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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學年度國中學生加深職群體驗寒假營隊活動計畫 

一、依據： 

依彰化縣 109學年度國中學生加深職群體驗寒假營隊實施計畫辦理。 

二、目的: 

透過營隊課程加深認識各職群內容，瞭解就讀須具備的個人特質及能力，及未來可對應

的行業別，協助學生思考適合的職業類科就讀。 

三、參加對象： 

已報名活動之線西、彰泰、埔鹽、員林、埔心等國中學生計 63名。 

四、活動日期： 

110年 2月 1日~2日上午 8:40~下午 4:00。 

五、活動內容： 

職類 日期、時間 活動內容說明 講師(主持人) 地點 

餐
旅
群
Ａ
班 

２
月
１
日 

8:40~9:00 學員報到 實習處同仁 音樂教室 

9:00~9:20 開幕式 黃聰文主任 音樂教室 

9:20~12:00 職群認識及體驗實作課程(餐飲科) 許麗娟科主任 餐飲科 

12:00~13:00 午餐及休息時間 實習處同仁 音樂教室 

13:00~15:40 職群認識及體驗實作課程(觀光科) 林姿利科主任 觀光科 

16:00~ 搭車返回國中 實習處同仁 九龍池 

２

月

２

日 

8:30~8:40 學員報到 實習處同仁 集合場 

8:40~9:40 搭車前往廠家 蔡立滿組長 遊覽車甲 

9:40~10:40 三皇三茶坊 張育菱主任 彰化市 

10:40~11:40 新天地唯愛庭園 林小娟人資 彰化市 

11:40~12:00 搭車前往建國科大觀光系 蔡立滿組長 遊覽車甲 

12:00~13:00 午餐及休息時間 蔡立滿組長 建國科大 

13:00~15:00 建國科大觀光系及校園參訪 施慧珉系主任 建國科大 

15:00~15:20 綜合座談 蔡立滿組長 建國科大 

15:20~15:30 回程歸建 蔡宏輝組長 建國科大 

15:30~ 搭車返回國中 蔡立滿組長 遊覽車 

 

職類 日期、時間 活動內容說明 講師(主持人) 地點 

餐
旅
群
Ｂ
班 

２
月
１
日 

8:40~9:00 學員報到 實習處同仁 音樂教室 

9:00~9:20 開幕式 黃聰文主任 音樂教室 

9:20~12:00 職群認識及體驗實作課程(觀光科) 林姿利科主任 觀光科 

12:00~13:00 午餐及休息時間 實習處同仁 音樂教室 

13:00~15:40 職群認識及體驗實作課程(餐飲科) 許麗娟科主任 餐飲科 

16:00~ 搭車返回國中 實習處同仁 九龍池 

２

月

２

8:30~8:40 學員報到 實習處同仁 集合場 

8:40~9:40 搭車前往廠家 蔡立滿組長 遊覽車甲 

9:40~10:40 三皇三茶坊 張育菱主任 彰化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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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10:40~11:40 新天地唯愛庭園 林小娟人資 彰化市 

11:40~12:00 搭車前往建國科大觀光系 蔡立滿組長 遊覽車甲 

12:00~13:00 午餐及休息時間 蔡立滿組長 建國科大 

13:00~15:00 建國科大觀光系及校園參訪 施慧珉系主任 建國科大 

15:00~15:20 綜合座談 蔡立滿組長 建國科大 

15:20~15:30 回程歸建 蔡宏輝組長 建國科大 

15:30~ 搭車返回國中 蔡立滿組長 遊覽車 

 

職類 日期、時間 活動內容說明 講師(主持人) 地點 

家
政
群 

２
月
１
日 

8:40~9:00 學員報到 實習處同仁 音樂教室 

9:00~9:20 開幕式 黃聰文主任 音樂教室 

9:20~12:00 職群認識及體驗實作課程(美容科) 藍雅惠科主任 美容科 

12:00~13:00 午餐及休息時間 實習處同仁 音樂教室 

13:00~15:40 職群認識及體驗實作課程(幼保科) 康闐瑗科主任 幼保科 

16:00~ 搭車返回國中 實習處同仁 九龍池 

２

月

２

日 

8:30~8:40 學員報到 實習處同仁 集合場 

8:40~9:40 搭車前往廠家 蔡宏輝組長 遊覽車乙 

9:40~10:40 天真幼兒園 陳嵐儀園長 鹿港鎮 

10:40~11:40 曼都髮型鹿港店 魏明儀經理 鹿港鎮 

11:40~12:00 搭車前往建國科大美容系 蔡宏輝組長 遊覽車乙 

12:00~13:00 午餐及休息時間 蔡宏輝組長 建國科大 

13:00~15:00 建國科大美容系及校園參訪 蕭蓉禎系主任 建國科大 

15:00~15:20 綜合座談 蔡宏輝組長 建國科大 

15:00~15:10 回程歸建 蔡宏輝組長 建國科大 

15:10~ 搭車返回國中 蔡宏輝組長 遊覽車 

 

六、接駁車路線及時間： 

甲線：員林國中→達德商工(2/2餐旅群參觀車) 

乙線：線西國中→彰泰國中→埔鹽國中→埔心國中→達德商工(2/2家政群參觀車) 

車次 時間 站別 搭車人數 隨車人員 

甲線 08:00 員林國中校門口 學生 32人 蔡立滿組長、國中組長 

乙線 

07:00 線西國中校門口 學生 4人 

蔡宏輝組長、國中組長 
07:30 彰泰國中校門口 學生 8人 

08:05 埔鹽國中校門口 學生 9人 

08:30 埔心國中校門口 學生 10人 

 

2月 2日 建國科大返回國中路線 

甲線：建國科大→員林國中 

乙線：建國科大→彰泰國中→線西國中→埔鹽國中→埔心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