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涯探索

專業群科參訪
801 詹建晨

803 陳思函

805 戴采薇

餐飲管理 做甜甜圈
原來一個小東西要做這麼久
而且很困難，完成後很有成
就感。

幼兒保育 摺氣球花
知道了幼保不僅可以作幼兒
老師，還可以跨領域的。

801 徐宜伶

設計群 做胸章
畫完圖案可以壓成胸章，覺
得很好玩。

設計 做徽章
設計群科的主任說，學設計
的人不怕失業，因為生活處
處都是美，處處都需要設計，
當主任在介紹設計職群的種
種活動時，我覺得非常有趣，
也體會到「術業有專攻」的
意義。

804 陳怡彤

805 林文馨

餐 飲． 幼 保 做 甜 甜 圈 & 做
氣球
這次做這個甜甜圈，我覺得
是個很難得的機會，因為我
很愛吃而且做甜甜圈很好
玩。

802 藍莉媛
家政 紋身彩繪
那些學姐真的很厲害，我還
有請學姐幫我畫，畫的超可
愛的。

802 陳昀宣

803 陳鈺欣

設計群 雷射鑰匙圈
在這個科技發展的時代，我
們可以不用在徒手切割木
材，電腦即可位我們代勞。

804 馬信宇
多媒體設計 做吊飾
其實跟自己想得完全不一
樣，不是那麼死板的。

家政 手彩繪
看起來都很漂亮，很厲害，
不過其實要畫得漂亮、好看
真的有難度。

能仁
家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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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 計、 電 子 做 徽 章、 操 作
機器人、VR
非常好玩，也覺得學校很美，
也有很多職群，還有帥哥美
女。

806 高凡

且我一直在想要怎麼裝飾並

餐旅 炸甜甜圈
炸甜甜圈最困難的應該就是
控制火侯，要讓甜甜圈顏色
看起來漂亮，也是需要反覆
練習的。

利用這個容器。

806 黃千穎
家 政、 資 處 做 甜 甜 圈、 玩
電腦、VR
第一次完全是自己操作做甜
甜圈，我其實蠻怕火的，但
在那裡操作起來卻沒有畏懼
感。其實能仁家商的電腦設
備很完善，學生可以依照自
己喜好來選擇個人的滑鼠
等，是一個尊重學生選擇的
學校。

807 侯光宇
設計 水泥花瓶
很開心可以去參訪高職，也
體會到要做出一樣好作品真
的要細心，今天的花瓶不知
道是水泥沒調好還是怎樣，
我們這做的都很醜，不過玩
得很開心。

807 游子伶
設計 水泥容器
第一次接觸水泥的感覺好奇
怪，雖然把手和衣服都弄髒
了，不過我很期待成品，而

808 李亨儀
食品 做餅乾
第一次自己做餅乾，感覺十
分有趣，過程雖然有些辛苦，
不過看到成品後，覺得很有
成就感。

808 鄭玉琦
餐飲管理科 認識各項目的
工作內容
經過老師的講解後，深深的
了解到每個工作的辛苦，在
這短短的一天內，每個群科
都擅長不同的地方，既然選
擇了就要在這個領域好好
做，也謝謝每個學長姐的幫
忙，這一天我學了很多 !

809 陳妤婕
餐 旅 觀 光 事 業 折 口 布、 調
飲料、香橙花盤、肥皂
學到了怎麼折漂亮的口布，
也體驗到自己搖手搖杯和用
柳橙做美麗的花，雖然實做
課只有半天，但還是讓我印
像深刻。

809 陳逸如
餐 旅 做 百 香 雙 響 炮、 手 工
肥皂、柳橙拼盤、折餐巾

學姐和老師都很有耐心的教
我們，也讓我們學到一定要
注重細節，因為如果你不用
心，整體的美觀和味道都會
有差別。

810 黃種祐
電子與電機科 遊戲設計
學到如何設計遊戲，很有成
就感。

810 蔡佳恩
電 子 電 機 群 Smart 程 式 製
作遊戲 APP
其實我對程式設計很不在
行，也沒興趣，但是看到自
己最後的成果十分有成就感
呢!

811 簡莉軒
資訊 做程式
我學習了程式該如何在日常
生活中做報告時，可以應用
在某些事情上。

811 陳昭妤
電子與電機 製作程式
我們上到的不過只是基本的
而已，對我來說卻有些困難，
那些老師、學長真的很厲害 !
還有機器人，超酷的，不過
朝你走過來還是會怕怕的 !

莊敬
高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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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 劉依靜

814 林翊衢

815 李沛儀

藝術群 舞蹈科
律動要很好，節奏感也要好，

家政 畫特效妝
特效妝是我第一次體驗的項
目，雖然不曾體驗過，但卻
有莫名的熟悉感。老師講解
的也很詳細，讓我在畫瘀青
上面頗有心得。

餐飲、美容、表演 做蛋糕、
化殭屍、如何正確幫寵物整
理毛
其實這幾樣在平常我很少接
觸，幾乎不會，所以今天對
我來說是一個很特別的一
天，印象最深的科系是表演
吧 ! 雖然在這裡面沒幹什麼，
老師跟我們說了很多會讓你
紅眼眶的事情，而其他的也
很不錯。

才能跳出一首好看的曲子。

812 陳冠宏
餐旅群 飲調科
調飲料需要專業的技巧，和
精確的比例，才能有好喝的
飲料。

813 羅玥霓

表藝、寵美、美容、餐飲
想像打躲避球、疏假狗毛、
化瘀青妝、做西點

餐旅群 做炸蛋糕
很好玩，第一次自己做這種
小點心，過程很有趣，蛋糕
出爐時很有成就感 !

表藝戲劇科：透過想像打躲
避球，更需要專注力，還可
加入一些現實不可能做的 事
超好玩的 !

813 陳湘雲

寵美科：疏假狗其實很難，
還要心想如果是真的，他會
不會痛，做造型還得多加功
夫呢 !

餐旅群 做炸蛋糕
第一次體驗做蛋糕還不錯 ~
師傅講解的也超好，讓我們
都不會亂做，拿到材料就知
道怎麼做，烤出來的成品也
很不錯。

814 吳仲恩
農業群 利用非洲堇來種植，
是耐陰植物
讓我學到更多農業技巧和裝
飾。

智光
高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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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5 張慈恩

美容科：第一次接觸化妝品，
沒想到如此的強大阿 ! 雖然
我沒有化得很像 !
餐飲科：跟同學分工合作將
小西點完成，真的很快樂 !

816 陳聿翎
家政 傷口特效裝
平常看電影裡那些逼真的妝
容就覺得很酷，沒想到能夠
親身體驗到，並了解化妝的
過程，我感到非常開心。

816 黃琦雍
餐旅 飲調
會調飲讓別人看不懂就是強 !

817 鄭祐全
餐旅 下廚做大阪燒
可以吃自己做的東西真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