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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計畫編號：103-1 

一、計畫名稱 提升學生專題製作能力增進學生創新研發能力 

二、計畫目標 

1.培養學生發覺未來可能發生問題之想像能力。 
2.推動師生跨領域合作，思考如何解決問題。 
3.增進學生創新研發能力 
4.專題製作作品符合未來想像主題具獨創性。 
5.校本創意課程與專題製作課程整合。 
6.專題製作課程與科技大學合作。 
7.提高專題製作作品實用性及市場性。 

工作項目 辦理處室 實施對象 辦理時程 

辦理學生產業參訪 實習處、教務處 高二、高三  
103年 1、12月 
104年 3、4月 

科技大學課程合作 實習處、教務處 高二、高三 103年 8月~104年 6月 

辦理專題製作競賽 實習處、教務處 高二、高三 104年 1月~2月 

專題製作成果展 實習處、教務處 高二、高三 104年 3月~5月 

參加 IEYI 青少年發明展 教務處 高一、高二 103年 8月~104年 1月 

三、工作內涵 

參加臺北市中小學科展 教務處 高一、高二 103年 10月~104年 6月 

期程 資本門(仟元) 經常門(仟元) 合計(仟元) 

103學年度 358 472 830 

104學年度 483 477 960 

105學年度 483 477 960 

四、經費需求 

總    計 1324 1426 2750 

1.未來想像主題產出與專題製作作品結合。 
2.推動師生跨領域合作，產出創新解決問題的新方法。 
3.發明展與科學展件數與水平提昇。 
4.專題製作課程與科大合作提昇專題製作水平。 
5.專題製作作品具獨創性、實用性及市場性。 
6.專題製作競賽獲獎件數能逐年提高。 

103學年度 104學年度 105學年度 
指標項目 

目標 績效 目標 績效 目標 
績

效 

學生參加企業參訪人數比率 30％  40％  50％  

專題製作競賽獲獎件數 6件  8件  10件  

部
定
指
標 與科技大學合作課程數 4  5  6  

發明展件數 2件  3件  4件  

IEYI 青少年發明展 獎件數 6件  8件  10件  

、 期效  

校
訂
指
標 臺北市中小學科學展 獎件數 3件  4件  5件  

：1. 期效 指標項目之 ， 參考高 方 實施方 之 四 績效
考 中 指標與校 指標之 明， 及 高 辦理項目與對 指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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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提升學生專題製作能力增進學生創新研發能力） 

103學年度子計畫社群成員一覽表  (103年 8月至 104年 7月) 

  姓名 職稱 工作項目 

1 主持人 許良村 實習主任 督導專題製作課程與競賽 

2 成  員 江明岳 教務主任 協助未來想像創意融入課程規畫 

3 成  員 陳敬義 科主任 專題製作審查委員 

4 成  員 黃志成 科主任 專題製作審查委員 

5 成  員 巫筠潔 科主任 專題製作審查委員 

6 成  員 楊清文 科主任 專題製作審查委員 

7 成  員 邱千芸 科主任 專題製作審查委員 

8 成  員 陳欽榮 設備組長 專題製作審查委員 

9 成  員 鍾靜蓉 科主任 專題製作審查委員 

10 成  員 張丕白 
實驗研究組專

任教師 
專利商品化接洽 

     

 
填表說明：1.學校校長、處室(科)主任、組長、導師及專任教師等成員，均可以擔任

子計畫主持人。 
2.每項子計畫之成員以不超過 10人為原則。 
3.各子計畫之規劃內涵以擴大層面全校參與（教職員工生）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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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提升學生專題製作能力增進學生創新研發能力）103學年度子計畫進度預定表 

 (103年 8月至 104年 7月) 

請劃”◎”圈選執行月份 

103年 104年 執行月份 
工作項目 8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1 辦理學生產業參訪    ◎ ◎  ◎ ◎     

2 科技大學專題課程合作  ◎ ◎ ◎ ◎ ◎ ◎ ◎ ◎ ◎   

3 辦理專題製作競賽    ◎ ◎ ◎ ◎ ◎     

4 校外專題製作競賽        ◎ ◎ ◎   

5 專題製作成果展         ◎ ◎   

6 參加 IEYI 青少年發明展   ◎ ◎ ◎ ◎       

7 參加臺北市中小學科展   ◎ ◎ ◎ ◎ ◎ ◎ ◎ ◎ ◎  

8              

9              

10              

              

 
填表說明：1.子計畫工作項目臚列以擇要簡明為原則。 

2.各子計畫應珍視資源並依預定進度定期召開會議管控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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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提升學生專題製作能力增進學生創新研發能力）103會計年度概算表 

 (103年 8月至 12月) 

單位：仟元 

名稱 單位 數量 單價 總價 說明(請說明內容用途) 

(一)經常門 

專家諮詢費 小時 20 1.6 32 外聘各領域專家(縣市配合款) 

租車 輛 5 10 50 業界參訪或競賽(縣市配合款) 

物品耗材費 組 20 7 140 
專題製作元件(結構與外觀)、依
各組提報實報核銷(國教署補助) 
(縣市配合款)  

      

      

業 
務 
費 

小計 222  

海報輸出 張 10 2.5 25 成果發表海報輸出(縣市配合款) 雜 
支 

小計 25  

      

      

獎 
補 
助 
費 小計   

經常門小計 247  

(二)資本門 

電動中空旋轉平台 組 1 13 13 電機科專題製作用(縣市配合款) 

電動螺桿滑台(含馬達) 組 2 12 24 機電科專題製作用(縣市配合款) 

聚光碟式太陽能熱

史特林發電機 組 1 12 12 電子科專題製作用(縣市配合款) 

版畫壓印機 台 1 125 125 廣設科專題製作用(縣市配合款) 

設 
備 
費 

一對四無線攝影機 

(含一對四接收器) 
組 2 28 56 

資訊科專題製作用(縣市配合款) 
(國教署補助) 

資本門小計 230  

103會計年度總計 477  

 
承辦人:             承辦主任:            會計主任: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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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提升學生專題製作能力增進學生創新研發能力）104會計年度概算表  

(104年 1 月至 7 月) 

單位：仟元 

名稱 單位 數量 單價 總價 說明(請說明內容用途) 

(一)經常門 

專家諮詢費 小時 20 1.6 32 外聘各領域專家(縣市配合款) 

租車 輛 2 10 20 業界參訪或競賽(縣市配合款) 

物品耗材費 組 15 9 135 發明展及科學展參展作品製作器
材費(縣市配合款) (國教署補助) 

      

      

業 
務 
費 

小計 187  

海報輸出 張 10 3 30 成果發表海報輸出(縣市配合款) 

裝訂費 件 20 0.4 8 作品說明書裝訂(縣市配合款) 雜 
支 

小計 38  

      

      

獎 
補 
助 
費 小計   

經常門小計 225  

(二)資本門 

可程式控制器

實驗箱 
套 1 38 38 電機科專題製作用(縣市配合款) 

Mac電腦 台 2 45 90 廣設科專題製作用(縣市配合款) 
設 
備 
費 

可程式控制器(裸

機)Fx-3u (64MR) 
台 1 13.5 13.5 電機科專題製作用 

資本門小計 128  

104會計年度總計 353  

 
 
承辦人:            承辦主任:            會計主任:           校長:              

 

 



-6- 

 

一、子計畫一：103-1提升學生專題製作能力增進學生創新研發能力 

      (一)依據 103年 4月 28日臺教國署高字第 1030046236號函辦理      

 (二)目的(增進學生學習品質)及預期目標 

       1. 目的 

  (1) 培養學生發覺未來可能發生問題之想像能力。 

  (2)推動師生跨領域合作，思考如何解決問題。 

  (3)增進學生創新研發能力 

  (4)專題製作作品符合未來想像主題具獨創性。 

  (5)校本創意課程與專題製作課程整合。 

  (6)專題製作課程與科技大學合作。 

  (7)提高專題製作作品實用性及市場性。 

       2. 預期目標 

  (1) 未來想像主題產出與專題製作作品結合。 

  (2)推動師生跨領域合作，產出創新解決問題的新方法。 

  (3)發明展與科學展件數與水平提昇。 

  (4)專題製作課程與科大合作提昇專題製作水平。 

  (5)專題製作作品具獨創性、實用性及市場性。 

  (6)專題製作競賽獲獎件數能逐年提高。 

       (三)主辦單位 

          實習處 

  (四)承辦單位 

          教務處：教學組、實驗研究組 

      (五)辦理日期   

    103年 8月至 104年 7月 

(六)組織分工 

  姓名 職稱 工作項目 

1 主持人 許良村 實習主任 督導專題製作課程與競賽 

2 成  員 江明岳 教務主任 協助未來想像創意融入課程規畫 

3 成  員 陳敬義 科主任 專題製作審查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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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成  員 黃志成 科主任 專題製作審查委員 

5 成  員 巫筠潔 科主任 專題製作審查委員 

6 成  員 楊清文 科主任 專題製作審查委員 

7 成  員 邱千芸 科主任 專題製作審查委員 

8 成  員 陳欽榮 設備組長 專題製作審查委員 

9 成  員 鍾靜蓉 科主任 專題製作審查委員 

10 成  員 張丕白 
實驗研究組專任

教師 
專利商品化接洽 

      (七)參加人員   

         全校教師及高一、高二、高三學生 

      (八)實施方式   

         辦理未來各科產業發展方向、健康育樂方向、社會關懷方向學生主題探討活動， 

       藉由師生未來想像及文獻探討，提報發展主題及待解之問題，再辦理創新解決問 

       題新方法之『創意說明書競賽』，創意說明書需包括：研究題目、研究動機、研究 

       目的、研究方法、參考資料，提高學生對學理的重視，增進課堂學習動力，培養 

       學生創新研發能力，最後將優良主題輔導其參加 IEYI 世界青少年發明展台灣區選 

       拔，或者輔導具科學性主題參加臺北市中小學學展。獎勵補助創意說明書得獎作 

       品材料費，鼓勵學生將創意說明書技術實現，成為專題製作作品，辦理校內創意 

       專題製作競賽，提昇學生專題製作能力。 

(九)實施內容 

   1.成立創意推廣中心輔導以未來想像為主題之學生學習社群，進行主題探討活動 

     (1)探討方向：產業發展方向(教務處及實習處)、健康育樂方向(學務處)、社會 

                 關懷方向(輔導室)。 

           (2)學習方法： 

               a.運用數位閱讀方式，教導善用『關鍵字』搜尋問題方向文章與報導。 

               b.教導如何整理資料與資料分類。 

               c.教導如何閱讀資料與思考、如何重整資料、如何批判方法之優缺點。 

               d.運用『主題』探討活動學習腦力激盪，探討主題之未來性及適切性。 

               e.找出適切主題後再做跨領域『主題問題解決方法』腦力激盪探討。 

               f.教導如果不用『傳統方法』，用跨領域方式思考如何『找出創新解決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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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方法』。 

           (3)創意中心：以實驗研究組老師為主並結合發明協會專家及策略聯盟之技專 

                        院校等外界資源。 

   2. 辦理學生產業參訪 

    (1)分群科辦理，每學年辦理 1~2次。 

  3. 辦理科技大學課程合作 

    各科商請策略聯盟技專院校辦理『專題製作課程』合作。 

  4.辦理創意專題製作競賽 

    採全國高職學生專題暨創意製作競賽複賽與決賽模式辦理，辦法如附件 

  5. 校外專題製作競賽(參加 2項) 

    (1)全國 104年度高職學生專題暨創意製作競賽 

    (2)第 14屆(104年度)旺宏科學獎 

  6. 專題製作成果展 

        本成果展結合國中生技藝成果展一併辦理，預計在每學期末各辦理一次， 

    此活動可邀請鄰近國中參觀，提高就近入學人數。辦理辦法如附件 

         7. IEYI青少年發明展培訓。 

         8. 臺北市中小學科展培訓 

(十)獎勵與考核 

   1. 校內專題暨創意製作競賽 

     (1)群組前三名：學生記小功乙次；指導老師記嘉獎乙次 

     (2)群組佳作：學生記嘉獎兩次 

  2. 全國高職學生專題暨創意製作競賽 

     (1) 群組前三名：學生記大功乙次；指導老師記小功乙次 

     (2) 群組佳作：學生記小功兩次；指導老師記嘉獎兩次 

  3.旺宏科學展 

     (1)特優：學生記大功乙次；指導老師記小功乙次 

     (2)優等：學生記小功兩次；指導老師記嘉獎乙次 

   4. IEYI世界青少年發明展金牌學生記大功 1次，指導老師記小功 1次。 

   5.臺北市中小學科展獲特優者學生記大功 1次，指導老師記小功 1次。 

(十一)經費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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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經常門：477,000元。 

   2.資本門：483,000元。 

(十二)本實施計畫呈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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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南商工 103學年度學生專題暨創意製作競賽實施計畫 
壹、依據 

一、 教育部第二期技職教育再造計畫白皮書。 
二、 教育部創造力教育白皮書。 
三、 全國高職學生專題暨創意製作競賽要點。 
四、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推動職業學校創意教學工作計畫。 

貳、目的 
一、落實本校學生之專題製作課程，培養創新思考模式，提昇實作能力、科技知識整合及

人際溝通合作能力。 
二、激發學生創意創新的興趣、想像力、思考力及創造力，進而養成研究精神。 
三、倡導學生研究發明風氣，奠定科技及研究發展基礎。 
四、引導學校教師重視專題製作課程教學，以逐級競賽方式拓展學生參與學習之視野與機

會，體現課程綱要規劃意旨。 
參、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實習處 
二、協辦單位：教務處設備組 

肆、組織 
為辦理「本校學生專題暨創意製作競賽」， 組成「專題暨創意製作競賽委員會」，

其組織如下： 
一、由校長、處、室、科主任及相關專業教師組成。校長為主任委員，召開委員會議，定

期制定競賽實施計畫、計畫執行追蹤檢核。 
二、競賽委員會由教務處設備組召集各群科主任成立競賽委員會，並邀請外聘專業教師、

實驗研究組教師擔任評審委員，負責辦理各群科之競賽。 
伍、參賽對象 

    本校在學學生。 
陸、參賽限制及規定 

一、 本競賽分為「專題組」及「創意組」兩組，每件參賽作品須於報名表上勾選參賽組別，

每件作品限報名乙組乙群。 
二、 兩組參賽限制說明如下： 

(一) 專題組 
每件參賽作品以 2至 5位參賽學生為限，參賽學生中高一學生人數不得超過該組

人數之三分之一。如有跨群學生共同參賽，該參賽作品須有超過三分之一學生隸

屬於某群，始能報名該群。 
(二) 創意組 

每件參賽作品以 3位參賽學生為限；參賽學生高一至高三皆可參賽；報名群別不

受就讀科別限制。 
三、 參賽作品之學生及指導教師皆須屬於本校師生，指導教師最多 2名且須為本校編制內

教師。 
四、 參賽作品皆須未獲得國際性、全國性同質競賽前三名獎項。 
五、 參賽作品不得仿製或抄襲他人作品。 
六、 參賽作品必須確為參賽者之創作，且參賽作品如經查證有雷同、仿冒等事實者，取消

參賽資格；得獎者追回獎狀獎金。 
七、 參賽學生需一致，於報名後即不得更換、亦不可更換參賽組別及群別，若因不可抗拒

之因素，經承辦單位同意並檢附指導教師說明文件證明始可更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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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競賽原則 
一、教育性 

    競賽著重於學生對群科課程之應用及整合，落實專題製作課程及教師創意教學之

成果，並提昇學生學習成效。 
二、普遍性 

    競賽旨在引導教師重視專題製作課程及創意教學，鼓勵學生藉由專題製作課程及

創意思考提升自身學習成效，而非少數人或者被動參與。 
三、真實性 

    競賽強調學生親自參與及實作，絕不假手他人、抄襲及仿冒，並學習尊重他人智

慧財產權。 
四、創意性 

    競賽鼓勵師生發揮創意，拓展科技知識整合及人際溝通合作能力。 
捌、競賽群別 
   依據職業學校群科課程綱要所定之十五群，本校群科歸屬表排列如下： 
 一、機械群 
 二、動力機械群 
 三、電機與電子群  
 四、商業與管理群  
 五、設計群  
 六、餐旅群 

玖、競賽時間地點 
一、評審時間：104年 1月 5(一)日至 1月 9日(五)進行資料審查。 
二、評審地點：本校活動中心 

拾、報名方式： 
一、書面資料繳交時間： 103年 12月 22日(一)至 12月 31日(二)止，以科為單位送交教務

處設備組。 
二、報名資料 

     報名資料含紙本，所有資料須符合書面格式規定。 
三、紙本資料說明： 

(一) 專題組  
1. 紙本資料(須繳交 4種資料)： 

(1) 報名表一式 1份(附件 1)。 
(2) 專題組作品說明書一式 3份(附件 2-1)。 
(3) 專題組作品簡介一式 1份(附件 3)。 
(4) 電子檔光碟須含 4個檔案：專題組作品說明書(電腦檔案格式須為 word檔及

PDF檔各 1，兩者內容須一致，內文及封面須排版完成於同一檔案中)、專

題組作品簡介(word檔及PDF檔各1)，光碟內檔案須遵照(四)光碟格式說明。 
上述任一資料未繳交者，視同放棄參加複賽。 

2. 作品說明書須遵守作品說明書之電腦排版格式(附件 2-2)撰寫，封面僅須寫群

別、參賽作品名稱及關鍵詞。總頁數以 20頁為限（不含封面、封底及目錄），

違反規定者將不予受理。 
3. 引用參考資料(單一書籍、期刊、報紙等)之原文字數須在合理範圍，詩文、劇

本、法律條文等不在此限。 
(二) 創意組 

1. 紙本報名(須繳交 4種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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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報名表一式 1份(附件 1)、 
(2) 創意組作品說明書一式 3份(附件 4-1、4-2)、 
(3) 創意組心得報告一式 3份( (附件 5)； 
(4) 電子檔光碟須含 4個檔案：創意組作品說明書(電腦檔案格式須為 word檔及

PDF 檔，兩者內容須一致，內文及封面須排版完成於同一檔案中)、創意

組 A4 心得報告(word 檔及 PDF檔各 1)，光碟內檔案須遵照(四)光碟格式

說明， 
上述任一資料未繳交者，視同放棄參加複賽。 

2. 作品說明書之封面僅須寫群別、參賽作品名稱及關鍵詞。總頁數以 10 頁為限

（不含封面、封底及目錄），違反規定者將不予受理。 
拾壹、評審標準： 

 一、專題組 
競賽前由承辦單位將參賽作品之「作品說明書」交給評審委員審閱，競賽當日則

以實地展示、口頭問答為主。評分項目如下： 
(一). 主題與課程相關性(40%) 
(二). 創意性(25%) 
(三). 應用及整合性(25%) 
(四). 表達能力(10%) 

 二、創意組 
競賽前由承辦單位將參賽作品之「作品說明書」交給評審委員審閱，競賽當日則

以實地展示、口頭問答為主。評分項目如下： 
(一). 獨創性(40%) 
(二). 實用性(25%) 
(三). 商品化(25%) 
(四). 表達能力(10%) 

拾貳、獎勵辦法 
一、凡參與競賽學生頒發參賽證明乙禎，指導教師頒發指導證明乙禎。 
二、獲選前三名及佳作作品，由學校頒予獎狀及獎勵。並由評審委員會推薦報名參加『全

國高職學生專題暨創意製作競賽』。 
三、專題暨創意製作競賽： 

(一) 專題組 
1. 依評審委員會議決議參賽三分之一獲獎名額選出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及

佳作獎項，參賽作品若經評審後未達標準，獎項得從缺。 
2. 第一名參賽作者記 2 小功、第二名參賽作者記 1 小功 2 嘉獎、第三名之參賽

作者記 1小功 1嘉獎、佳作參賽作者記 1小功。 
(二) 創意組 

1. 依評審委員會議決議參賽三分之一獲獎名額選出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及

佳作獎項，參賽作品若經評審後未達標準，獎項得從缺。 
2. 第一名參賽作者記 2 小功、第二名參賽作者記 1 小功 2 嘉獎、第三名之參賽

作者記 1小功 1嘉獎、佳作參賽作者記 1小功。 
拾叁、經費 

    參賽所須之經費由承辦單位依年度相關計畫支應。 
拾肆、注意事項 

一、本競賽應列入學校行事曆內，每年須舉辦 1次。 
二、各群科應鼓勵學生參加本競賽，惟對外參加「專題組」之作品作者應以 2 至 5 名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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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組」以 3名為限，推選對參賽作品貢獻最大之主要作者代表。 
三、群科對參賽作品應予建檔存查，如鼓勵參賽作品作者製作相關網頁，將參賽作品內容

建置為學校網站內容之一部份，予以相關教師、學生參考，並避免學生仿製及抄襲他

人之成果。 
四、辦理競賽期間，於學校群科網頁公告廣為宣傳，並邀請學生家長參觀。 
五、競賽委員會如發現參賽作品仿製或抄襲他人研究成果，且經評審委員查核屬實者，應

取消其參賽資格。如已得獎者應撤銷其所有獎勵並追回相關獎狀。 
六、參賽作品應參考本競賽規格製作。 
七、競賽委員會得獎名單依參賽作品三分之ㄧ名額推薦，各組說明如下： 

(一)專題組 
1. 參賽作品須繳交競賽報名表(紙本)一式 1 份(附件 1)、作品說明書(紙本)一式 3 份 

(附件 2)、作品簡介(附件 3)；電子檔光碟須含作品說明書(電腦檔案格式須為 word
檔及 PDF 檔，兩者內容須一致，內文及封面須排版完成於同一檔案中)、專題組

A4 作品說明電子檔，上述任一未繳交者視同放棄參加決賽。 
2. 參賽作品須遵守作品說明書之電腦排版格式(附件 2-1)撰寫，封面僅須寫群別、參

賽作品名稱及關鍵詞。總頁數以 20頁為限（不含封面、封底及目錄），超出頁數

之隊伍不予評審。 
3. 引用參考資料(單一書籍、期刊、報紙等)之原文字數須在合理範圍，詩文、劇本、

法律條文等不在此限。 
(二)創意組 

1. 參賽作品須繳交複賽報名表(紙本)一式 1份、(同附件 1)、作品說明書(紙本)一式 3
份(附件 4-1、4-2)、心得報告(附件 5)；電子檔光碟須含作品說明書(電腦檔案格式

須為 word檔及 PDF檔，兩者內容須一致，內文及封面須排版完成於同一檔案中)、
創意組 A4 心得報告電子檔，上述任一未繳交者視同放棄參加決賽。 

2. 參賽作品說明書之封面僅須寫群別、參賽作品名稱及關鍵詞。總頁數以 10頁為限

（不含封面、封底及目錄），超出頁數之隊伍不予評審。 
八、其他 

(一) 凡參賽作品之作者，請於競賽公布時間地點佈置完竣。 
(二) 作品規格超出規定之作品，如經安全審查後仍未改善者則不予評分。 
(三) 如競賽時發現作弊被查獲者，將取消該生 3 年內不得參與學校辦理相關競賽之資

格。 
(四) 有申請專利價值者，請務必於參加競賽公開前即提出專利申請。若公開後才提出

專利申請，則此專利申請案將不具新穎性，審查時可能會被核駁，且他人可能舉

發來撤銷專利權。 
(五) 參賽作品若經人檢舉或告發，涉及著作權、專利權等智慧財產權之侵害，由參賽

作品作者自行負擔法律責任，並依法歸還所有獎勵。 
(六) 各參賽作品之著作權或專利權等智慧財產權權益，歸屬參賽隊伍個別擁有，惟參

賽者及其法定代理人同意無償授權主辦單位，為非營利之目的，展示參賽作品之

實物、照片、說明文件等相關資料，包括於重製、公開播送、公開傳輸、公開上

映及公開展示之權利，主辦單位並有轉授權之權利。 
(七) 參賽作品之電子檔案及相關資料，請參賽隊伍自行保留原始檔備份，凡繳交之參

賽作品資料一律不退件。 
(八) 凡報名參賽者，即視同承認本計畫的各項內容及規定，若有未盡事宜，得由主、

承辦單位隨時補充，修正後公佈。 
(九) 參加本競賽者應同意主辦單位將各項資料(含影音檔)重製、轉貼或上網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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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得獎之作品群科必須配合學校辦理各項展覽活動展示。 
拾伍、安全注意事項 

一、 用電之最高電流以 10安培為原則，電源須加裝斷電裝置。 
二、 機械電器裝置之參賽作品，參賽作品作者須在場親自操作，停止操作時即切斷電源。 
三、 參賽作品不得危害人體安全，若有下列情事禁止參展： 

(一)有害微生物及危險性生物。 
(二)劇毒性、爆炸性、放射性、致癌性或麻醉性之藥品。 
(三)使用電壓高於 220伏特之器材。 

四、 下列參賽作品須以繪圖、圖表、照片或幻燈片等方式呈現，不得以實體展出： 
(一)所有的動物及動物胚胎、家禽幼雛、蝌蚪……等活體生命物質。 
(二)所有生物的試驗過程與結果。 
(三)強酸、強鹼、易燃物或任何容易引起公共危險性的物品。 
(四)人體所有部份均不得以任何方式展出。 

五、 參賽作品若經審查未達安全審查條件標準且未能立即改善者，不得參賽。 
六、 公告得獎名單日期：104年 1月 16日於學校網站公布。 

拾陸、本計畫經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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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南商工 103學年度職業類科深入體驗營暨技藝班作品成果展計畫 

壹、 目的 

一、 配合 12年國教技職教育之務實致用，藉由各科創意專題製作暨發明展、科學展得獎

作品展示，提供 9年級畢業生對職業類科升學進路選擇之深入體驗。 

二、 國中技藝班作品展示及現場操作，除讓家長看見成果外也能促進親子活動，更讓配

合辦理技藝班之國中端體認開南商工是一所認真辦學的學校。 

貳、時間：104年 5月 23日星期六上午 08：30~11：30。 

叁、活動內容： 

    一、國中技藝班作品展示及現場操作。 

    二、入學獎勵說明。 

    三、各科「創意專題製作」成果展。 

四、認識各職業類科特色及餐飲烹調實作。 

      五、體驗健康、快樂及多元科學創意的優質校園文化。 

肆、會場：活動中心 

 

 

 

 

 

 

 

 

 

 

 

 

 

 

 

 

伍、影音播放 
  一、97週校慶活動、健行路跑、社團及多元學習投影片播放。 

  二、將各科特色簡介電子檔輪流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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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學藝、技藝競賽及科展發明展得獎投影片播放。 

陸、活動進行 
一、川堂領活動程序單及相關資料。 

二、進入活動中心先觀看影音播放。 

三、校長致詞及入學獎勵金說明。 

四、各科參觀體驗蓋章。 

柒、分工 
一、採購與佈置：總務處。 

二、各科擺放作品協調規劃：實習處。 

三、影音播放及入學獎勵金說明：學務處。 

四、引導：輔導室及觀光科學生。 

五、餐飲操作菜單規劃：餐飲科。 

六、程序單及新生資料填寫服務：教務處。 

七、活動主持：學務處。 

八、照相錄影：石介亮、周政緯。 

捌、經費 
    由教務處招生項下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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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什麼是未來想像？ 未來想像的定義 

1. 前言 

   「未來想像」在名詞上是指「對未來的想像」（imagination of the  

     future或imagination for the future皆可），在動詞上是指「想像未來」（imagining 

     the future），而不是指「發生在未來的想像」（imagination from the future）。  

2. 歷程觀點 

    未來想像是一種「探索未來、想像未來、選擇未來與創建未來」的思考及行動 

     歷程，此一歷程也可以融入教育上的課程設計或教學過程，不過，這四個步驟的順 

     序可以循環，也可以交叉、跳躍或退回，並不是嚴格的發展順序。  

3. 能力觀點 

    「未來想像」是一種對未來的想像力。想像力是一種超越時空限制而形成意象的

心智能力，它可以表徵可能的真實，也可以表徵不真實或不存在的事物；它不是當下

的感官知覺，而是對感官知覺進行加工、重組、轉化或延伸，使其超越時空限制；它

可植基於經驗、知識與邏輯，但也嘗試超越經驗、知識與邏輯；它的基本功能在於增

加趣味、擴增可能性、提供逼真的感受或帶來新希望。想像力與創造力、未來思考、

系統思考等能力密切相關，培育這些相關能力，可以協助個體更多元、更適切、更有

意義的想像未來。  

   4.主體觀點 

 「未來想像」可以是個體想像自己的未來（例如 20年後的自己），也可以是個體

想像整體客觀環境（包括自然與社會環境）的未來。事實上，自我和社區、台灣、

地球村等各種層次息息相關，未來想像的範圍，端視個體的年齡、知識與視野而定，

課程上應由各教育階段的教師依學習者之發展程度來彈性引導與連結。 

  5.內容觀點 

     沒有內容的想像或思考都是空的，而沒有經過想像或思考的內容通常是無意義

的。雖然任何領域的內容都可以成為「未來想像」的內容，但為配合各教育階段的課

程領域以及配合國際上共同關心的議題，「未來想像」的內容大致分成未來產業、未

來教育、未來文化、未來科技、未來社會、未來環境與未來家園七大議題；又為了聚

焦發展教學實驗或參考案例，本計畫賦予各教育階段不同的焦點議題，但實務上，各

教育階段的各種課程領域內容，都可以成為未來想像的對象，以延伸學生的未來視野，

這才是本計畫的最終目標。  

    資料來源：http://future.nccu.edu.tw/hs/app/news.php?Sn=1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