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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國民中學區域職業試探與體驗示範中心   大同國中 

1 0 9 學 年 度 第 一 學 期 職 業 試 探 與 體 驗 課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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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為增進學生對職業與工作世界之認識。 

(二)提供學生職業試探與興趣探索之機會。 

(三)培育學生具備良好工作態度與建立正確職業價值觀。 

(四)推廣各校運用本縣「青年夢想方舟─體驗參訪媒合平台」之功能，並於體驗課程後至「參

訪體驗心得」專區展示學生學習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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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國中)。 

四、課程內容及時間：課程活動完全免費 

109學年度第一學期職業試探與體驗課程表 (大同中心) 

※學期中課程-國小 5~6年級學生報名場次(共 21場) 

場次 日期 授課時段 課程內容 授課教師 

1 109/9/24(四) 09:00-11:30 花禮設計 李俊謀 業師 

2 109/9/29(二) 09:00-11:30 奶爸奶媽初體驗 劉曉燕 教師 

3 109/9/29(二) 13:10-15:30 奶爸奶媽初體驗 劉曉燕 教師 

4 109/9/30(三) 09:00-11:30 化妝品產業概況與潤膚乳液製作 楊乃霖 業師 

5 109/10/6(二) 09:00-11:30 手作好時光-束口後背包 杜若松 教師 

6 109/10/7(三) 09:00-11:30 花禮設計 李俊謀 業師 

7 109/10/19(一) 13:10-15:30 樂活園藝 謝素芬 教師 

8 109/10/20(二) 09:00-11:30 手作好時光-束口後背包 杜若松 教師 

9 109/10/21(三) 09:00-11:30 布藝手作-小托特包 張秀鳳 教師 

10 109/10/23(五) 13:10-15:30 小小服裝造型師-風格穿搭 林億昕 業師 

11 109/10/28(三) 09:00-11:30 香草植物純露萃取與應用 吳建ㄧ 教授 

12 109/11/2(一) 09:00-11:30 布藝手作-小托特包 張秀鳳 教師 

13 109/11/4(三) 09:00-11:30 布藝手作-小托特包 張秀鳳 教師 

14 109/11/10(二) 09:00-11:30 手作好時光-束口後背包 杜若松 教師 

15 109/11/10(二) 13:10-15:30 防疫兼護手-乾洗手與護手霜製作 張家銘 教師 

16 109/11/11(三) 09:00-11:30 香草植物純露萃取與應用 吳建ㄧ 教授 

17 109/11/25(三) 09:00-11:30 畜產加工業簡介與茶葉蛋製作 林俊豪 教師 

18 109/11/27(五) 13:10-15:30 植物染方巾 汪雅敏 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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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109/12/8(二) 13:10-15:30 防疫兼護手-乾洗手與護手霜製作 張家銘 教師 

20 109/12/11(五) 13:10-15:30 創意手工皂 汪雅敏 教師 

21 109/12/16(三) 09:00-11:30 香草植物純露萃取與應用 楊乃霖 業師 

※學期中課程-國中學生報名場次(共 6場) 

場次 日期 授課時段 課程內容 授課教師 

1 109/10/8(四) 09:00-11:30 花禮設計 李俊謀 業師 

2 109/11/16(一) 13:10-15:30 樂活園藝 謝素芬 教師 

3 109/11/20(五) 13:10-15:30 小小服裝造型師-風格穿搭 林億昕 業師 

4 109/12/9(三) 09:00-11:30 化妝品產業概況與潤膚乳液製作 楊乃霖 業師 

5 109/12/23(三) 09:00-11:30 香草植物純露萃取與應用 吳建ㄧ 教授 

6 109/12/29(二) 13:10-15:30 防疫兼護手-乾洗手與護手霜製作 張家銘 教師 

五、體驗地點： 

彰化縣立大同國中（彰化縣國民中學區域職業試探與體驗示範中心）-春風樓四樓 

 六、開課對象： 

    (一)彰化縣對職業試探有興趣的國中小 5~9年級學生。 

    (二)每場課程安排 20~30 位學生，以班級為單位報名，至少需 2 位帶隊老師陪同(詳見注意

事項)，錄取名單由主辦單位參酌○1 尚未參加過的學校優先○2 資源班學生優先(請於報

名表附註)○3 報名順序。 

七、交通方式：免費專車(需達 20人以上)接送，依接送距離遠近安排專車時間，原則： 

    (一)上午時段課程：將安排錄取學校 9:00前到大同國中，中午 12:00前返回錄取學校。 

    (二)下午時段課程：將安排錄取學校 13:10前到大同國中，下午 16:00前返回錄取學校。 

     ※由主辦單位提供《車輛安全檢查表》，請配合驗車並指導學生坐車時全程繫妥安全帶，  

  驗畢簽名後請交回主辦單位。 

八、報名方式： 

 (一)採電子郵件方式報名，報名表(如附件)請寄 stm0016@linux.ttjhs.chc.edu.tw，承辦人

於報名當日下午 4:00前回信告知報名程序完成，若未收到回信，請電洽 04-

8358382#521 詢問承辦人報名情況。 

     (二)報名日期至 109年 9月 15日(二) 中午 12 點。 

    (三)錄取名單將於 109年 9月 17日(四)下午 5 點前以 e-mail 或電話通知各校聯絡人。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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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一)課程體驗至少需 2位帶隊老師陪同，且需協助學生課程進行及維持課堂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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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為因應新型冠狀病毒防疫工作，請帶隊老師於上車前測量學生體溫，並填寫由主辦單位提

供《學生體溫測量表》；學生於往返車程間、實作課程及導覽介紹中需配戴口罩。  

  (三)學習成果資料提供：錄取學校於規定期限內需至 https://visit.chc.edu.tw/《彰

化縣青年夢想方舟》，由國中小登入後，職探課程查詢，點選該校錄取課程場次，

進行我要報名動作，並送出，於課後上傳學生《課程體驗學習單》。 

    (四)為珍惜教育資源，錄取學校若因特殊緊急事件無法參加者，請於活動前 10日聯繫主

辦單位取消課程，以利主辦單位通知備取學校參加課程活動。 

    (五)相關事宜請洽林小姐 04-8358382 轉 521，e-mail：stm0016@linux.ttjhs.chc.edu.tw。 

十二、帶隊師長請准予公(差)假登記。 

十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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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之經費項下支應，覈實核

銷。 

 十四、本計畫經送府核可後實施，修正亦同。

mailto:stm0016@linux.ttjhs.ch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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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國民中學區域職業試探與體驗示範中心   大同國中 
1 0 9 學 年 度 第 一 學 期 職 業 試 探 與 體 驗 課 程 報 名 表 

學期中課程-國小場次報名表 
※報名表電子檔可至 FB搜尋《彰化縣區域職業試探與體驗示範  大同中心》下載 

※注意事項： 

(一)彰化縣對職業試探有興趣的國小 5~6年級學生，活動完全免費，每場課程安排 20~30位學生，至少需 2

位帶隊老師陪同，且帶隊老師需協助學生課程進行及維持課堂秩序。 

(二)免費交通車接駁，請配合驗車填寫《車輛安全檢查表》，驗畢簽名後請交回主辦單位。 

(三) 因應新型冠狀病毒防疫工作，帶隊老師於上車前測量學生體溫，並填寫由主辦單位提供《學生體溫測

量表》並繳回；學生於往返車程間、實作課程及導覽中需配戴口罩。 

(四)協助上傳學生《課程體驗學習單》至 https://visit.chc.edu.tw/《彰化縣青年夢想方舟》至參訪體驗

心得專區。 

(五)報名方式：採電子郵件方式報名，報名表請寄 stm0016@linux.ttjhs.chc.edu.tw，承辦人於報名當日

下午 4:00前回信告知報名程序完成，若未收到回信，請致電 04-8358382#521詢問承辦人報名情況。   

(六)錄取名單由主辦單位參酌○1尚未參加過的學校優先○2資源班學生優先(請於報名表附註)○3報名順序。 

(七)報名日期截止至 109年 9月 15日(二) 中午 12點，錄取名單將於 109年 9月 17日(四)下午 5點前以

e-mail或電話通知各校聯絡人。 

學校名稱  班級/人數  資源班學生□有____人   □無 

學校聯絡人                                  電話  e-mail  

意願順序 
(1~5) 

場次 日期 授課時段 課程內容 授課教師 

 1 109/9/24(四) 09:00-11:30 花禮設計 李俊謀 業師 

 2 109/9/29(二) 09:00-11:30 奶爸奶媽初體驗 劉曉燕 教師 

 3 109/9/29(二) 13:10-15:30 奶爸奶媽初體驗 劉曉燕 教師 

 4 109/9/30(三) 09:00-11:30 化妝品產業概況與潤膚乳液製作 楊乃霖 業師 

 5 109/10/6(二) 09:00-11:30 手作好時光-束口後背包 杜若松 教師 

 6 109/10/7(三) 09:00-11:30 花禮設計 李俊謀 業師 

 7 109/10/19(一) 13:10-15:30 樂活園藝 謝素芬 教師 

 8 109/10/20(二) 09:00-11:30 手作好時光-束口後背包 杜若松 教師 

 9 109/10/21(三) 09:00-11:30 布藝手作-小托特包 張秀鳳 教師 

 10 109/10/23(五) 13:10-15:30 小小服裝造型師-風格穿搭 林億昕 業師 

 11 109/10/28(三) 09:00-11:30 香草植物純露萃取與應用 吳建ㄧ 教授 

 12 109/11/2(一) 09:00-11:30 布藝手作-小托特包 張秀鳳 教師 

 13 109/11/4(三) 09:00-11:30 布藝手作-小托特包 張秀鳳 教師 

 14 109/11/10(二) 09:00-11:30 手作好時光-束口後背包 杜若松 教師 

 15 109/11/10(二) 13:10-15:30 防疫兼護手-乾洗手與護手霜製作 張家銘 教師 

 16 109/11/11(三) 09:00-11:30 香草植物純露萃取與應用 吳建ㄧ 教授 

 17 109/11/25(三) 09:00-11:30 畜產加工業簡介與茶葉蛋製作 林俊豪 教師 

 18 109/11/27(五) 13:10-15:30 植物染方巾 汪雅敏 教師 

 19 109/12/8(二) 13:10-15:30 防疫兼護手-乾洗手與護手霜製作 張家銘 教師 

 20 109/12/11(五) 13:10-15:30 創意手工皂 汪雅敏 教師 

 21 109/12/16(三) 09:00-11:30 香草植物純露萃取與應用 楊乃霖 業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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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國民中學區域職業試探與體驗示範中心   大同國中 
1 0 9 學 年 度 第 一 學 期 職 業 試 探 與 體 驗 課 程 報 名 表 

學期中課程-國中場次報名表 

※報名表電子檔可至 FB搜尋《彰化縣區域職業試探與體驗示範  大同中心》下載 

※注意事項： 

(一)彰化縣對職業試探有興趣的國中學生，活動完全免費，每場課程安排 20~30位學生，至少需 2位帶隊

老師陪同，且帶隊老師需協助學生課程進行及維持課堂秩序。 

(二)免費交通車接駁，請配合驗車填寫《車輛安全檢查表》，驗畢簽名後請交回主辦單位。 

(三)因應新型冠狀病毒防疫工作，帶隊老師於上車前測量學生體溫，並填寫由主辦單位提供《學生體溫測

量表》並繳回；學生於往返車程間、實作課程及導覽中需配戴口罩。 

(四)協助上傳學生《課程體驗學習單》至 https://visit.chc.edu.tw/《彰化縣青年夢想方舟》至參訪體驗

心得專區。 

(五)報名方式：採電子郵件方式報名，報名表請寄 stm0016@linux.ttjhs.chc.edu.tw，承辦人於報名當日

下午 4:00前回信告知報名程序完成，若未收到回信，請致電 04-8358382#521詢問承辦人報名情況。   

(六)錄取名單由主辦單位參酌○1尚未參加過的學校優先○2資源班學生優先(請於報名表附註)○3報名順序。 

(七)報名日期截止至 109年 9月 15日(二) 中午 12點，錄取名單將於 109年 9月 17日(四)下午 5點前以

e-mail或電話通知各校聯絡人。 

 

學校名稱 
 班級/人數   資源班學生□有____人   □無 

學校聯絡人                             電話  e-mail  

意願順序 
(1-3) 

場次 日期 授課時段 課程內容 授課教師 

 1 109/10/8(四) 09:00-11:30 花禮設計 李俊謀 業師 

 2 109/11/16(一) 13:10-15:30 樂活園藝 謝素芬 教師 

 3 109/11/20(五) 13:10-15:30 小小服裝造型師-風格穿搭 林億昕 業師 

 4 109/12/9(三) 09:00-11:30 化妝品產業概況與潤膚乳液製作 楊乃霖 業師 

 5 109/12/23(三) 09:00-11:30 香草植物純露萃取與應用 吳建ㄧ 教授 

 6 109/12/29(二) 13:10-15:30 防疫兼護手-乾洗手與護手霜製作 張家銘 教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