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臺北市、新北市國中學校 

申請｢職業試探實作體驗｣及｢參訪｣景文中學實施計畫 

 
壹、活動目的：藉由國中生實地參訪本校，提供國中畢業生瞭解本校高中、高職部辦學理念及特

色之機會，以增加國中生選校資訊及未來選校之參考。 

貳、活動對象：臺北市及新北市各國中學生。 

參、活動時間： 

一、即日起〜109年 6月 20日，每週一至週五(上午 8:30-11:30或下午 1:20-3:30)。 

   二、另可配合各國中學校彈性調整時間。 

   三、隨隊老師及行政人員核給 4小時深度技職教育研習時數。 

肆、活動方式： 

活動內容分「簡介」、「實作體驗」、「校園參觀」三大學習主軸。 

一、簡介：分別介紹教學特色及成果展示。 

二、實作體驗：每科課程活動約 1小時實作體驗，課程設計互動問答，並提供小禮物，以

提高國中生之注意力。 

 

 

 

 

 

 

 

 

 

 

 

 

 

 

 

 

三、校園參觀。 

伍、報名方式：以校為單位提出申請(申請表請以電子郵件、傳真本校)。 

陸、聯絡人： 

(一) 招生處：王連庸組長   

電話：02-2939-0310轉 181 0956089845 傳真：02-2936-5935 

電子信箱: robwangtw@mail.jwsh.tp.edu.tw 

(二) 招生主任：林學敏 

電話：02-2939-0310轉 188   0955-266-256 

電子信箱: miz3599@hotmail.com 

 

職業試探課程名稱 職探科別 研習人數 

英文 superb！ 應用英語科 20~40人 

搭機 on the go 應用英語科 20~40人 

星球飛行探險 資訊科 20~40人 

阿杜布拉克 資訊科 20~40人 

商業大亨就是你！ 商業經營科 20~40人 

電子商城遊戲體驗 商業經營科 20~40人 

酷玩工作室 室內設計科 20~40人 

ｉ家居 室內設計科 20~40人 

逐格動一動 廣告設計科 20~40人 

繪玩 AR 廣告設計科 20-40人 

水乳交融 普通科 20-40人 

護唇膏或唇蜜 普通科 20-40人 

神奇之高分子聚合物-彩繪吊飾 DIY 普通科 20-40人 

一飛衝天(科學魔術秀) 普通科 20-4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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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景文中學『職業試探實作體驗』及『參訪』申請表 

國中校名  

聯
絡
人 

職    稱  姓    名  

電    話 (公)                 (手機) 

E-mail  傳真號碼  

領
隊
老
師 

職    稱  姓    名  

電    話 (公)                 (手機) 

E-mail  傳真號碼  

申請參訪體驗科別 

及人數 

□英文 superb！ 參加人數: 

□搭機 on the go 參加人數 

□星球飛行探險 參加人數: 

□阿杜布拉克 參加人數: 

□商業大亨就是你！ 參加人數: 

□電子商城遊戲體驗 參加人數: 

□酷玩工作室 參加人數: 

□ｉ家居 參加人數: 

□逐格動一動 參加人數: 

□動次動次玩貼圖 參加人數: 

□繪轉 AR 參加人數: 

□水乳交融 參加人數: 

□護唇膏或唇蜜 參加人數: 

□神奇之高分子聚合物 參加人數: 

□一飛沖天                       參加人數: 

總計                                  人 

預定參訪體驗日期       年      月      日(星期       )      午 

預定參訪體驗時間       時      分 〜      時      分 

備註(活動方式或其他配合事項)： 



-3- 

臺北市景文高中 
108 學年度高職部職業試探課程介紹 

 課程名稱 科別 課程說明 

1 
英文

superb！ 

應用 

英語科 

透過情境式詞彙主題，採取分組競賽方式，在快

樂且輕鬆的環境下自然學會英文會話必備單字及

實用句型。可讓你提高英文聽力理解與學會流暢

英文表達。 

2 
搭機 on the 

go 

應用 

英語科 

歡迎搭乘景文模擬客艙。想親自體驗搭機時空服

人員艙內服務流程與中英文廣播播報嗎?搭機 on 

the go 讓你一次學會機場報到、通關、搭機必備

實用英文表達方式與空服人員客艙工作情境。 

3 
星球飛行探

險 
資訊科 

四軸飛行器的飛行控制學習、程式設計控制，以

及星球探險遊戲均能展現 108 科技領域綱要之核

心素養具體內涵，習得科技基本知識與技能、善

用科技知能以進行創作、設計、邏輯、運算思考，

創作屬於自己的程式編程。 

4 阿杜布拉克 資訊科 

想要與智慧巡航無人車尬車了嗎?使用輪型機器

人，透過 Ardublock(阿杜布拉克)程式編程、結合

藍芽搖控、紅外線循跡與超音波感測，進入

Arduino 繽紛的微控制世界。跟我們一起來突破

重圍，加入挑戰吧!  

5 
商業大亨就

是你！ 
商業 

經營科 

藉由零售業賣場模擬經營競賽，提供國中學生體

驗「零售門市」的經營管理與實務運作，激發其

對行銷及門市經營管理的興趣。 

6 
電子商城遊

戲體驗 
商業 

經營科 

藉由製作手機、平板電腦適用之 APP，從有趣的

遊戲製作及網路商城建置，激發其對行銷及網路

商店經營管理的興趣。 

7 酷玩工作室 室內空間設計科 

直擊設計師的原創工作室，期待未來的設計時光

過得精彩，使用專業級室內設計軟體 SketchUP，

讓你盡情做個創意無限、美感爆表的室內設計師。 

8 ｉ家居 室內空間設計科 

自己也能設計出夢想中的家！利用 ipad 由 2D 平

面圖開始建構 3D 空間感，套房 x 住宅 x 設計，

透過各種角度去剖析需求機能，讓我們享受擁有

舒服的起居品味生活。  

9 逐格動一動 
廣告 

設計科 

不會畫畫，可以做動畫嗎? 創意是來自生活之

中，鉛筆、橡皮擦、OK 蹦、河馬、青蛙、兔子... 

當可以是創作的主角。動畫其實很簡單，課程利

用數位繪圖軟體創作獨一無二專屬的逐格動畫。

藉此了解電腦繪圖軟體基本操作與插畫表現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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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10 繪玩 AR 
廣告 

設計科 

你玩過寶可夢嗎？你知道甚麼室擴增實境(AR)

嗎？利用 iPad 體驗數位繪圖的樂趣，讓你盡情地

著色、畫畫、發揮創意並結合擴增實境(AR)，讓

你的作品動起來，也可以跟作品互動。體驗不同

的視覺經驗，激發源源不絕的靈感與想像力！還

在等什麼呢？在 iPad 上也能揮灑創意喔！ 

11 水乳交融 普通科 

利用科學方法，手工自製護膚乳液。利用被譽為

「液體黃金」的橄欖油為基底，教你利用界面活

性劑製作天然護膚乳，質純溫和效果一級棒。 

12 
唇蜜 

(護唇膏) 
普通科 

手工DIY亮彩動感珠光唇蜜或天然甜橙精油和天

然蜂蠟護唇膏，有天然礦物粉的加持，讓學生了

解彩妝如何製作，顏色可以自由調配，香甜又滋

潤，重點是不含人工添加物，無毒又環保，讓學

生可以了解乳化作用的應用和自製產品的樂趣。

PS.成品可以帶回家喔! 

13 

神奇之高分

子聚合物-水

晶彩繪吊飾

DIY 

普通科 

利用高分子聚合物的可塑型特性，製作客製化獨

特的水晶吊飾，可以讓學生自己彩繪喜歡的圖案

後，加熱在塗上 UV 膠後製造水晶透亮質感，加

串上吊鉤後可以製作成美麗的吊飾。讓學生可以

了解有機化學的應用和自製產品的樂趣。PS.成品

可以帶回家喔! 

14 

一飛衝天 

(科學魔術

秀) 
普通科 

絢麗的火焰魔術中的科學知識告訴你!利用氣化

反應產生一串不可思議的科學遊戲，讓你驚呼連

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