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團法人高雄市建築師公會 

 2022 夏日逃跑計畫-高中職學生暑期建築體驗營活動 

 

活動宗旨： 

高雄市建築師公會歷年來對於高雄市都市環境以及建築品質之推進不遺餘力，近

年來高雄市城市美學意象也逐漸提升，除了推動產業進步，也積極與學術單位合

作，透過教育將永續環境以及城市美學向下紮根。 

近年來教育部推動多項大學多元入學方案，以期各校可以選擇適當招生管道，並

由各校（系科）依特色訂定招生條件，招收適才適所的學生；然因高中端缺少建

築與設計學群之教師，故高中學子通常在選擇學系時，仍對建築教育的學習懞懂。 

國立高雄大學建築系為高屏地區唯一國立大學建築系，從建都所開始即致力於南

部地區之建築與都市發展，對於培養新世代的空間專業人才，對於推廣建築之教

育責任責無旁貸。 

故為加強永續環境與建築教育之紮根，藉由本活動之舉辦，讓對於建築有興趣之

高中職學生，可以透過實際體驗的過程，了解且尊重建築教育之內涵，更進一步

期待可以啟發學子們對於建築的求知意願。 

活動目標： 

1. 落實產業界與學術界的下一代建築教育的社會責任。 

2. 藉由建築系教師的課程講解以及活動體驗，使學員能更加認識建築學習的

範圍以及專業。 

3. 透過實務界建築師的分享，讓學員可以了解建築產業的甘苦與實務操作。 

4. 經由指導教師的引導，讓學員實際操作型態或空間設計的概念轉化以及表

現，以期訓練學員的邏輯思考能力與創造力。 

5. 透過模擬評圖過程，讓學員學習溝通與表達能力，並於成果頒發獎狀證明，

增加學員的成就感。 

6. 藉由案例參訪以及專業建築師之解說，讓學員更了解成就建築物背後，所

需的專業與技術，使其理解建築產業的大範疇。 

7. 配合大學多元入學方案，活動完成後頒發研習證書，提供學員未來申請建

築與設計學群之相關科系的學習歷程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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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2022 夏日逃跑計畫-高中職學生暑期建築體驗營 

■主辦單位：社團法人高雄市建築師公會 

■協辦單位：國立高雄大學建築系 

■活動時間：111 年 7 月 23~24 日(六、日)上午 08:30~下午 17:30（供餐、宿）。 

■活動地點：國立高雄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建築系館 

           （811726 高雄市楠梓區大學路 700 號；電話：07-5919000）   

■參加對象：高中職學生（不含國中應屆畢業生）。並已完成二劑 COVID-19 疫苗 

           施打者(報名時附小黃卡影本)。 

■參加費用：(1)每人 3,500 元，收費包含講義、實作教材、餐點、教學師資、 

            保險費、接駁車資、住宿。 

          (2)如家中為低收入戶之子弟（附證明），報名後全程參與者，  

             活動結束時發還報名費 500 元/人，名額 10 名。 

          (3)早鳥優惠：111/6/9 前報名者享優惠早鳥價 2,800 元/人。 

■報名須知： 

一、招收名額：本活動以 40 人為限，依報名繳費先後順序，如提前額滿則不再 

              受理報名，達 20 人以上開辦。若未達開辦人數，活動取消，退 

              費方式另行通知。               

  二、報名須知： 

     (一)郵寄或傳真報名：  

        於本會網站 http://www.kaa.org.tw/news_show.php?b=5329 下 

        載報名表填寫連同繳費收據影本郵寄至【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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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傳真 07-3224691； 

        07-3133855 詹素秋收。 

    (二)網路報名： 

       於本會網站 http://www.kaa.org.tw/news_show.php?b=5329 下 

       載報名表填寫，e-mail 至本會信箱(kaa@kaa.org.tw)高中職學生 

       暑期建築體驗營○○○報名表』，截止時間以郵戳、電子郵件信箱系 

http://www.kaa.org.tw/news_show.php?b=5329
http://www.kaa.org.tw/news_show.php?b=5329
mailto:kaa@kaa.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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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時間為憑。(亦可掃描 QR-CODE 進入 google 表單立即報名)。 

    (三)本會將於 111年 6月 20 日於本會網站公布錄取名單。並發送 e-mail 

       及簡訊通知錄取學生。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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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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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費方式：至本會繳交現金、或採匯款、轉帳方式繳費。（如採匯款或轉帳 

              方式，請將報名表連同匯款或轉帳收據(請註明:2022 高中職學生 

暑期建築體驗營)。一併傳真至本會 07-3224691，或 e-mail 至本 

會信箱，並來電確認）。 

    匯款銀行別：國泰世華銀行高雄分行 

    戶名：社團法人高雄市建築師公會 

    帳號：005-03-0030411   

四、報名截止日：自即日起至 111 年 6 月 16 日止（額滿則提前截止）。 

五、本會將於 111 年 6 月 24 日於本會網站公布最終錄取名單。 

六、已完成報名後因故無法參加時，至遲應於 111/6/29 前，以書面向本會報備。 

    屆時未參加且又未報備者，將不退還參加費用。(電話報備恕不受理)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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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本次活動課程如因時間或其他因素,並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規定，本會 

    得隨時調整之,敬請見諒。                                                  

 

 

 

 

 

 

mailto:kaa@kaa.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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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流程表＞： 

   活動日期：111 年 7 月 23 日～7 月 24 日兩天一夜  

   活動地點：國立高雄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建築系館     

111 年 7 月 23 日(星期六)   Day 1 

時間 地點 活動主題 活動內容 參與者 

08:30-09:00 高雄大學人社

院 107 視聽教

室 

報到 左營高鐵站接駁 輔導員 

09:00-09:30 開幕儀式 高雄市建築師公會及高雄大

學建築系代表致詞 

高雄市建築師公會代表 

國立高雄大學建築系主

任、指導教師、輔導員 09:30-10:30 專題講座 

與Ｑ＆Ａ 

建築師代表分享（講者未定） 

10:30-11:00 高雄大學人社

院 107 視聽教

室 

課程介紹 兩天課程以及時程簡介 

設計體驗課程分組 

設計體驗課程發題 

國立高雄大學建築系主

任、指導教師、輔導員 

11:00-11:30 外出準備、團體合照 

午餐 

13:30-17:3

0 

 

Plan D 

逍遙園（免費） 

+ 

駁二藝術特區

走讀（免費） 

案例參訪 

 

透過實際參訪，更加藉由案例

參訪以及專業建築師之解

說，讓學員更了解成就建築物

背後，所需的專業與技術，使

其理解建築產業的大範疇。 

高雄市建築師公會代

表、輔導員、指導教師 

回程 

18:00-21:3

0 

高雄大學烤肉

區 

晚會活動 晚餐及晚會活動 

晚餐預計烤肉活動，如

遇下雨則改為外燴。 

輔導員、高雄大學建築系

學會 

就寢，預計住宿學校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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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7 月 24 日 Day 2 

時間 地點 活動主題 活動內容 參與者 

07:30-08:30 學校宿舍 第二天開始 起床、早餐、移動

至高大建築系館 

課程講師、課程助

教、輔導員 

08:30 -10:00 高雄大學建

築系館 

『 Fabrication 

4.0』 

團體課程 

木構實作體驗課程 

陳啟仁老師 

10:15-11:15 高雄大學宅

創中心 

『虛實之間 -窺

探 AVR』 

團體課程 

AVR 體驗課程 

陳怡兆老師 

11:30-12:30 高雄大學建

築系館 

學生工作室 

『夏日逃跑計

劃』- 設計課程

體驗 

設計體驗課程操作 國立高雄大學建

築系主任、指導教

師、輔導員 

午餐 

13:00-15:30 高雄大學建

築系館 

學生工作室 

『夏日逃跑計

劃』- 設計課程

體驗 

設計體驗課程操

作 

高雄市建築師公會

代表 

國立高雄大學建築

系主任、指導教

師、輔導員 
15:30-17:00 高雄大學人

社會院 107

視聽教室 

設計評圖 

暨 

頒獎典禮 

正式評圖體驗。邀

請建築師代表與

指導教師群共同

進行學生作品講

評 

接駁至高鐵左營站，解散。 

     

     

註：參訪景點得配合設計課程及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布事項調整。   

 

 

          

                                  

                         掃描 QR-CODE  立即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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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及指導師＞ 

A：團體體驗課程內容 

課程名稱 課程內容 課程教師 

Fabrication 4.0 木構造建築從設計、取材、興建

到使用，每一個階段都是整合對

環境友善的設計理念與技術實

踐，高雄大學建築系長年對於木

構造產業推動更是有目共賭。 

本課程結合高雄大學建築系系

學會於期末舉辦的『木構造實作

工作營』，讓本活動學員透過實

際動手組裝的單元，到將單元結

合成空間的過程，感受木構空間

的真實考驗以及型態之美。 

陳啓仁老師 

高雄大學建築系專任教授 

專長領域： 

1. 木構造建築法規及產業推

動策略 

2. 低碳建築生命週期評估與

比較研究 

3. 非典型建築活化與創意空

間營造 

4. 古蹟與歷史建築構造技術

史研究 

重要聚落保存與再發展計畫

研擬 

虛實之間-窺探

AVR 

AR 與 VR 體感科技於當前數位

經濟產業中扮演關鍵角色，在數

位經濟的推動過程中，營建產業

的鞥及轉型與數位人才的培

育，更是刻不容緩。 

本課程將透過基礎的 AVR 操作

講解，導入 AR/VR 設備等數位

工具，透過互動性的學習，讓學

員體驗建築與 AVR 的操作連結。 

陳怡兆老師 

高雄大學建築系專任副教授 

專長領域： 

1. BIM 建築資訊模型應 

2. 建築工程專案管理虛擬實

境城市規劃應用 

3. 電腦輔助建築設計 

4. 建築材料與構造 

5. 空間資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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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建築設計體驗課程 

課程名稱 課程內容 課程教師 

夏日逃跑計劃 藉由創意小題目，讓學員真實體驗建

築系學生操作設計課程的過程。題目

設計將會透過觀察、紀錄、發想、設

計討論，引導學員如何思考設計，將

抽象過程轉換為圖像以及模型。過程

中並訓練學員學習陳述其設計思考

的邏輯想法。 

最後搭配評圖來檢視學員的創意成

果。 

 

設計題目：高大校園夏日隱身基地設

計（暫定） 

召集人： 

葉育君老師 

高雄大學建築系助理教授 

設計師資： 

1. 楊欣潔老師 

高雄大學建築系副教授 

2. 梁凱翔老師 

高雄大學建築系助理教授 

3. 蔡寧老師 

高雄大學建築系講師 

設計體驗課程師資共計四位，除召

集人外，另三位師資擬聘高雄大學

建築系設計課程師資。 

課程名稱 課程內容 課程教師 

夏日逃跑計劃 

藉由創意小題目，讓學員真實體驗建

築系學生操作設計課程的過程。題目

設計將會透過觀察、紀錄、發想、設

計討論，引導學員如何思考設計，將

抽象過程轉換為圖像以及模型。過程

中並訓練學員學習陳述其設計思考

的邏輯想法。 

最後搭配評圖來檢視學員的創意成

果。 

 

設計題目：高大校園夏日隱身基地設

計（暫定） 

召集人： 

葉育君老師 

高雄大學建築系助理教授 

設計師資： 

4. 陳逸杰老師 

高雄大學建築系副教授 

5. 馬瑜嬪老師 

高雄大學建築系助理教授 

6. 蔡寧老師 

高雄大學建築系講師 

設計體驗課程師資共計四位，除召

集人外，另三位師資擬聘高雄大學

建築系設計課程師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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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課程參考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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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報名表                         

2022 夏日逃跑計劃 – 高中職學生暑期建築體驗營 

活動時間：111 年 7 月 23 日 08:30 至 111 年 7 月 24 日 17:30。（活動提供餐宿）。 

活動地點：國立高雄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建築系館。 

參加費用：3,500 元/人，111/6/9 前報名享早鳥優惠價 2,800 元/人。 

報名截止日期：自即日起至 111 年 6 月 16 日止（如額滿則提前截止）。 

※本會 111 年 6 月 20 日於官網公布錄取名單，另於 6 月 24 日再公布「最終錄取名單」。 

學員姓名  目前就讀學校  

出生日期/身分

證字號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_____________________ 
性別 

□生理男 

□生理女 

學員聯絡電話  學員手機號碼  

學員 email  

學員聯絡地址  

緊急聯絡人  緊急聯絡人電話  

交通方式 
□自行前往 

□接駁車（高鐵左營站） 
飲食習慣 

□葷食 

□素食 

特殊疾病說明  

衣服尺寸 

請於勾選欄勾選衣服尺寸 

尺寸 XS S M L XL 2L 3L 

衣長 64 67 70 73 75 77 80 

胸寬 43 46 49 52 55 58 61 

勾選欄        
 

繳費方式 
□至本公會繳交現金 

□匯款或轉帳（請將收據註明姓名，傳真或 e-mail 至本會，並來電確認） 

備註： 

1.報名內容請以正楷清楚書寫，以免資料判讀錯誤。 

2.本活動將辦理學員平安保險，參加學員請正確填妥出生年月日及身分證字號，以確保投保資 

  料無誤。並請檢附已完成施打二劑 COVID-19 疫苗小黃卡影本，謝謝。 

4.如已完成報名後因故取消，最遲於 111 年 6 月 29 日前，以書面通知本會。如未事前通知且 

  活動當天未出席參加者，費用將不予退還。(電話報備恕不受理)。 

5.有關本活動之注意事項，將於營期前郵寄/e-mail『行前注意事項』進行通知。 

6.本會聯絡人:詹素秋，聯絡電話:07-3237248 分機 16；傳真號碼:07-3224691；07-3133855 

  e-mail：kaa@kaa.org.tw，如有任何疑問，歡迎致電洽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