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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團法人高雄市建築師公會&高苑科技大學建築系 

     辦理「2020 國中、高中職學生建築體驗營」活動計劃書   
                                 

一、活動宗旨： 

1. 近年來有鑑於高雄市都市環境建築物的品質日漸提升，高雄市建築師公會(下稱

本會 )與高苑科技大學建築系 (下稱本系 )，為促進建築設計及構法教育之永續發

展，使有興趣學習建築的國中、高中職學生能透過專業的研習活動，了解及肯

定建築學教育的內涵，進而激發求知的高度意願，同時提升本會與本系的社會

教育責任。 

二、活動目標： 

2. 透過建築師對建築案例的說明及講解，使國中、高中、高職學生能認識建築的

專業領域及營建操作內容。並由建築系主任講解說明建築系大學教育之理念及

課程安排的專業學習特色。 

3. 透過專業指導師的帶領及講解，實際操作建築形態設計的概念及繪圖，激發學

員的想像力及邏輯觀念。  

4. 透過指導師及輔導員的帶領，團隊能實際操作構材材料的計算及組合，共同完

成空間型態的創意作品。  

5. 藉由團隊的作品講解及敘述，頒發創作作品的獎狀作為獎勵，使學員能產生自

信心及成就感。  

6. 配合大學多元方案，頒發研習證書，提供國中、高中、高職學生建築作品的經

驗記錄。 

 

三、活動名稱：2020 國中、高中職學生建築體驗營 

四、主辦單位：社團法人高雄市建築師公會 

 高苑科技大學建築系 

五、活動時間：109 年 8 月 29~30 日上午 08:30~下午 17:30。（供餐不供宿） 

六、活動地點：高苑科技大學建築系館 

           （821 高雄市路竹區中山路 1821 號；電話：07-6077060） 

七、參加對象：南部地區國中、高中職學生。  

八、報名須知： 

(一)、招收名額：本活動以總額 60 人為限，且保留高中、高職學生 40 人之員額，依

報名繳費先後順序受理報名，如提前額滿則僅受理候補登計，達 30

人以上開辦。未達開班人數，活動取消，退費方式另行通知。 

(二)、報名須知： 

(1)郵寄或傳真報名： 

於本會官方網站(www.kaa.org.tw )下載空白報名表填寫後連同繳費收據 

影本郵寄至【高雄市三民區博愛一路 366 號 23 樓社團法人高雄市建築師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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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國高中職學生建築體驗營)收】。或傳真本會 07-3224691 詹素秋小姐

收。 

(2)網路報名： 

於本會官方網站(www.kaa.org.tw )下載空白報名表填寫後 e-mail 夾帶檔案

至信箱(kaa@kaa.org.tw) 國高中職學生建築體驗營○○○報名表』 (例：2020

國中、高中職學生建築體驗營王小明報名表)，截止時間以郵戳、電子郵件信

箱系統時間為憑。 

(3) 本會將於報名截止後一週內，於官方網站公布錄取名單。並發送 e-mail 及

簡訊通知錄取學生。 

(4)本營隊因為場地有限，依報名順序及主辦單位審閱合格後視為報名成功，主

辦單位並保有調整營隊人數之權利。 

(5)本會將於營期前郵寄「行前注意事項」給每一位錄取的同學。 

(三)、報名截止日：自即日起至 109 年 7 月 20 日止（額滿則提前止）。 

(四)、本會將於 109 年 7 月 21 日於本會網站公布最終錄取名單。 

(五)、活動聯絡人：本會 詹素秋/電話：07-3237248＃16  傳真：07-3224691。e-mail：

kaa@kaa.org.tw  網址：http://www.kaa.org.tw  

(六)、本次活動課程如因時間或其他因素,本會得隨時調整之,敬請見諒。 

 

九、活動內容：  

1.「認識建築」講座---由公會之專業建築師，透過對高雄市及世界名建築案例

的說明及講解，使國中、高職、高中生能認識建築的專業領域及營建操作的

內容。「建築專業課程」介紹---由建築系主任講解說明建築系大學教育之理念

及課程安排的專業學習特色。 

2.「建築形態設計」---透過建築系四位指導師的帶領及講解，實際操作建築形

態設計的概念繪圖，激發學員的想像力及邏輯觀念。 

3.「創意構型實作」---透過四位指導師及輔導員的帶領，由各分組團隊依據初

選出的手繪概念圖，實際進行構材材料的計算及組合，接續由各團隊組員進

行材料的切割及組裝，共同完成具體的空間型態實作作品。 

4.藉由團隊的作品講解及敘述，頒發獎狀作為獎勵，使學員能產生自信心及成

就感。 

5.配合大學多元方案，頒發研習證書，提供高中職建築作品的經驗紀錄。 

 

十、活動流程表 

 

日期：109 年 8 月 29 日 及 8 月 30 日 上午 08：30 至下午 17：30 

活動地點：高苑科技大學 建築系館 

   
◎ 109 年 8 月 29 日(星期六)  第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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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到地點：高苑科技大學 建築系館大廳 

演講地點：建築系館階梯教室(教 111) 

上課地點：建築系館教室(教 109、教 214、教 316)  

 

時間 活動主題 主持人及與會貴賓 

08:30～9:00 報到 接駁車至岡山高捷站、火車站接送 

9:00～9:30 開幕式 

高雄市建築師公會公共事務委員、理

事長 

高苑科技大學趙必孝校長、王斌弘主

任秘書、建築系主任、指導師 

9:30～11:00 「認識建築」講座 高雄市建築師公會 建築師  

11:00～11:10 休息  

11:10～12:00 「建築專業課程」介紹 建築系主任、四位指導師、輔導員 

12:00～13:30 午餐  

13:30～15:20 「建築形態設計」課程 
建築系主任、四位指導師、輔導員 

高雄市建築師公會公共事務委員 

15:20～15:30 點心時間  

15:30～17:20 「建築形態設計」課程 
建築系主任、四位指導師、輔導員 

高雄市建築師公會公共事務委員 

17:30     搭乘接駁車至岡山高捷站、岡山火車站 

 

 

 

高苑科大接

駁車等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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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年 8 月 30 日(星期日)  第二天 

 

   報到地點：高苑科技大學 建築系館大廳 

   上課地點：建築系館(教 109、教 214、教 316)及教學大樓 

   實作地點：建築系館中庭 

 

時間 活動主題 主持人及與會貴賓 

08:30～9:00 報到 接駁車至岡山高捷站、火車站接送 

9:00～12:00 「創意構型實作」第一階段 
建築系主任、四位指導師、輔導員 

高雄市建築師公會公共事務委員 

12:00～13:00 午餐  

13:30～16:00 「創意構型實作」第二階段 
建築系主任、四位指導師、輔導員 

高雄市建築師公會公共事務委員 

16:00～16:20 點心時間  

16:20～17:20 創作作品頒發證書 

高雄市建築師公會公共事務委員、理

事長 

建築系主任、四位指導師、輔導員 

17:30     搭乘接駁車至岡山高捷站、岡山火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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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課程及指導師 

組別 課程活動內容 指導師及資歷 

A 

「疊空間」構體實作 

 

以模矩化單元為基礎創作出 3D 空間構

築的多變化造型 

林經堯老師 

高苑科技大學專任教師 

專長：1. 電腦輔助設計 

2. 鋼結構工程 

3. 建築結構分析  

4. 微振動分析 

B 

 

「創意夢幻屋設計」實作 

 
以夢幻屋的概念設計一組具有多功能

的機能家具，這些機能包括簡易書

架、手機架、筆架、筆筒、畫架、鑰

匙吊架、刀架、台燈等具有多功能之

機能家具。 

這些設計組合最後以類似夢幻屋的架

構造型呈現。 

蕭慶成老師 

高苑科技大學專任教師 

專長：1. 造型與表現技法 

2. 傢具設計 

3. 建築室內裝修法規 

C 

「光．影．虛．實」構體實作 

 

以點線面體之構成，導入加法與減法

之技巧，引入光線，完成造型空間之

設計與實體製作，並以平面影像紀錄

感受空間。 

王斌弘 老師 

高苑科技大學專任教師 

專長：1. 建築設計 

2. 電腦輔助建築設計 

3. 電腦輔助施工管理  

4. 建築構造  

5. 攝影 

D 

「 , , … 空間」構體實作 

 

以『 』及『 』的外型為基礎元素，

也可以自由引進其他文字之外型，進

行堆疊穿插之創作發想，構築並表現

塑造出之外部空間或內部空間。 

賴宗吾老師 

高苑科技大學專任教師 

專長：1. 建築結構安全評估 

2. 古蹟、歷史建築構造 

3. 都市防災 

4. 木作設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