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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 寒假體驗營活動簡章 

一、活動目的： 

透過課程與活動使學子體驗設計團隊之間的互動與過程，並以最明瞭與精要的

方式將本系最趣味的課程介紹給高中職學子，讓大家搶先體驗雲科視傳的生活。期

盼營隊學員能在活動期間，更深入了解視傳相關領域。 

二、活動主軸： 

營隊活動除了將本系精華課程分享給高中職學員之外，另一重點為體驗營結合

工作坊的概念，讓來參與的學員能在營隊中體驗到講師專業的分享以及設計技能的

提升，以小組分組製作與成果發表的方式來呈現；使學員能夠體驗本系課程外，在

這其中體驗設計團隊合作方式以及發表分享的技能，進而達到合作成果的展現。 

三、活動時間： 

2021年 01 月 21日(四)起至 01月 24日(日)止，共四天三夜。 

四、活動地點：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設計二館。 

五、招募對象： 

對視覺傳達設計領域有熱忱之全國高中職在學學生(含應屆畢業生，限額 80人)。 

六、報名相關資訊： 

1. 報名方式： 

此次報名採電子信箱寄信報名，報名參加的同學們請務必下載附件填寫並附上作

品集，確認收到會以電子信箱、簡訊通知，否則視為報名失敗。 

2. 報名日期： 

即日起至 2020 年 12月 20日(日)晚上 12:00截止，錄取順序以電子郵件寄件順

序為主要排序依據。 

3. 活動費用： 

(1)活動費用：四天三夜，每人新台幣 4,800元整。(不含匯款手續費) 

(2)若報名人數達四人(含)以上，優惠價 4,500元整。 

※若使用此優惠，團體報名之全員資料需放於同一封電子信件內，分開寄件則

未達優惠標準，視同單一報名。 

(3)費用包含營隊期間所有保險、住宿、伙食費、講師費、教材費、活動、睡袋、

場地設備維護費、紀念品、T-shirt等等。 



(4)如遇天災或人為不可抗力等因素，主辦單位將保留此活動是否舉辦亦或延期

之決定權，詳細辦法將於 Facebook粉絲專頁上公告為主。 

4. 報名流程： 

(1)本簡章及報名表等相關文件，請至本活動網站 

「 https://www.facebook.com/VCDbreakfast2021」下載，可自行下載。 

(2)請於報名期間內用電子信箱寄至「nyustvcd29th@gmail.com」，請務必在信

件主旨上註明學員的姓名，若為團體報名者請輸入一位負責同學姓名即可。 

主旨範例：哇 A早餐勒_寒假營隊_姓名。 

團體報名主旨範例：哇 A早餐勒_團體報名_姓名。 

(3)信件中需包含以下附件，請填寫完整、可識別，資料缺漏視同報名失敗。 

A. 哇 A 早餐勒寒假體驗營報名表電子檔。 

B. 作品集電子檔。 

C.家長同意書 (家長簽名欄請務必簽名以表示同意貴子弟參與本次營隊)。 

※僅家長同意書使用掃描檔或翻拍照片上傳，報名表請用電腦打字輸入。 

(4)錄取順序以電子郵件送達順序為主要排序依據。 

(5)作品集規格：選出至今最滿意的四樣作品（不限媒材、請勿繳交實體作品，

可以翻拍、排版方式進行編輯）請儲存為 PDF 檔，檔案大小為 A4 不得超過

20MB，檔案命名爲：2021寒假營隊_作品集_姓名；若團報請分成四個不同的

PDF檔。 

5. 錄取者將於 2020年 12 月 21日(一)公佈於「哇 A早餐勒」活動粉絲專頁，並以

E-mail通知已錄取，請注意個人信箱及活動網站之最新訊息。 

七、匯款方式： 

1. 費用繳交於 2020年 12月 21日(一)公佈錄取名單後開始，正取者請於 2020年

12月 28日(一)前完成匯款。未於期限內匯款完成，視為放棄資格。 

2. 繳費方式： 

(1)ATM轉帳，匯票受款人填寫「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視傳系學會江家綺」 

郵局代號「700」存簿帳號「0301008-0912662」 

3. 繳費完畢請於 2020 年 12 月 29 日（二）前將匯款收據掃描檔或翻拍照片上傳用



電子信箱寄至：「nyustvcd29th@gmail.com」，請務必在信件主旨上註明學員姓名。 

主旨範例：哇 A早餐勒_寒假營隊_繳費完成。 

4. 繳費完成總名單將於 2021 年 01 月 01 日(五)公佈於「哇 A 早餐勒」活動粉絲專

頁，並以 E-mail通知，請注意個人信箱及活動網站之最新訊息。 

5. 如有匯款上的任何問題，請用電子信箱寄至：「nyustvcd29th@gmail.com」，請務

必在信件主旨上註明學員姓名，將有專人為您服務。 

主旨範例：哇 A早餐勒_寒假營隊_匯款問題。 

八、聯絡方式： 

1. 電話聯絡方式： 

總 召：陳鈺婷同學 0920-020-166 

副總召：江家綺同學 0929-000-824 

(聯絡時間：中午 12:00~13:00、晚上 7:00之後，因其身份為學生，所以避開

上課時間，造成不便請見諒)。 

2. 電子信箱：nyustvcd29th@gmail.com  

3. Facebook粉絲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VCDbreakfast2021 

九、主辦單位：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 系學會。 

十、備註： 

1. 若報名後不克參加者，請於 2021年 01 月 08 日(五)晚上 12:00 前通知可酌退回

報名費用之七成(其餘不退還之三成費用為營服、保險及活動所需之成本)，2021

年 01月 08 日(五)晚上 12:00後通知者恕不退費。 

2. 若因遇天災或人為不可抗力因素，而提出退費申請將退還當期活動報名費之七成

(其餘不退還之三成費用為營服、保險及活動所需之成本)。 

3. 報名人數為 80人，錄取順序以電子信件送達順序為主要排序依據。 

4. 如遇颱風等天災因素，本單位將保留此活動是否舉辦亦或延期之決定權，詳細情

況將在粉絲專頁公告與回應。 

5. 營隊結束後，每位學員均可獲得視覺傳達設計寒假體驗營結業證書乙張。 

6. 其餘詳細資訊(如攜帶物品)，均載於行前通知。 

7. 均需自備一臺筆記型電腦，以便課程使用（營隊期間大部分課程都會使用）。 

8. 如需查詢相關事項，可至粉絲專頁： 

  【2021雲科大視傳系寒假體驗營 – 哇 A早餐勒 VCD Breakfast】。 

       



     課程表: 

 

 

時間/日期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第四天 

07:00-07:30 

 

起床 

07:30-08:00 
早操 

『開店 dan』 

早餐 

『早起鳥兒有蟲吃』 

08:00-09:00 
早餐 

『早起鳥兒有蟲吃』 

遊戲 

『員工考驗』 

09:00-10:00 
報到 

『帥哥美女進來坐』 
大地遊戲 

『吃飽不要坐 

   肥肉動ㄘ動』 

版畫 

『裝盤點綴』 

發表會 

『秘笈大公開!』 

10:00-10:30 

10:30-11:00 

始業式 破冰 

『內用菜單自己拿』 11:00-12:00 

12:00-13:00 午餐/午休 

13:00-14:00 
隊呼練習、發表 

『大聲說出吃什麼!』 

攝影課 

『攝香味俱全』 

講座 

『米其林主廚』 

結業式 

『出師啦』 
14:00-15:00 

創意發想 

『研發菜單』 

15:00-16:00 

插畫 

『菜單美化』 

 

16:00-17:00 

17:00-18:00 
晚餐 

『夜間早餐部』 

18:00-19:00 
晚餐 

『夜間早餐部』 

作品集 作品指導 

『料理蘇王』 

晚餐 

『夜間早餐部』 

19:00-19:30 

練早操 

做作業 

『菜單研討』 

小晚會 

『阿姨請你的 

說聲謝謝會不會?』 

19:30-20:00 

20:00-21:00 

21:00-22:00 
練早操 

『晚間來 dan』 



2021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 

寒假體驗營報名表 

填表日期：2020/     /      

 

姓名： 性別： 

請張貼 

證件照 

身分證字號：  手機：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學校： 

E-mail： 

通訊地址： 

(E-mail及通訊地址為通知相關訊息使用，請務必填寫正確，並留意相關信件) 

   ※此表格皆由電腦輸入，請複製右方打勾符號，將其複製，貼至你的選項。 

參加梯次： 2021/01/21 ~ 2021/01/24        

特別飲食習慣： □ 吃素    □ 不吃牛肉    □ 其他(請註明)： 

特殊疾病： □ 無      □ 有(請註明疾病及特殊需求)： 

宗教信仰： □ 無      □ 有(請註明)： 

當天可自行到達的地點：  □ 設計學院二館門口    □ 斗六火車站大廳 

報到當天是否需營隊人員接送：□ 是    □ 否 

報到接駁車車次：□ 9：30 □ 10：00   

回程：□ 以遊覽車接送至火車站   □ 其他(請註明，如家長接送)： 

緊急聯絡人： 關係： 

緊急連絡電話：(日)                  (夜)                    手機： 

衣服尺寸：□ XS   □ S   □ M   □ L   □ XL   □ 2L   □ 3L  (尺寸規格詳見附錄一) 

自述： 

(個性、興趣…..) 

 

對營隊的期許：  

 



家 長 同 意 書 

貴子女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參加 110 年 01 月 21 日至 110 年 01 月 24 日由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

系 系學會舉辦之哇 A 早餐勒營隊活動。此次活動是為全國高職、高中生為對象

所舉辦的，已特別注意安全與相關事項，並經學校核准通過，請貴家長惠予同意。 

 

此致 

貴家長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 系學會 

 

家長簽名： 

家長聯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月            日 

 

 



 

附錄一 

營服尺寸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