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一二生涯講座選課公告】 

1.講座時間:109/02/04(二)第六節至第七節課 

2.講座對象:全體高一二學生 

3.跨年級跑班地點: 善牧廳、高一二班級使用 12間教室 

4.選課方式：請點選選課網址 

     使用學號(帳號)及身分證字號(密碼英文字母大寫)Enter登入 

     請排序 13個志願 (選課時間截止前，都可以再次登入修改) 

     完成 13個志願序之後，直接關閉網頁即可完成選課 

5.選課時間：108/12/31(二)至 109/01/06(一)23:00 

6.選課網址：http://w4.tkgsh.tn.edu.tw/TKACC/Take_Class_RM_H/Default.aspx 

7.選課結果：109/01/30(四)公告選課結果及座位表，109/02/04(二)講座

當天，請同學隨身攜帶貴重物品及筆(寫學習單)，依照選課

班級座位表入座點名。 

8.注意事項：請同學務必在 109/01/06(一)23:00前完成選課，志願數不足

導致落選、或未依照時間完成選課者，最後將由老師隨機編

入尚有餘額的講座班級，不得異議。 

            02/04(二)寒輔當天已經確定請假的同學，不需要參與選課，

請完成學校正常請假程序，並至輔導處登記請假即可。 

 

輔導處關心您108.12.31. 

http://w4.tkgsh.tn.edu.tw/TKACC/Take_Class_RM_H/Default.aspx


108 學年高中部生涯講座 

~ 突破困境 展現生命亮點 ~ 
講座

地點 
主題 主題內容摘要 生涯講座講師 

善 

牧 

廳 

Impossible is 

nothing 

國際小姐!如何從一個平凡的女孩，

化妝台步從零開始，走上國際舞台? 
桌球選手!四年的桌球隊板凳選手最

終披掛清華戰袍，為校爭光? 
扯鈴表演者!手上滿滿的傷痕，只為

了成就一場完美的演出? 
發明者!從無到有，從想法到商品的

不歸路?用不一樣的想法看事物，不

一樣的標準對待自己。讓每個親身經

歷，讓個人生困頓都實現這句”給自

己天馬行空的傻勁，給自己付諸實行

的勇氣，相信未來的我會感謝當初這

個傻呼呼而且奮不顧身的自己。” 

1.國際小姐邱怡澍

小姐 

人生轉個彎：從品保

工程師變成咖啡烘豆

師 

也許你有另外一個天賦，給自己更多

的嘗試與選擇 
2.工業綠洲咖啡烘

豆師丁郁珉先生 

S101 

困境，讓生命有亮

點—分享成功經驗 

困境，何是困境 
困境，何時困境 
面對，突破困境 
成就，來自困境 

1.德南國民小學陳

彥宏校長 

態度 
老手 vs 高手 主觀 vs 主見 結束是一

個開始-機會是留給有計畫的人 
2.魚羊鮮豆咖啡老

闆林承先先生 

S102 

創造出精采人生 成功的秘訣 
1.德光 108 家長會

會長陳佳賸先生 

貴人 

總在求神問卜時，鐵詩上有”貴人相

助”；現實中遇困境時，總會有人現

身幫忙渡過難關；談談我生命中最重

要的”貴人”，同時想想自已的貴人

在哪? 

2.黎光樺建築師事

務所黎光樺建築

師 

S103 長大才懂的勝出條件 

1.進入心理學領域的掙扎 
2.台灣心理專業的轉變與未來 
簡要說明：如果你是對心理學有興

趣，也許你會想知道心理學系到底在

1.寬欣心理治療所

所長/臨床心理師

鄭皓仁心理師 



學什麼；如果你常在電影裡看到心理

治療的情節，你會好奇在治療室裡，

心理師到底是如何進行治療，平時會

遇到哪些個案；無論你想知道心理師

的日常，還是你只是想聽成為一個心

理師的心路歷程，都歡迎你來聊聊 

面對人生低潮的經驗

分享 

1、人生三階段的不同經歷 
2、面對低潮應有的心態 
簡要說明：在人生的前半場，主要分

為學生時期、台北就業、回鄉接手家

業三個階段，各個階段都有不同的人

生故事，也有許多的順境與逆境，該

如何面對這些問題，走向下一階段的

人生呢？歡迎來聽聽我人生的故

事！ 

2.連德堂餅店負責

人蔡偉忠先生                  

S104 

關於飯店業這件事-
認識自己、了解自

己、突破自己 

從懵懂→到挫折→經歷挑戰→變成

是自己的專業 

1.香格里拉台南遠

東國際大飯店宴

會及會議副理董

宛茹副理 

空軍戰鬥機飛行員的

養成 
 

1.軍校生的心路歷程 
2.戰鬥機飛行員的養成教育 
空軍官校是培育空軍飛行人員的搖

籃，而戰鬥機飛行員是捍衛台灣領空

的精英， 對翱翔天際有興趣的孩子

們，歡迎一起來聊聊。 

2.空軍官校飛行訓

練指揮部計畫管

制室主任李政亮

先生 

S105 

突破困境 
在每一個人生階段接受困境低潮,並
試著解決困難 

1.國際青商會會長

王國贊先生 

理想的等待、轉化與

實踐 

本人從高職的學習階段開始到分別

完成及取得碩士學位、公務員高考及

建築師執照，也在藝術及建築的領域

分別有一些美好的成果，同時也進入

大學任教及讀博士班，看似美好，卻

來自於不段的等候的階段，為何等

候?如何等候?最終等候的目的與期

待是什麼? 

2.翁廷楷建築師事

務所主持人 

S106 
從 1/2 到大學教師，

從轉變環境到突破困

境 

在國三把整套金庸看完的我，注定無

法考到理想的高中職，五專三年級在

成功嶺大專集訓時收到我被當超過

1/2 學分的家書，這改變了我的環

1.中華醫事科技大

學殷立德副校長 



境，人生的轉捩點也從此開始。但金

庸小說沒離開過我。鹿鼎記中的名

句:不做荒唐之事，何遣有涯之生。

讓我勇敢的做出許多別人不敢做的

創舉。 

創業酸甜苦三部曲 

(1)因爲父親的一句話辭掉幼兒園的

工作開啟了我從事教育工作不歸路

⋯⋯ 
(2)面對大型補習班～轉型？創造新

局面如何走出自己的一片天 
(3)跨領域接觸的新挑戰⋯⋯證明自

我價值～ 

2.校友會副理事長

盧佳玲園長 

S107 

發揮潛能,脫穎而出 工作中的突破自我,肯定自我 
1.勝利之聲廣播公

司張育誠先生 

路遙且長 

「大多數建築師要到五十歲左右，才

能在專業上大綻光芒。 
或許沒有其他專業像建築師這樣，把

無邊無際的廣泛知識濃縮在如此特

定而明確的物件之上。建築師必須具

備歷史、藝術、社會學、物理學、心

理學、材料學、象徵學、政治流程以

及五花八門的各種知識，而且蓋出來

的房子不但得符合建築法規、抵擋風

吹日曬、不怕地震搖撼，還得滿足使

用者複雜萬端的功能需求和情緒慰

藉。要學會把這般紛繁的顧慮凝結成

一棟完整的作品，得花上很長的時

間，以及一次又一次的嘗試錯誤。 
假使你正打算踏進建築這行，得有長

期抗戰的心理準備。那是值得的。」

摘錄自 建築的法則(Matthew 
Frederick) 

2.郭小琿建築師事

務所郭小琿建築

師 

S108 

化危機為轉機 
危機處理是人生必修學分，面對危機

的心態決定轉機的高度 

1.台南市政府人事

處副處長陳榮雄

先生 

想成為什麼樣的人？

先怎麼栽！ 
努力在自己領域發光發熱,活在當

下… 

2. 東東餐飲台南

區區長周華龍先

生 

S201 突破困境，生命亮點 德光是人生的轉淚點,開啟人生的另 1.全航國際旅行社



一處風景 負責人徐素蕙小

姐 

我的麥當勞生涯 

做從未做過的事，叫成長；做不願做

的事，叫改變；做不敢做的事，叫突

破。在學習中成長，在正面思維裡改

變，在嘗試時突破，給人生一次變好

的機會。 

2.麥當勞經理李世

欽先生 

S202 

發揮外語實力，讓你

接軌國際 
發揮外語實力，讓你接軌國際 

1.華藝漢語執行長

吳忠恩先生 

善用天賦,享受做設

計的樂趣 
建築人的養成是辛苦的,最後得到那

一點樂趣 

2.王曉奎建築師事

務所王曉奎建築

師 

S203 

從工作到天命-一個

女性記者的日常 

在媒體 24 年經歷低潮,從原本單純喜

歡記者這份工作到視為天命去做女

性記者的日常 

1.自由時報記者劉

婉君小姐 

ㄧ場在飯店門口的演

講 
如何突破自己的缺點 

2.安順國小校長蘇

建銘校長 

S204 

追黑逐白~後鹽業時

代的在坔創生 
(註:「坔」音同”

地”，是”濕地”的

古字) 

作為一位空間規劃設計專業者，如何

從參與黑面琵鷺保育運動，進而倡

議、推動和投入故鄉廢曬鹽田轉型為

黑琵棲地的規劃設計實踐心路歷

程，企盼為沒落的濱海偏鄉營造另一

道在坔創生發展模式 

1.基金會執行長中

原大學蔡福昌老

師 

活出屬於自己的快樂

人生 

1、了解自己是什麼屬性 
2、面對困難自己如何突破之分享 
3.找到適合自己的方向 

2.健樂行行銷業務

劉舒馨小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