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涯探索

職業面面觀
親愛的同學：參與了「家長職業經驗分享」活動之後，
你對於職業的認識增加了多少呢？

☆分享職業：旅人畫家
701 黃宇賢
我以後也想體驗看看用自己的長處來賺錢，順
便出國旅遊，我覺得一生中有這個經驗是非常
好玩的，也有可能回不到自己的國家，這一路
幫助你的人一定有破百人，也有可能在幫助你
的人中交到不同國家的朋友。

701 蔡雨倢
年紀輕輕就敢為自己的理想邁出步伐，面對廣
大世界，他毫不畏懼，在跌跌撞撞的過程中學
習，如此正向思考的精神，令人欽佩，在國中
的年紀，眼看其實離未來也不遠了，面對無限
可能的未來，總有一天也必須抉擇，那不如從
現在開始好好考慮自己未來的道路，畢竟，人
生只有一次，一定不能錯過最好的時機。

也能像他一樣，讓
興趣變成自己的職
業！

719 林家睿
我覺得這項工作很
辛苦，因為常常
被趕，又容易沒錢又沒有穩定的收入，而且
常常三餐不溫飽，而且又很辛苦，但還是有很
多好處，可以交朋友，可以認識其他國家的文
化。

719 辜俊宗
他真的很辛苦但他得辛苦不是沒有回報的，他
的人生還非常精采有喜、怒、哀、樂起起落落
的人生非常的精采，他從之前的無名的旅人畫
家到現在還出了書並到我們學校當講師。

702 江熙恩
如果有喜歡的興趣，就應該要努力去學習，像
今天分享心得的姐姐，他喜歡畫畫，而且畫畫
可以幫助自己賺錢，雖然途中可能會遇到一些
困難，但仍然永不放棄，持續前進。

703 江昕媛

我覺得這位旅人畫家真得很厲害，能夠一邊旅
行，一邊畫畫，還可以體會到人間溫暖，聽完
了以後，我不禁開始想試試看當旅人畫家的感
覺，或許一趟旅程可以讓我意外的收穫很多，
我也想感受一下人間溫暖！

自己雖然不懂這些事物，但是不顧一
切的去認真一點一滴的學習，不怕失敗，那
最後豐收的成果就會讓自己大開眼界，而且還
可以得到自己意想不到的成就，今天的演講讓
我更努力認真的面對每一節上的科目和奮發圖
強的學習，就是希望可以考試考好，謝謝芳瑜
媽媽的演講，從中也學到一些知識也讓我有新
的讀書方式。

711 黃炫惟

703 秦蔓綺

聽完演講之後，覺得每個人喜歡的興趣都不一
樣，但是只要找到自己的長處，找到自己的特
質，一定都會有所成就，遇到困難和問題時不
用害怕，要勇敢面對，去解決，絕對不能害
怕，要相信自己，有夢最美！

我覺得芳瑜媽媽一直在提醒我們，努力克服
一路上遇到的辛苦很重要。辛苦之後，努力
付出，不求利益做好自己的本分，一定會有回
報。遇到事情就努力去做到好，就是我今天學
到的。

702 周溱湲

711 黃雯暄
我非常敬佩這位旅人畫家，即使在旅途中遇上
許多困難也能一一勇敢克服，而且他非常聰
明，像是他說他會待在自己喜歡的餐廳門口畫
圖，讓聊的投合的客人請他吃飯，又或者畫牆
壁省下的住宿費，我覺得真的很厲害！希望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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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職業：維修工程師

底圖 817 陳薄熙

☆分享職業：文創工作者
704 李余悅
今天來和我們分享有關「文創」這個職業的老
師是我們班導Moffy老師的朋友黃資螢老師的
介紹之後，我發現文創這個職業並不是只要做
做東西，擺擺市集而已，而是還有很多不同的
事情需要去做，老師今天還和我們分享了一些
有關他平常工作時遇到的趣事和所遇過的瓶
頸。今天的職業面面觀讓我發現，也許從事文
創方面的工作也能是我未來的選擇之一！

704 謝函蓉
以前我對文創工作沒什麼概念，現在知道文創
是自由但又不穩定的工作，可以認是很多朋
友，但又收入不穩定，因此我對文創工作又有
不一樣的看法，除了買賣物品外，也要會教課
根本是身兼多職，我了解到每種工作都有他的
辛苦和開心的地方，最重要的是要為自己的選
擇負責，才不會留下遺憾。

713 劉晏安
我覺得其實做文創工作其時也是很不簡單的，
因為產品從製作到最後包裝出貨，是一件讓人
覺得很辛苦的，手工產品真的不好做，很謝謝
今天彥堂媽媽來分享他的職業，讓我知道文創
工作做起來還真不容易，而且一天做出來的成
品較少且花費的時間較多。

713 藍毓琀
我覺得這個工作很辛苦，花了很多時間、精
力，做出來的手工皂卻只有一點，雖然很累，
但是我覺得這個工作很好玩，做出來的時候也
很有成就感，講師說文創指的是有經過包裝設
計的產品，手工皂如果花了四個小時做，大概
只能做出8~10塊。很辛苦，可是一個人如果很
喜歡這個工作，不管多累都會繼續做。

☆分享職業：攝影師
705 王穎潔
我覺得攝影師這個職業是個一分耕耘，一分收
穫的職業。這個工作要的是熱忱，不能沒有耐
心。一開始連燈都摸不得，但這是應該的，因
為如果不熟悉燈光角度位置就上場，照片就不
一定好看了。而且會常常被老師罵，也會被師
父要求做些特殊的動作，不用覺得奇怪，等當
到攝影師就知道了。攝影師很辛苦，但也很有
趣。

705 陳姵穎
原本的我對於攝影這種工作沒什麼在關心，但
是聽完攝影師得分享後，我發現原來當攝影師
也有很多辛苦的地方，從打雜的小夥子經過了
很多考驗，才能真正成為一個攝影師，但是當
他人攝影完以後，一定會很有成就感，或許這
就是他們繼續當攝影師的動力吧！

714 廖姿涵
聽完這次來賓的分享，我也對攝影師的工作也
了解了許多，原來攝影師的工作有分那麼多
種，原來攝影師的工作那麼辛苦，我以為攝影
師的工作只是拍張照，結果還要等他擺姿勢，
才要拍照，而且照相機的功能很複雜，可是拍
出照片美美的，很有成就感，也謝謝峽中舉辦
這個活動。

714 張岳霖
當攝影師是一個非常
大的挑戰，因為工
作的地點不一定在
室內，也有可能要在室
外到處跑來跑去，也可
能要到非常遠的地方拍
攝，但是當攝影師可以
去一些自己沒有去過的
地方，也可以拍到有趣的照片，所以攝影師
室一個辛苦又好玩的工作。

715 高德蓉
聽完這次的演講後，我了解很多關於「攝影」
這個職業的知識，也了解到要如何拍出一張好
看的照片，更了解到攝影師工作的辛苦！能夠
參與這次的活動，我很開心！

715 吳肇晟
週五早上時，暄佑的爸爸大仁哥特地到班上為
我們分享工作的內容和經驗，介紹了許多高級
的拍照攝影技巧及深奧的專有名詞與HTC產品
感謝大仁哥專門為了我們跑到峽中一趟，希望
早上介紹的東西可以讓我們在未來派上用場，
也可以使我們更進一步認識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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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職業：醫師
706 黃昱寧
我本來以為做醫生的很輕鬆，但聽完演講後
才發現不容易，因為事情會接二連三的來，還要讀
7、8年的書，又要考一堆證照，才可以當醫生，但講
師說了他的成就是來自他醫好的病人，原來各行各業
都有各自的辛苦之處，還有成就之處。

706 劉于綾
我一開始以為換藥就擦一下碘酒之類，沒有想到醫院換藥要用到半個小時！最辛苦的是晚上值
班，因為晚上急診很多的話，那一天都不用休息了，可是他們醫好一位病人，就很有成就感也會
讓他們開心，我覺得醫生很偉大，他們會因為醫好病而開心，真的很神奇！

☆分享職業：旅遊企劃
707 陳紹齊
聽完了分享後，感覺旅遊企劃這個工作還挺快
樂的，因為分享時好像很少聽見有什麼辛苦的
地方。來賓也介紹了許多漂亮的景點給我們，
其中有很多是我一直都不知道的。從來賓介紹
的神情也能看出他很喜歡這份工作。如果有熱
忱的話，我想旅遊企畫會是個有趣的工作。

707 吳昕宸
聽完他所說的，我很想
和他一起去旅遊，他意
志力非常堅定，這職業
應該就是他最喜愛的工
作吧！樂在其中這種精
神，令我很欽佩。

☆分享職業：養護中心護理師

☆分享職業：房屋仲介

708 李孟穎

709 梁博宇

我覺得每一個人降臨在這個世界上是很可貴
的，這是可以讓我們自己慶幸的！不過你如果
不是四肢健全的小孩，你會怎樣？可是，你是
全天下獨一無二的沒有人可以取代你的。如
果，你是一個不幸的小孩，還是會有人與你相
伴的。師長們對你的期望下，你們一天天的長
大有如天使一樣的笑容、真誠的心和體貼他
人，讓師長們看見你們的「成長」！從不會到
會是一個很艱難的挑戰希望你們多多加油！

最重要的還是耐心，埋
頭苦幹的心，以及對客
戶誠摯以對的心，我爸
爸強調，自己每次幫客
戶介紹物件時，該物件
的優點、缺點和是否符
合客戶所需，都會詳細
分析、告知，絕不會為
了成交，一昧的隱惡揚
善。

708 劉思妘
我覺得天悅的媽媽非常有愛心，願意教育，訓
練與輔導身心障礙者，並讓他們學會生活自
理，和找到自己能做的工作或是事情，而天悅
媽媽不只很有愛心，還很有耐心，在那服務了
12年之久，不厭其煩的做著這項工作，這種不
屈不饒的精神，值得我們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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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9 李佩蓁
今天來班上的來賓是一位房屋仲介，房屋仲介
的工作內容是介紹房屋的特色，做這個行業必
須要有誠信客人才會滿意。工作環境大多是以
客人買房的地點為主，有時在山上有時在都市
一般沒有固定的地點。這職業需學歷和執照並
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做這行業最開心的還是能
交到不同的朋友。

☆分享職業：媒體代理商
710 呂詠祺

712 楊詠晴

聽來賓分享他工作的一些事情，我聽的還挺著
迷的，也經過這次的分享，讓我覺得以後找尋
自己的職業，不單單只是找個穩定，收入高
的，也要找個自己有興趣的，這樣子工作起來
才會覺得開心一點，也不會是一份工作。

雖然要應徵成為媒體代理商不難，且薪水也不
低，但因為客戶一個接著一個來，因此在時間
上常常無法配合，導致朋友漸行漸遠，且有些
客戶又很難應付，導致許多從事這個行業的人
最後都會得憂鬱症，所以若你真的沒有超強抗

710 陳宥彤

壓性，就不建議你從事這個行業了。

我了解了很多關廣告行業的事情，我現在才知
道原來廣告有分成廣告代理商和媒體代理商，
而且做廣告也要有很多想像力跟好奇心。我覺
得這次得分享讓我對媒體代理商有更多的了
解，非常的充實。

712 蔡佳嬡
雖然薪水不低，但是很累，每個客戶的需求也
都不一樣，時間當然也會不同，時間會常常無
法配合，朋友也會慢慢疏離，做久了很可能患
有憂鬱症，所以抗壓性要強，不然就不適合做
這行了。

☆分享職業：長榮海運
716 游尹瑄

716 洪紫喬

經過家長的介紹後，又讓我更認識茶，但是聽
了這中間的經歷和過程，讓我學到勇於去嘗
試，而且能與自己的工作和興趣結合是一件很
幸福的事情！

我只有喝過幾次茶，對茶也沒有太多印像，但
聽完這次的職業面面觀才發現茶也有非常多的
研究。最後，也明白外面有品牌的茶飲，會對
品質有所要求，我們可以安心飲用。

717 簡庭偉
讓我學到了，從小的興趣，可能會變成以後的
事業，也學到了，每個工作都有辛苦和開心的
地方，有成就的時候，要找到最和自己的工
作，聽完這次的演講，我學到了很多，讓我對
未來有更多的想法。

☆婚紗公司
718 包育瑄

718 詹濬瞳

聽完講師分享完自身經歷後，我真心覺得攝影
這個職業並不是想像中的輕鬆。如果是業餘嗜
好，它可以使人放鬆愉悅，那只是隨意拍，可
它如果是一個職業時，所拍的每張照片就該是
注入諸多的精神與時間，更重要的是，還要對
「美」有概念及熱情。未來我並不會往攝影的
方向像前邁進，畢竟那不是我的夢想、目標，
但我會將它視為我的嗜好，因為我也有對攝影
的熱情。

聽了這次「家長
職業經驗分享」
後，我又更了解
攝影師的工作，
我以前都以為攝影師只是拍拍照就好，沒有什
麼辛苦的，但透過這次分享，我知道了當攝影
師需要大量的技術，照片拍完後，還要花大量
時間編輯、調整，工時長。各個行業都有它辛
苦的地方，當你的夢想、興趣跟工作結合時，
它會變得辛苦，需要進一步調整心態，這是我
今天學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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