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北市 110 年度三民高中職探中心國小寒假育樂營報名一覽表(P.1) 

梯次 一 二 三 四 

單元名稱 
面紙好大盒 

(可測優勢智能問卷立即

取得分析結果) 

面紙好大盒 
(可測優勢智能問卷立即

取得分析結果) 

中英雙語(一)魯班鎖 
(可測優勢智能問卷立即取

得分析結果) 

中英雙語(一)魯班鎖 
(可測優勢智能問卷立即取

得分析結果) 

課程目標 

辨識常用工具木料，

使用簡單機具，鋸榫

黏磨抽屜原木，完成

因勢制宜創意木工實

作 

辨識常用工具木料，
使用簡單機具，鋸榫
黏磨抽屜原木，完成
因勢制宜創意木工實
作 

推廣 Maker精神，提升

創意自造、問題解決、

動手操作、中英雙語力 

推廣 Maker精神，提升
創意自造、問題解決、
動手操作、中英雙語力 

報名截止 
第一階段校務行政網路報名：12/25(12:00)-1/3(17:00)，1/5(9:00)公布； 

 第二階段校務行政網路報名：1/6(12:00)-1/12(17:00)，1/14(9:00)公布； 

報名對象 限新北市各國小五、六年級學生 

報名人數 30生 30生 30生 30生 

活動日期 1/25(一)上午 1/25(一)下午 1/26(二)上午 1/26(二)下午 

活動時間 9：00-11：30 13：00-15：30 9：00-11：30 13：00-15：30 

報到時間 8：50-9：00 12：50-13：00 8：50-9：00 12：50-13：00 

施測時間 9：00-9：30 13：00-13：30 9：00-9：30 13：00-13：30 

作品圖片 

  

  

上課地點 

*注意事項 

 新北市立職業試探暨體驗教育三民中心 (三民高中五育樓一樓) 

*學生請全程配戴口罩，不得穿涼、拖鞋，長髮者並請紮起，自行進

入中心上課，奉局端規定主辦方恕不接送。 

*依教育局規定:每班必須報名達 20人以上，才能開班；如未能達標，

將於原定上課日三天前通知，敬請廣為宣傳盡量報名，以免遺憾。 



新北市 110 年度三民高中職探中心國小生寒假育樂營報名一覽表(P.2) 

梯次 五 六 七 八 

單元名稱 

中英雙語(二)NBA

電子籃球機 
(可測優勢智能問卷立即取

得分析結果) 

中英雙語(二)NBA

電子籃球機 
(可測優勢智能問卷立即取

得分析結果) 

台英混血茶香奶油

酥餅 
(可測優勢智能問卷立即取

得分析結果) 

台英混血茶香奶油

酥餅 
(可測優勢智能問卷立即取

得分析結果) 

課程目標 
推廣 Maker精神，提升

創意自造、問題解決、

動手操作、中英雙語力 

推廣 Maker精神，提升

創意自造、問題解決、

動手操作、中英雙語力 

運用在地有機食材製

作簡易且兼具美感與

創意的英式米點 

運用在地有機食材製

作簡易且兼具美感與

創意的英式米點 

報名截止 
第一階段校務行政網路報名：12/25(12:00)-1/3(17:00)，1/5(9:00)公布； 

 第二階段校務行政網路報名：1/6(12:00)-1/12(17:00)，1/14(9:00)公布； 

報名對象 限新北市各國小五、六年級學生 

報名人數 30生 30生 25生 25生 

活動日期 1/27(三)上午 1/27(三)下午 1/28(四)上午 1/28(四)下午 

活動時間 9：00-11：30 13：00-15：30 9：00-11：30 13：00-15：30 

報到時間 8：50-9：00 12：50-13：00 8：50-9：00 12：50-13：00 

施測時間 9：00-9：30 13：00-13：30 9：00-9：30 13：00-13：30 

作品圖片 

  

  

上課地點 

*注意事

項 

  新北市立職業試探暨體驗教育三民中心 (三民高中五育樓一樓) 

*學生請全程配戴口罩，不得穿涼、拖鞋，長髮者並請紮起，自行進

入中心上課，奉局端規定主辦方恕不接送。 

*依教育局規定:每班必須報名達 20人以上，才能開班；如未能達標，

將於原定上課日三天前通知，敬請廣為宣傳盡量報名，以免遺憾。 



新北市 110 年度三民高中職探中心國小寒假育樂營報名一覽表(P.3) 

梯次 九 十 十一 十二  

單元名稱 
大鯨奇手機架 

(可測優勢智能問卷立即取

得分析結果) 

大鯨奇手機架 
(可測優勢智能問卷立即取

得分析結果) 

霹靂溜溜星球 
(可測優勢智能問卷立即取

得分析結果) 

霹靂溜溜星球 
(可測優勢智能問卷立即取

得分析結果) 

課程目標 

辨識常用工具木料，使

使用簡單機具，鋸榫黏

磨抽屜原木，完成因勢

制宜創意木工實作 

辨識常用工具木料，使
使用簡單機具，鋸榫黏
磨抽屜原木，完成因勢
制宜創意木工實作 

辨識常用電子零件，焊

接簡單電路板，完成聲

光變化趣味電子實作 

辨識常用電子零件，焊
接簡單電路板，完成聲
光變化趣味電子實作 

報名截止 
第一階段校務行政網路報名：12/25(12:00)-1/3(17:00)，1/5(9:00)公布； 

 第二階段校務行政網路報名：1/6(12:00)-1/12(17:00)，1/14(9:00)公布； 

報名對象 限新北市各國小五、六年級學生 

報名人數 30生 30生 30生 30生 

活動日期 1/29(五)上午 1/29(五)下午 2/1(一)上午 2/1(一)下午 

活動時間 9：00-11：30 13：00-15：30 9：00-11：30 13：00-15：30 

報到時間 8：50-9：00 12：50-13：00 8：50-9：00 12：50-13：00 

施測時間 9：00-9：30 13：00-13：30 9：00-9：30 13：00-13：30 

作品圖片 

  

  

上課地點 

*注意事項 

 新北市立職業試探暨體驗教育三民中心 (三民高中五育樓一樓) 

*學生請全程配戴口罩，不得穿涼、拖鞋，長髮者並請紮起，自行進

入中心上課，奉局端規定主辦方恕不接送。 

*依教育局規定:每班必須報名達 20人以上，才能開班；如未能達標，

將於原定上課日三天前通知，敬請廣為宣傳盡量報名，以免遺憾。 



新北市 110 年度三民高中職探中心國小寒假育樂營報名一覽表(P.4) 

 

梯次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單元名稱 
TESLA循跡車 

(可測優勢智能問卷立即取

得分析結果) 

TESLA循跡車 
(可測優勢智能問卷立即取

得分析結果) 

自發電仿生獸 
(可測優勢智能問卷立即取

得分析結果) 

自發電仿生獸 
(可測優勢智能問卷立即取

得分析結果) 

課程目標 
辨識常用電子零件，焊

接簡單電路板，完成聲

光變化趣味電子實作 

辨識常用電子零件，焊
接簡單電路板，完成聲
光變化趣味電子實作 

運用數位雷雕製造技

術，培養學生做中學的

能力 

運用數位雷雕製造技
術，培養學生做中學的
能力 

報名截止 
第一階段校務行政網路報名：12/25(12:00)-1/3(17:00)，1/5(9:00)公布； 

 第二階段校務行政網路報名：1/6(12:00)-1/12(17:00)，1/14(9:00)公布； 

報名對象 限新北市各國小五、六年級學生 

報名人數 30生 30生 30生 30生 

活動日期 2/2(二)上午 2/2(二)下午 2/3(三)上午 2/3(三)下午 

活動時間 9：00-11：30 13：00-15：30 9：00-11：30 13：00-15：30 

報到時間 8：50-9：00 12：50-13：00 8：50-9：00 12：50-13：00 

施測時間 9：00-9：30 13：00-13：30 9：00-9：30 13：00-13：30 

作品圖片 

    

上課地點 

*注意事項 

 新北市立職業試探暨體驗教育三民中心 (三民高中五育樓一樓) 

*學生請全程配戴口罩，不得穿涼、拖鞋，長髮者並請紮起，自行進

入中心上課，奉局端規定主辦方恕不接送。 

*依教育局規定:每班必須報名達 20人以上，才能開班；如未能達標，

將於原定上課日三天前通知，敬請廣為宣傳盡量報名，以免遺憾。 



新北市 110 年度三民高中職探中心國小生寒假育樂營報名一覽表(P.5) 

 

梯次 十七 十八 十九  廿 

單元名稱 
鋼彈闖雲洞 

(可測優勢智能問卷立即取

得分析結果) 

鋼彈闖雲洞 
(可測優勢智能問卷立即取

得分析結果) 

鋼彈摩天輪 
(可測優勢智能問卷立即取

得分析結果) 

鋼彈摩天輪 
(可測優勢智能問卷立即取

得分析結果) 

課程目標 
運用數位雷雕製造技

術，培養學生做中學的

能力 

運用數位雷雕製造技

術，培養學生做中學的

能力 

運用數位雷雕製造技

術，培養學生做中學的

能力 

運用數位雷雕製造技
術，培養學生做中學的
能力 

報名截止 
第一階段校務行政網路報名：12/25(12:00)-1/3(17:00)，1/5(9:00)公布； 

 第二階段校務行政網路報名：1/6(12:00)-1/12(17:00)，1/14(9:00)公布； 

報名對象 限新北市各國小五、六年級學生 

報名人數 30生 30生 30生 30生 

活動日期 2/4(四)上午 2/4(四)下午 2/5(五)上午 2/5(五)下午 

活動時間 9：00-11：30 13：00-15：30 9：00-11：30 13：00-15：30 

報到時間 8：50-9：00 12：50-13：00 8：50-9：00 12：50-13：00 

施測時間 9：00-9：30 13：00-13：30 9：00-9：30 13：00-13：30 

作品圖片 

    

上課地點 

*注意事

項 

  新北市立職業試探暨體驗教育三民中心 (三民高中五育樓一樓) 

*學生請全程配戴口罩，不得穿涼、拖鞋，長髮者並請紮起，自行進

入中心上課，奉局端規定主辦方恕不接送。 

*依教育局規定:每班必須報名達 20人以上，才能開班；如未能達標，

將於原定上課日三天前通知，敬請廣為宣傳盡量報名，以免遺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