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彰化縣國民中學區域職業試探與體驗示範中心─彰安中心 
109 學年度暑假體驗營隊實施計畫 

一、依據： 

109 學年度「彰化縣國民中學區域職業試探與體驗示範中心」計畫辦理。 

二、目的： 

為增進學生對職業與工作世界之認識、提供學生職業試探與興趣探索之機會、培

育學生具備工作態度與建立職業價值觀。 

三、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二)主辦單位：彰化縣政府教育處。 

(三)承辦單位：彰化縣國民中學區域職業試探與體驗示範中心。 

四、辦理時間： 

        (一)授課時間分為上午場及下午場。 

        (二)暑假開課場次課程： 

   1.電機電子群： 

(1)「電流急急棒&自走車競速」營隊，時間 7/7 (三)及 7/8(四)台積電創新館參訪。 

                 (2)「AI 自動化機構體驗」營隊，時間 7/9 (五)整日。 

   2.設計群： 

(1)「玩創微電影-拍攝剪輯樣樣通Ⅰ」營隊，時間 7/5(一)、7/6(二)整日。 

(2)「玩創微電影-拍攝剪輯樣樣通Ⅱ」營隊，時間 7/15(四)、7/16(五)整日。  

                   (**微電影兩梯次上課內容相同，請擇一場次報名) 

  (3)「清水模微景植栽襪娃」營隊，時間 7/12(一)上午 

(4)「空間魔法師」營隊，時間 7/14 (三)整日；上午上課，搭配下午歌劇院參訪。 

五、地點： 

 彰化縣國民中學區域職業試探與體驗示範中心(彰安國中博愛樓三樓職探中心教室)。 

六、開課對象： 

(一)設籍彰化縣對職業試探有興趣的學生皆可報名參加，國小場次為升五至六年級， 

       國中場次為升七至九年級。 

(二)營隊各招收 20-25 位學生，含特教保障名額，至額滿為止。 

七、課程講師： 

        「AI 自動化機構體驗」營：賴錦宏老師。 

        「玩創微電影-拍攝剪輯樣樣通ⅠⅡ」營：劉津豪老師。 

         「空間魔法師」營隊：秀水高工室內設計系-潘鑫宏老師。 

         「清水模微景植栽襪娃」營隊，楊慧淳老師。 

「電流急急棒&自走車競速」營隊，大慶高工-蘇保宇老師。 

 

 

 



 

八、課程內容(超過一日的場次需能全程參與者才可報名！)： 

 

【國中場次】 

【國小場次】 

 

九、報名方式： 

(一)登入以下連結 google 表單進行報名，並下載師長同意書 email 至彰安職探中心電

子信箱，無家長同意書不予錄取(請於 6/18 前回傳，逾期不候)。 

    報名連結點： 

國小場: https://forms.gle/Xi1M3Q1PdZmkj74n6 

國中場: https://forms.gle/xeXrkZ4sdytb5MmP8 

 

(二)報名日期：110 年 6 月 15 日(二)早上九點開始報名至 6/18(五)截止(若額滿會提早

截止)為止，可重複報名但原則上錄取一場。 

課程名稱 日期 課程介紹 備註 

1 

玩創微電影-拍攝

剪輯樣樣通(Ⅰ) 

(限 25 人) 

【國中場】 

7/5(一) 9：00-17：00(整天) 

7/6(二) 9：00-17：00(整天) 

 

註 :(Ⅰ )(Ⅱ )二場上課內容一

樣，請擇一場報名 

想當 youtuber 達人嗎？首先你要學會

拍攝影片，剪接、配音、效果等各種

技巧，活動內容豐富有趣! 

7/5 及 

7/6 

供午餐 

2 

空間魔術師 

(限 25 人) 

【國中場】 

7/14(三)  

09：00-12：00 模型屋製作 

13：00-17：00 歌劇院參訪 

你對居家佈置有興趣嗎？對房間擺設

有自己的想法嗎？我們將會帶你由設

計出發，結合想法與實際材料的認

識，設計自己個人特色的模型屋!! 

7/14 

供午餐 

3 

玩創微電影-拍攝

剪輯樣樣通(Ⅱ) 

(限 25 人) 

【國中場】 

7/15(四) 9：00-17：00(整天) 

7/16(五) 9：00-17：00(整天) 

 

註 :(Ⅰ )(Ⅱ )二場上課內容一

樣，請擇一場報名 

想當 youtuber 達人嗎？首先你要學會

拍攝影片，剪接、配音、效果等各種

技巧，活動內容豐富有趣! 

7/15 及 

7/16 

供午餐 

課程名稱 日期 課程介紹 備註 

1 

電流急急棒& 

自走車競速 

(上限 20 人) 

7/7 (三)9：00-17：00(整天) 

電流急急棒&自走車競速 

7/8(四)9：00-16：00(整天) 

台積電創新館參訪。 

藉由 DIY 的課程讓電子的知識變得有

趣，親手體驗過程中，讓孩子發揮創

意，也能玩出新花樣。  

7/7 及 

7/8 

供午餐 

2 

AI 自動化 

機構體驗 

(上限 20 人) 

7/9(五) 9：00-17：00(整天) 
學習自動化機構於產業中的應用，並

利用 AI 辨識模組體驗未來科技。 

7/9 

供午餐 

3 

清水模微景 

植栽襪娃 

(上限 25 人) 

7/12(一)上午場 

9:00-12:00 

體驗從脫模打磨開始，擷取植物、學

習栽種技巧，製作可愛的迷你貓娃，

隱身花草間。安排植物擺放空間及欣

賞的角度，創造微景專屬的可愛。 

 

https://forms.gle/Xi1M3Q1PdZmkj74n6
https://forms.gle/xeXrkZ4sdytb5MmP8


          (三)錄取名單將於 110 年 6 月 23 日(三)17 點前公告於彰安國中首頁及彰安職探中心臉 

書。 

          (四)課程活動費用免費，錄取後請全程參與，若無故不到，往後不予錄取，也請勿隨 

意頂替使他人權益受損。 

(五)參與課程的學員皆需填寫體驗回饋單。 

(六)因應防疫，請全程配戴口罩及配合量測體溫(體溫超過 37.5℃者請返家休息)。 

十、交通方式： 

        交通自理或家長自行接送至彰安國中 

十一、預期效果： 

期能藉由職業試探之課程體驗，讓學生透過實際動手體驗，啟發學生對未來的職場有更

深入的了解。 

十二、注意事項： 

(一)為響應環保，煩請參加人員自備飲用水或「水杯」。課程進行過程中， 除飲用水外，

一律禁止飲食。 

(二) 為珍惜教育資源，經報名錄取者請勿無故缺席，完成報名程序後倘因特殊緊急事件

無法參加者，請於活動前 7 日告知主辦單位取消課程，以利通知備取學生參加。      

(三)課程相關事宜請洽聯絡人：專任人員黃小姐 聯繫電話：04-7236117 轉 258， 

電子信箱：career@gm.cajh.chc.edu.tw 

十二、活動經費 

所需經費由彰化縣國民中學區域職業試探與體驗示範中心經費項下支應，覈實核銷。 

十三、上述活動因應中央疫情指揮中心疫情層級做滾動式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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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彰化縣國民中學區域職業試探與體驗示範中心 

暑假體驗營隊家長同意書 

學生姓名  就讀學校 
             國小   /          年        班 

             國中   /          年        班 

性別  □男           □女 家長 Email 
 

(寄發行前通知) 

聯絡人 家(H)：                                 (手機)： 

報名  1.空間魔術師 2.電流急急棒&自走車競速  必填   (戶外參訪保險專用) 

出生年月日：                                      身份證字號： 

□我同意參加 109 學年度彰安職探中心暑假營隊，並遵守活動相關規定           

     備註：請家長協助督促孩子準時到校並配合課程相關規定                                                                                                    

                                                                                        家長簽章_________________ 

欲參加場次：請與 google 表單勾選一致 

國中場次(可全程參與者才可報名) 

□微電影-拍攝剪輯樣樣通(Ⅰ)     110/7/5(一) 及 7/6(二) 9:00-17:00  

□微電影-拍攝剪輯樣樣通(Ⅱ)     110/7/15(四) 及 7/16(五) 9:00-17:00 

□空間魔術師      110/7/14(三)  9:00-12:00 ， 13:00-17:00【下午參訪歌劇院】 

國小場次(可全程參與者才可報名) 

□電流急急棒&自走車競速             110/7/7(三)  9:00-17:00  

                                                           110/7/8(四)  9:00-16:00 【參訪台積電創新館】 

□AI 自動化機構體驗                      110/7/9(五)  9:00-17:00 

□清水模微景植栽襪娃                   110/7/12(一)  9:00-12:00 

膳食：   □葷食     □素食         *當日為整天課程的有供午餐，其餘沒有。 

  經報名錄取者請勿無故缺席，完成報名程序後倘因特殊緊急事件無法參加者，請於活動前 

7日告知主辦單位取消課程，以利通知備取學生參加。  

    課程活動費用免費，錄取後請全程參與，若無故不到，往後不予錄取，也請勿隨意頂替使他 

      人權益受損。 

說明：請將此同意書拍照或掃描於 6/18 前回傳至彰安職探中心信箱，              

才有完成報名手續。聯繫電話：04-7236117 轉 258，黃小姐   職探中心

LINE 搜尋 ID：@831bnevj           電子信箱：career@gm.cajh.ch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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