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隆市立武崙國民中學109學年度 

「基隆市區域職業試探與體驗示範中心-武崙中心」上學期職業試探與體驗活動簡章 

 
 

壹、依據：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國民中學區域職業試探與體驗示範中心作業要點。 

二、武崙國中109年度職業試探與體驗示範中心續辦計畫。 

貳、目標： 

一、增進國中小學生對職業與工作世界之認識。 

二、提供國中小學生職業試探與興趣探索機會。 

三、培育良好工作態度與建立正確職業價值觀。 

參、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主辦單位：基隆市政府教育處。 

三、承辦單位：基隆市立武崙國民中學。 

四、協辦單位：基隆商工、培德工家、中華商海、輔大聖心高中。 

肆、活動日期：109學年度上學期。 

伍、參加對象：基隆市國民小學五年級至六年級及國民中學七年級學生報名。 

陸、辦理職群∕課程名稱： 

一、餐旅職群：詳見附件一。 

二、電機與電子職群：詳見附件一。 

柒、開班條件：學期中的梯次以班級為單位，以每校1-2梯為原則，先報名先錄取，額滿為止。 

捌、報名方式及錄取名單公告： 

一、報名方式： 

由報名的學校之承辦人員填寫【附件二】活動梯次登記表，以電子郵件方式寄送報名表

至wljh2020@gmail.com，亦可利用傳真02-24329650，再以電話聯絡武崙中心專員游博維

(02-24342456 #43)，確認是否已收到報名資料，方完成報名作業。 

二、國小承辦人報名期限：即日起至109年9月8日(二)止。 

三、錄取名單公告：本中心承辦人員將以電子郵件回覆，方為正式錄取。 

四、本中心聯絡人： 

1.中心專員游博維，電話：24342456 分機43。 

2.中心組長劉作融，電話：24342456 分機43。 

玖、注意事項： 

一、不受理臨時報名。 

二、錄取後不得轉讓他人。 

三、錄取後，為避免資源浪費，請務必參加，如因突發事故需取消報名，須於一週前先致電武 

    崙國中輔導處職探中心。 

四、本活動費用全免，由國教署支付，距離較遠的學校，提供遊覽車接送，全天活動梯次供中 

    餐，半天活動梯次無供中餐。 

 



拾、預期效益： 

學生皆能透過職群體驗課程，了解相關職業及工作內容，啟發學習動機增進自我探索，提升生 

涯抉擇及規劃能力。 

拾壹、交通方式： 

一、遊覽車接送。 

二、本校地址：基隆市安樂區(204)武崙街205號。 

拾貳、經費來源：由109學年度國民中學區域職業試探與體驗示範中心計畫經費支應。 

拾參、本計畫呈基隆市政府教育處核准後實施。 

 

 

 

 

 

 

 

 

 

 

 

 

 

 

 

 

 

 

 

 

 

 

 

 

 

 

 

 

 

 

 

 

 

 



【附件一】 

基隆市區域職業試探與體驗示範中心－武崙中心 109 學年度上學期活動總表 

 

梯次 日期 上課時間 上課內容 授課老師 職群

1 109-09-15(二) ■13:00~15:30 WL燈燈燈 - 聲控LED燈 吳文德老師 □餐旅   ■電機電子

2 109-09-17(四) ■13:00~15:30 WL貼心客房員 賴純茹老師 ■餐旅   □電機電子

3 109-09-22(二) ■13:00~15:30 WL燈燈燈 - 聲控LED燈 吳文德老師 □餐旅   ■電機電子

4 109-09-24(四) ■13:00~15:30 WL貼心客房員 賴純茹老師 ■餐旅   □電機電子

5 109-09-28(一) ■9:00~11:30 WL廚神 雷國俊老師 ■餐旅   □電機電子

6 109-09-29(二) ■13:00~15:30 WL燈燈燈 - 聲控LED燈 吳文德老師 □餐旅   ■電機電子

7 109-10-05(一) ■9:00~11:30 WL廚神 雷國俊老師 ■餐旅   □電機電子

8 109-10-06(二) ■13:00~15:30 WL燈燈燈 - 聲控LED燈 吳文德老師 □餐旅   ■電機電子

9 109-10-13(二) ■13:00~15:30 WL燈燈燈 - 聲控LED燈 吳文德老師 □餐旅   ■電機電子

10 109-10-19(一) ■9:00~11:30 WL廚神 雷國俊老師 ■餐旅   □電機電子

11 109-10-20(二) ■13:00~15:30 WL燈燈燈 - 聲控LED燈 吳文德老師 □餐旅   ■電機電子

12 109-10-26(一) ■9:00~11:30 WL廚神 雷國俊老師 ■餐旅   □電機電子

13 109-10-27(二) ■13:00~15:30 WL燈燈燈 - 聲控LED燈 吳文德老師 □餐旅   ■電機電子

14 109-11-10(二) ■13:00~15:30 WL燈燈燈 - 聲控LED燈 吳文德老師 □餐旅   ■電機電子

15 109-11-12(四) ■13:00~15:30 WL貼心客房員 賴純茹老師 ■餐旅   □電機電子

16 109-11-17(二) ■13:00~15:30 WL燈燈燈 - 聲控LED燈 吳文德老師 □餐旅   ■電機電子

17 109-11-19(四) ■13:00~15:30 WL貼心客房員 賴純茹老師 ■餐旅   □電機電子

18 109-11-20(五) ■9:00~11:30 WL廚神 陳鴻源老師 ■餐旅   □電機電子

19 109-11-24(二) ■13:00~15:30 WL燈燈燈 - 聲控LED燈 吳文德老師 □餐旅   ■電機電子

20 109-11-27(五) ■9:00~11:30 WL廚神 陳鴻源老師 ■餐旅   □電機電子

21 109-12-04(五) ■9:00~11:30 WL廚神 陳鴻源老師 ■餐旅   □電機電子

22 109-12-08(二) ■13:00~15:30 WL燈燈燈 - 聲控LED燈 吳文德老師 □餐旅   ■電機電子

23 109-12-11(五) ■9:00~11:30 WL廚神 陳鴻源老師 ■餐旅   □電機電子

24 109-12-15(二) ■13:00~15:30 WL燈燈燈 - 聲控LED燈 吳文德老師 □餐旅   ■電機電子

25 109-12-18(五) ■9:00~11:30 WL廚神 陳鴻源老師 ■餐旅   □電機電子

26 109-12-22(二) ■13:00~15:30 WL燈燈燈 - 聲控LED燈 吳文德老師 □餐旅   ■電機電子  

 

 

 

 

 

 

 

 

 

 

 

 

 

 

 



【附件二】 

基隆市立武崙國民中學 109 學年度上學期職業試探與體驗活動梯次登記表 

 

1. 對象：基隆市國民小學五年級至六年級及國民中學七年級學生報名。 

2. 費用：國教署支付，遊覽車接送，全天活動梯次供中餐。 

3. 人數：學期中的梯次以班級為單位。 

4. 梯次有限，每校先行登記 1-3 個梯次。 

5. 參加同學請攜帶水、筆、個人衛生用品、環保餐具。 

6. 梯次報名採先報名先錄取，額滿為止。 

7. 請各校承辦人員填寫登記表並回傳至 wljh2020@gmail.com，亦可利用傳真 02-24329650，再以

電話聯絡武崙中心專員游博維(02-24342456 #43)，確認是否已收到報名資料。 

8. 梯次登記表如下： 

學校名稱 學校承辦人員

e-mail 連絡電話

梯次志願序 梯次日期

第一順位

第二順位

第三順位

預約報名志願梯次序

課程內容

 

 

 

 感謝你們的報名！我們會儘快跟你們聯繫。 

相關訊息請隨時關注  FB「武崙國中職業試探與體驗示範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