餐旅特色課程，保留了八年級之「輔導活動」課程，另於九年級獨立開設
一門「生涯發展」課程，以期能協助學生做好生涯試探且能適性發展，透過餐旅特
色課程的職業試探、融入各領域課程教學及相關活動的辦理等方式進行。除了各領
域將生涯議題融入教學課程，本校特別於各年級安排餐旅相關實務課程，結合理論
與實務進行職業興趣試探，並對有強烈興趣之學生予以加強輔導考取相關證照，以
利其日後升學條件，但在試探的過程中，若有發現其他興趣及性向的學生，我們仍
給予鼓勵，並指引其往學術進路發展，讀高中，或轉讀其他職業科目。
二、

生涯教育

本校生涯發展教育成果榮獲高雄市 100 學年度國中生涯發展教育諮詢輔導結果甲
等 學校能依符合各年級適性之生涯發展教育活動實施辦法進行生涯發展教育活

，

動，並具普遍性及有效性，協助學生建立正確的工作價值觀、認識生涯規劃，裨益
學生做正確之生涯規劃，培養自我實現的能力。具體的生涯教育課程，除了在八年
級的輔導課進行職業輔導外，並安排學生赴不同類別的職校作參訪及實做體驗；九
年級的生涯課程中，利用參觀及家長或專家分享或影片欣賞開發學生各種視野，使
學生瞭解各種不同的職業生涯的可能性。在生涯教育中，除了課程安排，更重要的
是導師的訪談，輔導老師的諮商，更重要的是生涯興趣定錨測驗分析，讓學生透過
各種方式認識自己，定下生涯的方向。
三、

職業認識與升學輔導

舉辦多元入學宣導說明會，向學生、家長及教師宣導多元入學內容，每年舉辦多次
生涯發展教育講座，邀請校長、各行業名人職涯分享；安排學生職校參訪及職業試
探課程，邀請家長職業分享，安排職場參訪活動，及邀請畢業學長姐分享學習方法、
面對問題的經驗傳承。
四、

技藝班

依學生性向、興趣、能力及需求有效辦理九年級技藝教育學程，本校技藝教育學程
為自辦式，職群為餐旅群及食品群，99 學年度共有 18 位技藝班學生，輔導學生考
取證照佳績錄取率百分百，指導技藝班學生「習藝化義愛心購」
，將自己的產品義
賣所得幫助弱勢學童，學生並於 100 年度高雄市技藝競賽榮獲點心製作組第 2 名、
飲料調製組佳作，101 年度高雄市技藝競賽飲料調製組第 6 名、餐飲服務組佳作等
佳績，任課老師及學生也獲選為 99 學年度全國技藝教育績優人員，本校技藝學程
優異表現更榮獲高雄市
榮獲高雄市 100 學年度國中技藝教育學程訪視優等學校。
學年度國中技藝教育學程訪視優等學校。100 學年度技
藝班學生共有 32 名。將有 19 位滿 15 歲的學生參與丙級飲料證照考試，取得國家
級證照。
五、

其他生涯發展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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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的課程及活動在本校的內容多元而豐富，我們利用下列的活動，達到協助學生發
展生涯的各種可能：
1.

2.

利用輔導活動、生涯發展課程舉辦各類生涯發展教育相關活動，促進學生對自
我的探索及對生涯類群的實務認知，如班級生涯座談、生涯探索小團體及生涯
電影讀書會。
學校能有效運用人力、物力資源於生涯發展教育之推展能連結社區專業人力、

3.

職校、職訓機構及產業資源，提供學生職群探索及認識工作世界等，妥善引導
學生進路選擇，引導學生進行生涯試探、認識各種職涯生活，助其思考與規劃
未來的職業生涯。
學校能配合生涯發展教育妥善輔導學生建置與保管生涯檔案，協助學生從探索
自我、了解自己，培養生涯規劃的能力。落實每位學生三年來生涯檔案建置，
舉辦生涯檔案建置及封面設計比賽，成果展展示優良作品。

4. 本校特聘請心理師開設人際關係小團體協助學生從小團體輔導互動中，了解自

5.

6.

我及培養問題解決的技能，促進孩子人際溝通技巧，且為九年級學生成立生涯
探索小團體，增進學生生涯規劃能力及職業性向探索，提昇輔導功效。
本校成立生命教育社團「生命樂飛颺」---得勝者問題處理課程輔導處為幫助學
生認識生命、重視生命、熱愛生命並落實生命教育觀念之宣導，透過結合社區
資源邀請得勝者義工以問題處理教材、活動、遊戲幫助學生學習面對問題、學
習處理問題且解決問題的智能與技巧」。
本校為協助學生自我探索，利用小而精緻的學校優勢，開創豐富多元的社團課
程，在正式課程之外，豐富學生的知識與技能，開發學生潛在能力，培養第二
興趣與專長。本校之特色社團有浪漫咖啡社、創意手工藝社、活力桌球社、網
球王子社、街頭籃球社、舞動青春社、天籟之音社、餐中童軍團、奇幻魔術社、
文學饗宴社、心靈成長社、競技啦啦隊與花式飲調社等，學生能自由選擇參加，
從中探索自我興趣與發掘潛能。

7.

辦理實習咖啡館「咖啡小棧」
，提供有餐飲興趣學生擔任「咖啡小天使」
，每天
實地操作演練，學習研發創新成品，以學校老師及貴賓為顧客做練習，紮實飲
料調製技能並訓練儀態及服務技能以利日後相關證照考試與就業所需。

8.

結合餐旅相關實務課程（導覽實務、旅館實務）
，辦理校外教學活動，除了拓展
學生視野，印證課本內的旅遊知識，做到百聞不如一見的目標，並且實地演練
所學相關導覽技能並與旅行從業人員交流請益。

9.

學校能適切規劃並進行學生進路與追蹤調查，邀請畢業學長姐與學弟妹分享讀
書心得與方法，以及訂定生涯規劃的分享。

10. 本校透過專業而有系統的餐旅課程規劃，讓對於餐旅觀光類科有興趣的學生，

十二年國教 優質國中 100 選徵選辦法

4

親子天下雜誌
台北市南京東路二段 160 號 9 樓
Tel: 02-25092800

在國中階段就能具備餐旅相關的知識與技能，有利於未來就讀高職的銜接與深
造。即使學生未來沒有就讀餐旅相關科系，透過本校的餐旅特色課程，皆能具
備相當的烹飪能力，培養基本生活技能，提高生活品味，以利學生未來生涯發
展。
請條列說明學校實施生涯發展教育曾遇到的困境及解決方式，截至目前為止成效及學生
改變。
家長要能有「適性發展，適性揚才」的心態
教學正常化是深化生涯教育的基礎。舉凡學生在校內的師生人際關係、社團、活動、
競賽和學習，都應該支撐每個學生用更完整的角度了解自己，而本校注重孩子品德發展，
社團安排多元性，尤其是現在最被忽略的藝能綜合領域課程，而在本校課程設計中將部
分藝能綜合領域課程規劃為餐旅特色課程，並保留八年級之「輔導活動」課程，另於九
年級獨立開設一門「生涯發展」課程，為協助學生做好生涯試探而能適性發展，全校落
實藝能活動科目正常教學，使學生能找到自己所愛，並努力實踐人生的理想。
雖然本校致力於教學正常化與多元化，但國中階段之課程教學仍受到基本學力測驗
之限制，能夠推行生涯發展教育之課程時間亦十分有限。家長在升學引導教學的風潮下，
仍期望孩子們有好的基測成績，因此，在進行多元課程時，有時必需注意家長的期望。
但 103 學年度十二年國教實施後，國中教育將邁向開放多元的目標，以期符合社會各界
的需求及期待，本校將把握此一契機落實與加強生涯發展教育，幫助學生依自己的性向
選擇未來就讀學校與職業，為自己的人生作最好的規劃，也期望家長看重孩子的興趣，
成為助孩子適性揚才的推手。
師長要給少年多元的成功機會
從生涯輔導這塊來看，老師需要學習的是陪伴、聆聽的能力，把學生當成一個人來
看待。因為大人的鼓勵對青少年格外重要，他們想要知道有人在乎他們、肯定他們，國
中三年，七年級進行自我覺察與探索、八年級做生涯覺察與試探，九年級則是生涯探索
與進路選擇，重點希望讓孩子更了解自己的特質，走向適性發展的路。我們期待學生來
到餐旅國中，得到了啟發與發現自己的潛能，便進一步從興趣之中找到對未來的嚮往。
更重要的是透過每天的生活，從做中學，體會父母及學校的期待，進而能感恩社會，成
為一個能反饋社會的好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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