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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國民中學區域職業試探與示範中心-彰安中心 

110學年度暑假體驗營隊實施計畫 
一、依據：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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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教育處。 

(二)主辦單位：彰化縣國民中學區域職業試探與體驗示範中心-彰安中心。 

四、地點： 

 彰化市中正路二段 530 號(彰安國中博愛樓三樓職探中心教室 )。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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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學生，含特教保障名額，至額滿為止。 

六、課程講師： 

    小小商品設計師-「織品創意與襪材設計」-娃娃服裝設計&防蚊小鷹雄：業師楊慧淳老師。 

    小小工程師營隊-「程式踢足球-Micro:bit 體驗」：彰師附工盧佳信老師。 

 小小導播體驗營隊 -「微電影拍攝Ⅰ」，業師詹永任老師。 

 小小導播體驗營隊 -「微電影拍攝Ⅱ」，業師劉津豪老師。 

室內設計師體驗營隊-「空間魔法師」營隊：秀水高工室內設計系-潘鑫宏老師。 

七、課程內容： 

 

(一)國小場： 

 

 

課程名稱 日期 課程介紹 備註 

【國小場】 

小小商品設計師- 

「織品創意與襪材

設計」 

(娃娃服裝設計&

防蚊小鷹雄) 

(上限 20 人)  

111/7/1(五) 

9:00-16:00(整天) 

設計，講求美感與創意的培養啟發。 

課程內涵包括 1.透過娃娃的服裝設計認識商品設計師~ 

2.防蚊小鷹雄襪娃娃體驗-將襪子變身，手作設計獨特的

『彰化生態形象灰面鵟鷹』。填充防蚊中藥包，自由設

計變化造型，完成實用可愛作品，享受手作樂趣！ 

供午餐 

 

【國小場】 

小小工程師- 

程式踢足球--

Micro:bit 體驗 

(上限 20 人) 

111/7/11(一) 

9:00-16:00(整天) 

電子工程師體驗~ 

1.透過 micro:bit 的基本原理(初階)(LED、按鈕控制等) 

  練習，了解程式編寫 

2.透過 micro:bit 操控麥昆小車，並進行麥昆小車團隊 

  競賽 

供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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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中場： 

八、報名方式： 

(一)登入以下連結 google 表單進行報名，並下載家長同意書書寫後掃描或拍照回傳 email

至彰安職探中心電子信箱，請於 6/17(五) 17:00 前回傳，無家長同意書不予錄取。 

    報名連結點： 

國小場: https://reurl.cc/RrLpke 

國中場: https://reurl.cc/k1MRMr 

(二)報名日期：111.6/15(三)早上九點開始報名至 6/17(五)截止(若額滿會提早截止)，可重

複報名但原則上錄取一場。 

         (三)錄取名單將於 111 年 6 月 22 日(三)17 點前公告於彰安國中首頁及彰安職探中心臉書，

錄取者請務必填寫健康狀況聲明書回傳。 

         (四)營隊供應午餐，中心會準備用餐隔板，學員亦可可自備餐具或隔板。課程中請勿飲食， 

                若需脫口罩喝水請至教室外飲用。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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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參與課程的學員皆需填寫體驗回饋單。 

課程名稱 日期 課程介紹 備註 

【國中場】 

小小室內設計師- 

空間魔術師 

(限 20 人) 

 

111/7/1(五) 

9:00-16:00(整天) 

室內設計師體驗~ 

1.對居家佈置有興趣嗎？對房間擺設有自己的想法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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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透過 3D 繪圖設計出屬於自己夢想的房間,最後轉印在

馬克杯，可以獲得自己設計的專屬馬克杯！ 

供午餐 

【國中場】 

小小導播- 

微電影拍攝Ⅰ 

(上限 20 人) 

 

  111/7/4(一)及 

111/7/5(二) 

9:00-16:00 

(2 日整天) 

小小導播體驗~ 

1 認識微電影拍攝，導播體驗 

2.透過學習拍攝影片，剪接、配音、效果等各種技巧，

體驗導播、剪接師、編劇的工作內涵，活動豐富有趣! 

註：需 2 日皆能參與者才可報名 

供午餐 

【國中場】 

小小工程師- 

程式踢足球--

Micro:bit 體驗 

(上限 20 人) 

 

111/7/12(二) 

9:00-16:00(整天) 

電子工程師體驗~ 

1.透過 micro:bit 的基本原理(初階)(LED、按鈕控制等) 

  練習，了解程式編寫 

2.透過 micro:bit 操控麥昆小車，並進行麥昆小車團隊 

  競賽 

供午餐 

小小導播- 

微電影拍攝Ⅱ 

(上限 20 人) 

【國中場】 

  111/7/13(三)及 

111/7/14(四) 

9:00-16:00 

(2 日整天) 

小小導播體驗~ 

1 認識微電影拍攝，導播體驗 

2.透過學習拍攝影片，剪接、配音、效果等各種技巧，

體驗導播、剪接師、編劇的工作內涵，活動豐富有趣! 

註：需 2 日皆能參與者才可報名 

供午餐 

https://reurl.cc/RrLpke
https://reurl.cc/k1MRM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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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交通方式： 交通自理 或家長自行接送至彰安國中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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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注意事項： 

(一)為響應環保，煩請參加人員自備飲用水或「水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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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錄取者若有任何因應疫情無法參與課程，請務必儘速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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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career@gm.cajh.ch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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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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學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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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聲明書等資料使用，請

務必填寫正確!!) 

聯絡人 家(H)：                                 (手機)： 

□我同意參加 110 學年度彰安職探中心暑假營隊，並遵守活動相關規定           

 備註：1.符合資格才能報名，如有上課當天發現不符資格(如：虛報年級)請家長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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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若有錄取，請務必回傳健康狀況聲明書                                                                                                                                                                                                         

                                                                                                      家長簽章_________________ 

欲參加場次：請與 google 表單勾選一致 

【國小場】 

□小小商品設計師-小小商品設計師-「織品創意與襪材設計」 111/7/01(五) 9:00-16:00  

□小小工程師-程式踢足球(Micro:bit 體驗)                                  111/7/11(一) 9:00-16:00  

【國中場】 

□小小室內設計師-空間魔術師                                                      111/7/01(五) 9:00-16:00 

□小小導播-微電影拍攝   111/7/04(一) 及 7/05(二)  9:00-16:00(可全程參與者才可報名) 

□小小工程師-程式踢足球(Micro:bit 體驗)                                  111/7/12(二) 9:00-16:00  

□小小導播-微電影拍攝   111/7/13(三) 及 7/14(四)  9:00-16:00(可全程參與者才可報名) 

膳食：   □葷食     □素食 特殊病史 □無                                        (如有請詳實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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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因疫情無法參與，務必儘速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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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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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career@gm.cajh.chc.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