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團法人新北市建築師公會 

「2021 新北建築師青少年營」招生簡章 

一、 活動宗旨： 

1. 促進建築設計教育之普及化及永續發展，提升新北市建築師公會社會公益形象。 

二、 活動目標 

1. 透過特色建築介紹，讓高中學生對建築設計產生興趣及好奇心。 

2. 藉由實際參訪建築工地與建築師事務所，讓高中學生認識建築師行業及建築領域。 

3. 透過建築設計實作課程，讓高中學生思考設計概念及模擬建築興建過程。 

4. 配合大學多元入學方案，提供高中學生團隊生涯經驗。 

三、主辦及協辦單位： 

1.主辦單位：社團法人新北市建築師公會  

地址: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 293之 1號 6樓 

電話: (02)89534420   

傳真: (02)89534426   

聯絡人:分機 126  陳靜玟 

  主辦單位負責提供講師、規劃課程及編寫教材 

新北市政府工務局 

  負責活動宣導以及發布新聞稿等事項 

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 

  負責活動宣導以及發布新聞稿等事項 

2.協辦單位：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負責活動發文各學校等事項 

  新北市立板橋高級中學 

  負責場地並協助營隊活動等事項 

四、活動時間地點及報名收費 

  1.活動時間：110 年 1月 27-29日共計 3天 (8:30-16:40不住宿) 

  2.活動地點：新北市立板橋高級中學 

              地址: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 25號 

                   行政大樓三樓會議室 

              電話 (02)29602500 

  3.活動對象：台北市、新北市公私立高中高職在學生 

                  一梯次共計 80人 



 
 

     4.收費金額：2500元/人        

       低收入戶學生 8名 特惠價 600元/人收費 

       包含講義、素描本、作品集、鉛筆、午餐、保險費 

     5.報名流程：  

(1) 報名截止日期: 109年 12 月 31日 

     (2) 在報名截止期限前下列二種方式擇一報名(尚不需繳費)： 

1. 於本公會官方網站(ntcaa@ntcaa.org.tw)下載空白報名表填寫後郵寄至【新北

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 293 之 1 號 6 樓  社團法人新北市建築師公會(2021 新

北建築師青少年營)收】。 

2. 於本公會官方網站(ntcaa@ntcaa.org.tw)下載空白報名表填寫後 email 夾帶檔

案至信箱：ntc126@ntcaa.org.tw 

標題註明【2021 新北建築師青少年營 ○○○報名表】（例：2021 新北建築

師青少年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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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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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il 或簡

訊通知錄取同學。 

(4) 錄取名單公布後，將寄發繳費通知予錄取同學，須於收到通知後一周內完成繳

費。繳費後將以電話與簡訊告知報名成功。未於期限內完成費用繳交者將視為

失去錄取資格。 

    若為中低收入戶，請於此階段檢附證明，郵寄至【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 293

之 1號 6樓  社團法人新北市建築師公會(2021新北建築師青少年營)收】，本

會於審核後致電或簡訊確認減免報名費及成功報名（低收入戶減免名額贊助至

最多 8人）。 

(5) 若正取繳費截止後有多餘名額，將開放給候補生。 

候補同學錄取名單公布後，將以電話或簡訊通知錄取同學並寄發繳費通知，並

於收受通知後一周內完成繳費。繳費後會主動以電話與簡訊告知成功報名。 

(6) 本營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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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80名報名

成功者列為正取生，第 80名以後報名者列為候補生，主辦單位並保有調整營隊

人數之權利。 

(7) 本公會將於官網公布最終錄取名單。並在營期前郵寄「行前注意事項」給每一位

錄取的同學。 

(8) 已完成報名或於報名截止日期後因有要務取消參加者，其扣款標準如下：(日期

以公會上班時間為準) 

  ○1 活動前第三十一日前書面通知取消者，全額退還。 

  ○2 活動前第十五日至三十日書面通知取消者，扣報名費 500元。 

  ○3 活動前第八日至第十四日書面通知取消者，扣報名費 1000元。 

    ○4 活動前七日書面通知取消者，扣報名費全額。 

 有任何疑問 歡迎來信 ntc126@ntcaa.org.tw  
或來電(02)89534420分機 126  陳靜玟小姐 

mailto:%E6%AD%A1%E8%BF%8E%E4%BE%86%E4%BF%A1ntc126@ntcaa.org.tw
mailto:%E6%AD%A1%E8%BF%8E%E4%BE%86%E4%BF%A1ntc126@ntcaa.org.tw


 
 

五、課程安排 

地點: 新北市立板橋高級中學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 25 號(行政大樓三樓會議室) 

課程表：第一天(110 年 1 月 27 日星期三) 

時間 營隊活動內容 

08:30~09:00 報到(分組) 

09:00~09:20 
開幕式 

引言/貴賓致詞 

09:20~09:40 第一堂課:建築是什麼?+影片 

09:40~10:00 組員自我介紹-選組長/隊呼/隊名 

10:00~11:00 第二堂課:手繪入門課 

11:00~11:30 統一集合移動至參訪地點 

11:30~12:30 參訪:板橋遠東園區(新北市立總圖) 

12:30~13:30 午休.用餐 

13:30~14:30 第三堂課:角落手繪 

14:30~14:40 集合 

14:40~17:30 
設計題目講解+小組討論交流 

+設計發想 

17:40 下課 



 
 

第二天(110 年 1 月 28 日星期四) 

時間 營隊活動內容 

08:30~09:10 報到(分組) 

09:10~09:20 移至電腦教室 

09:20~12:00 
第四堂課： 

建築多媒體應用介紹(建模)與操作教學建築多媒體實際操作 

12:00~12:10 移至大禮堂 

12:10~13:10 午休.用餐 

13:10~13:20 移至電腦教室 

13:20~17:20 
第五堂課： 

建築多媒體落實設計構想及圖面製作+小組討論 

17:20~17:30 Q&A 

17:40 下課 

 



 
 

第三天(110 年 1 月 29 日星期五) 

時間 營隊活動內容 

08:30~09:00 報到(分組)+移至電腦教室 

09:00~10:00 
第六堂課： 

建築多媒體應用介紹(動畫)與操作教學 

10:00~10:10 休息 10 分鐘 

10:10~12:30 
建築多媒體動畫實際操作 

/作品完成(影片時間 2~3 分鐘) 

12:30~13:30 午休.用餐 

13:30~14:40 
分組講評/隊呼發表 

(預計一組 10 分鐘暫定 10 組) 

14:40~15:10 全員大投票 

15:10~15:20 休息 10 分鐘-票數統計 

15:20~15:50 
綜合講評/公布獎項 

(分組人氣獎及個人人氣獎) 

15:50~16:00 
閉幕式 1 

主、協辦單位貴賓致詞 
(10 分鐘) 

16:00~16:20 
閉幕式 2 

頒發結業證書/大合照 
(20 分鐘) 

16:20~16:30 珍重再見、發伴手禮(點心) 

16:30~17:00 
場地整理物歸原位/拆除撤場 

助教集合解散 

 



 
 

八、場地介紹 

     地點: 新北市立板橋高級中學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 25 號(行政大樓三樓會議室) 

 

 

交通位置 

 鐵路:板橋火車站，往文化路方向步行約 10 分鐘。 

 捷運:板南線至板橋捷運站 1 號出口，出站沿文化路向南步行約 3~8 分鐘。 

 公車:附近公車站有「北門街」、「追風廣場」、「綜合運動場」、「捷運板橋站」及「捷運府中站」，步

行約 3~8 分鐘。相關公車有－88、99、264、307、310、656、701、702、703、805﹝五股－土城﹞、806﹝蘆

洲－板橋﹞、810﹝土城－迴龍﹞、812、840、841、843、910、920、1202﹝淡海－板橋﹞、1206﹝公西－

板橋﹞、9103﹝大溪－台北﹞、藍 33、藍 37、藍 38。 

 

 

 

 

 



 
 

營隊環境介紹 

 

 

該場地可容納約 150人 

並設有活動隔屏可進行分組教學 



 
 

家長同意書 

﹝本頁請務必列印，於報到當天繳交﹞ 

 

   茲同意_____________(請填貴子弟姓名) 參加 110 年社團法人新北市建

築師公會主辦之「2021 新北建築師青少年營」，並接受輔導遵守團

體紀律，如因未依規定或不接受輔導而發生意外事件，將自行負責。 

 

 

 

家長        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