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計畫摘要 

桃園市立平鎮國民中學 

111年度大手牽小手結合大學資源打造知識城計畫摘要 

 

申請學校/單位名稱 平鎮國中 

私校統一編號 45002003 

活動名稱 電繪小繪手 

活動性質(可複選) 

(1) □學校特色活動 

(2) ■職業試探營隊 

(3) □社團入校服務學習 

(4) □開放大學課程 

(5) □在地特色課程 

(6) □新住民培力課程-職業技能課程或諮商輔導人員培訓課程 

活動領域(七大學習領域) 藝術、綜合、科技領域 

活動開始日期 111年 7 月 18日 

活動結束日期 111年 7 月 29日 

活動天數 10天 

活動時數 24小時 

活動內容簡介 

本活動邀請健行科技大學行銷及流通管理系師資對學生

進行課程介紹，以職業試探與商業活動角度切入對電腦

繪圖活動的應用，延伸生涯發展觸角與美感的賞析，並

使學生能透過工具發展自我意識。 

參加對象 本校七、八年級學生 

預估學生參加人數/人次 人數：30 人次： 

活動地點/場館 地點：本校電腦教室三 場館： 

參與單位 

(大專院校/系所社團) 

大專校院： 

健行科技大學行銷及流

通管理系 

系所社團： 

參與單位(高國中小) 平鎮國民中學 

大專院校提供人力資源 教師人數：1人 大專生人數： 

活動聯絡人 黃一軒 

聯絡電話 4572150#213 

郵件信箱 Bike2005@pjjh.tyc.edu.tw 

學校/單位首頁 www.pjjh.tyc.edu.tw 

 

 

 

 

 



 

 

附件 2：實施計畫 

桃園市立平鎮國民中學 

111年度大手牽小手結合大學資源打造知識城實施計畫 

活動名稱：電繪小繪手 

 
一、依據：桃園市 111年度大手牽小手結合大學資源打造知識城實施計畫 

二、目的： 

(1) 透過暑期活動課程，讓學生學習不中斷，導引學生適性發展。 

(2) 介紹電腦繪圖與職業間關係，進行初步的職業試探體驗，對未來志向能有概括性的藍圖。 

(3) 培養學生創意發想的能力，能運用工具將文字意念適當的表達，進而抒發情緒。 

三、辦理單位： 

(1) 指導單位：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2) 主辦單位：平鎮國民中學 

四、參加對象及預估學生參加人數：本校七年級~八年級學生 30人。 

五、活動性質：電繪小繪手/暑期職業試探營隊 

六、辦理方式：本活動邀請健行科技大學行銷及流通管理系師資對學生進行課程介紹，以職業試探與

商業活動角度切入對電腦繪圖活動的應用，延伸生涯發展觸角與美感的賞析，並使學生能透過工具發

展自我意識。 

● 職業試探：介紹電繪可能的職業進路與能力需求。 

● 電繪能力：實際操作電繪工具並進行初步技能練習。 

● 成果發表：依學生志趣將所學應用表達。 

七、活動流程(課程表)： 

日期 時間 課程名稱 授課者(姓名) 課程提綱 節數 備註 

111.07.25 13:00-16:00 職業大未來 陳逢霖(外聘) 

電繪相關職業項目與

職缺類型 

文字理解轉換能力 

溝通能力 

美的形式原理 

色彩運用與配色 

6  

111.07.26 13:00-16:00 傳達想法 陳逢霖(外聘) 

GIMP、Inkscape 

MediBang等 

點線面構圖設計 

場景構圖設計 

6  

111.07.27 13:00-16:00 設計基礎 陳逢霖(外聘) 

有張力的角色 

臉部架構與分布 

幾何圖形與造型 

文字運用與變形 

6  

111.07.28 13:00-16:00 工具介紹 陳逢霖(外聘) 

光源解析 

色彩與整體意境 

商業構圖 

Icon設計 

學生個人發表創作 

6  

   備註：於課餘時間辦理：■非上課時間(如放學後、例假日、暑假...等) 

 



 

 

 

八、活動時間及地點：111年 7月 25日至 7月 28日。 

九、組織與職掌： 

職稱 工作人員 工作執掌 

校長 李培濟 
統籌活動策畫，督導課程發展、決策考核各項事

務。 

教務主任 蘇惠貞 統籌規畫活動各項事務 

資訊組長 黃一軒 執行活動各項事務 

教學組長 古惠琴 協助課程安排，學生管理事務 

教師 馬匡霈 協行教師/課程研發與執行 

教師 朱紋羲 協行教師/課程研發與執行 

外聘教師 陳逢霖 授課教師/課程研發與執行 

十、經費：本案所需經費由桃園市政府教育局補助款項下支列(經費概算表如附件 3)。 

十一、獎勵：本計畫工作圓滿完成後，相關承辦人員報請桃園市政府教育局依規定辦理敘獎。 

十二、本案經桃園市政府教育局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 5：活動照片 

桃園市立平鎮國民中學 

111年度大手牽小手結合大學資源打造知識城活動照片 

時間：111年 7月 25日至 7月 28日 

活動名稱： 電繪小繪手 

  

講師進行授課 學生練習實作 

  

講師指導學員 學員發表作品 

  

頒贈感謝狀 學員講師合影 

 
  



 

 

學生活動心得問卷 

 

 

 
 

  



 

 

學生回應 1/2 

 謝謝老師教我如何畫出有陰影有成次的畫,我覺得我的繪畫技巧有很大的進步,當初我還以為繪畫跟畫畫一樣簡

單,可是當我開始畫的時候才知道原來繪畫比普通的畫畫還要難很多,希望經過這四天的繪畫課對人都有很大的

幫助 

 我覺得老師講解了很多很有意義的經驗,並且只要問問題時候老師會積極的解答,態度寬厚大方.溫文儒雅,這個課

程我常喜歡,並且學到了非常多的東西,我希望以後也能參加到如此有空的課程,也希望從今以後我的畫畫功力持

續進步, 

 害嗨害,大佬們是無處不在啊,我快被虐死了==,不過我成功駕馭電繪板了!!!我很高興,啊但是今天最後一天了,悲

催啊~~我沒有電繪板 w 很扭曲,電繪真的很好玩好不好@@ 沒事,之後又要開始上補習班了~~可悲呢,我的天.... 

我超愛畫圖,這次能學到電繪真的太值啦!!!!!! 

 我覺得這次的課程讓我收益很多 不管是構圖 著色方式或者是配色 感覺我的技術成長了很多 可以畫出更完整的

畫作了 不但對軟體更加熟悉了 也更讓我熱愛這個興趣 我希望下次還有這種活動 我一定要參加 相信可以讓我

的繪畫技術更進步! 

 我覺得老師上課很仔細,不只是教我們,也會在我們在練習的時候提出可以改進的地方,讓整個畫面更好。學在這

次我到很多東西,像我畫畫一直是用邊緣比較乾淨的筆刷,不知道原來還有其他筆刷也可以用,真的是受益良多。

如果下次還有這個課程,我還會想再參加! 

 老師是一位很帥且很優秀的插畫家 看到老師的作品相當驚艷 老師的想法是相當有創意的 非常謝謝老師四天的

耐心指導 我也發現其他人的優點 像我旁邊的兩位同學 其中一位做事細心而另一位則活潑大方 平時看不出來大

家有電繪的專長 這次的活動不只讓我學到許多未來可能會用到的技能 也讓我只到不管從事什麼行業都有許多

管道精進自我 希望未來我也能像老師一樣完成許多優秀的作品👨🎨:D 

 感謝老師教導我們那麼多關於電繪的知識 

 謝謝老師非常用心的教導我們，分享了很多自己的經驗、還有很多厲害的草稿，以及作品。上了這個電繪課程

後，讓我對插畫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也學會如何用 Photoshop 來繪圖，更了解到如何去處理光影的變化。

讓我又擁有了一項新的技能，真的非常感謝老師。 

 其實大部分的東西我都已會了 w 所以才不怎麼聽課 owoˋ 暖色冷色 人物設計 動物 還有肢體動作 其實我都已經

自學完了 w 當初我看了課表以後 我其實就已經猜測到這次參加電腦繪圖課程可能不會教到我還沒學到的 w 我

的確是有進步 但是因為老師告訴我的 而是因為我平常的練習本來就相對其他人多得多 總結來說 我是很感謝老

師願意教我們 但是我是真的沒學到我已經知道以外的其他東西 qwq 不過跟朋友聊天還挺愉快的 然後我主要的

為題還是在面部表情的表現不足 這讓我也挺難弄的 w 

 老師畫畫真的很厲害，還有自己的工作室，米可魯真的超可愛的!參加完這個營隊後，我感覺我的畫畫能力得到

了提升，我還教到了新朋友，這個營隊真的很有趣，雖然原本是被逼來的，但我覺得能被這麼帥又好相處的老

師教畫畫，我真的來對了! 

 這次的課程結束了,我在這 4 天中聽到了老師自己的留學合作畫經驗,學到了很多電繪的技巧和按鍵的功能,感謝

老師的細心教導和大方分享,讓我知道一些國外的教學方法和一些有趣的景點,這幾天雖然有疲憊的時候但更多

的還是開心享受畫畫帶來的快樂 

 這是我第一次使用電腦來繪圖，是一種完全不一樣的體驗，已經很久沒有上畫畫課了第一次是在國小二三年級

的時候，老師教了我們使用不同的圖形來畫動物和人，還有如何配色，第一天要開始畫的時候我完全不知道要

畫什麼，而且畫的不太好，後幾天感覺有比較進步，希望之後也有類似的活動。 

 喜歡參加了這個課程之後 我從原本的對畫畫不感興趣 變成了對畫畫有一點點好感 這個課程很好玩也很值得再

次參加 老師教得也很好 繪圖技術也很厲害 總是細心且溫柔的教我們 聽了他從大學到出國留學到現在自己創了

品牌 我真的覺得他真的很厲害 人物也都很可愛很生動 

 非常開心能學到新的繪畫知識 也很有趣 

 喔喔喔喔╰(*°▽°*)╯真的超有趣的(｡･∀･)ﾉﾞ老師人也超好 

  



 

 

學生回應 2/2 

 

 這次的課程終於可以讓我把長灰塵的電繪板拿出來 這次的課程我學到很多技巧 讓我找回了對電繪的信心 雖然

早起很痛苦 隔壁的同學很吵 但如果有下次的機會 我一定會再來參加 ( •̀ ω •́ )y 

 這個課程非常好玩! 

 首先我很感謝老師的教導~真的讓我學習到很多!!氣氛也是讓人開開心心的 課程也不會讓人想睡覺呢! 

 活動結束了感覺好難過，因為之後就不一定可以使用到電繪版了，希望我媽媽可以買給我。 很喜歡畫圖所以這

次可以參加讓我覺得非常的開心又興奮也學到了很多相關的知識 老師也教得很好,聽他講述他從大學到出國念

書的過程，我真心覺得他很厲害，我一定要多多跟他學習 

 

 這是我第一次用電繪板，覺得很新奇，本來不會電繪的，經過這幾天的學習，不僅學到我最不會的用色技巧，

還學到可以用線條來創作，這幾天讓我很開心 

 這讓我體驗到電繪的感覺，讓我畫畫比之前更有感覺了，我也非常歡畫畫和電繪，之後也有決定要去上課，再

多了解一點，媽媽也有讓我參加。 

 這幾天的上課過程中，老師教了很多，自己也學到了很多。不管是電繪的技術，上色技巧，甚至是快捷鍵的運

用，收穫頗多。老師分享的學習過程我也覺得很有趣，可以當作以後的參考。 

 老師教的基本步驟和快捷鍵真的蠻有用的，教的也都很好，求學的過程經歷也很受用，不過老師講的大部分東

西真的對我們這個年紀的人來說可能有些遙遠了，需要用到的時候怕是已經忘光光了 

 老師教得很棒一聽就懂,體會到電繪的感覺,讓我更喜歡畫圖的感覺,讓我更加進步,看到許多畫畫超強的人,看者

別人的做品讓我知道要多多練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