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計畫摘要 

      桃園市立東興國民中學        

108年度「結合大學資源打造知識城」計畫摘要 

申請學校/單位名稱 桃園市立東興國民中學 

私校/民團統一編號  

活動名稱 東興國中學生領袖人才培訓營 

活動性質(可複選) 

■學生學習活動 

   (1)□職業試探營 (2)■社團入校服務學習 (3)□開放大學課程 

   (4)□在地特色課程或校本課程 (5)□英語學習 

□(6)教師職能課程 

□新住民培力課程 

   (7)□職業技能課程 (8)□諮商輔導人員培訓課程 

活動領域(七大學習領域) 綜合活動領域 

活動開始日期 108年 7 月 8日 

活動結束日期 108年 7 月 12日 

活動天數 5天 

活動時數 共 29小時 

活動內容簡介 

與大專院校合作，以密集性、主題性、團體性的課程形
式，針對目標訂定、計畫制定、人際溝通、時間管理、
問題解決、領導特質等面向制定領導知能培訓課程，以
培養具良好品德及領導統御之新一代領導人才。並以此
強化學生自治組織能力，進而促進學生自我管理習慣及
學生事務推展。 

參加對象 
(一) 弱勢學生優先 
(二) 七升八年級各班導師推薦 1-2 名學生 
(三) 尚有名額開放其他同學參加 

預估學生參加人數/人次 人數：30 人 人次：150人次 

活動地點/場館 地點：東興國中 場館：第二會議室、演藝教室 

參與單位(大專院校 

/系所社團) 

大專校院：中原大學 系所社團：生物科技學系 

參與單位(高國中小) 國中 

大專院校提供人力資源 教師人數：3人 大專生人數：2 人 

活動聯絡人 資訊組長楊惠雯 

聯絡電話 03-4583500#226 

郵件信箱 t202@dsjhs.tyc.edu.tw 

學校/單位首頁 http://www.dsjhs.tyc.edu.tw 

 



附件 2：實施計畫 

桃園市立東興國民中學 

108年度結合大學資源打造知識城實施計畫 

活動名稱：東興國中學生領袖人才培訓營 

 

一、依據：桃園市 108年度結合大學資源打造知識城實施計畫。 

二、目的：結合大專院校社會服務資源，協助中學生生涯發展輔導，培育積極正向態度，養成團體領  

導才能、提升學生自治能力。 

三、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二）主辦單位：桃園市立東興國民中學 

 （三）協辦單位：中原大學 

四、參加對象及預估學生參加人數：七升八年級學生、30人，弱勢學生人數 3人、比例 10%。 

五、活動性質：與大專院校合作，以密集性、主題性、團體性的課程形式，針對目標訂定、計畫制定、

人際溝通、時間管理、問題解決、領導特質等面向制定領導知能培訓課程，以培養具

良好品德及領導統御之新一代領導人才。並以此強化學生自治組織能力，進而促進學

生自我管理習慣及學生事務推展。 

六、辦理方式：於暑假期間以營隊方式進行，針對領導知能採密集性的培訓，預計招收 30 位學生，

並將學生分為 3 組，每組學生成員 10 人，並配置小組助理講師 (Leader，由大專學

生或研究生擔任)，小組助理講師帶領小組成員思考、找策略，進而解決問題。並利

用人際關係的建立、小組任務的賦予，透過團隊合作、問題解決的過程，體驗並實踐

團體領導相關知能，提升學生實質領導能力，並運用於學校及日常生活中。(歷年活

動剪影請參閱第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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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07.08 08:30-10:00 
始業活動及

破冰時間 

講師授課 

(外聘) 

助理講師 

(外聘)(2 人) 

參與學生來自七年級各班，

雖然處在同一個學校，但是

並不一定都彼此認識，透過

PA(Project Adventure，以

下簡稱 PA)的平面活動課程

來增加團隊的凝聚力，在人

際互動中打破人際藩籬。 

2 

 

108.07.08 10:20-11:50 團體建立 
講師授課 

(外聘) 

打破人際帆離後，透過 PA

活動，讓學生在活動中建立
2 

 



助理講師 

(外聘)(2 人) 

共學團體，在後續課程中共

學、在執行任務中團隊共好。 

108.07.08 11:50-13:10 午餐  

108.07.08 13:10-15:40 
自我探索與

人際互動 

講師授課 

(外聘) 

助理講師 

(外聘)(2 人) 

每個人的特質根據周哈理窗

的理論，每個人擁有的樣貌

是多元的，分割為開放我、

盲目我、隱藏我及未知我四

大範疇，透過人際互動可以

達到更好自我了解，此外，

也擴大公眾領域，消除人與

人之間因為認知的差異帶來

的誤解。課程中，學生透過

PA 活動達到自我了解及達

到認識多元的人格特質進一

步達到人際互動之目的。 

3 

 

108.07.09 08:30-11:50 團體動力 

研究生授課

(外聘) 

助理講師 

(外聘)(1 人) 

透過小組合作及任務分配，

激起小組進行初步任務評估

及成員溝通，促使學生將團

隊從形成期推向風暴期及工

作期。 

4 

 

108.07.10 08:30-11:50 團體溝通 

講師授課 

(外聘) 

助理講師 

(外聘)(2 人) 

學生透過 PA活動，體驗團隊

溝通，並透過反思及概念化

的歷程，學習正確團隊溝通

及領導的方式，可應用於未

來的任務及挑戰。 

4 

 

108.07.10 11:50-13:10 午餐  

108.07.10 13:10-15:40 
時間管理與

規劃 

講師授課 

(外聘) 

助理講師 

(外聘)(2 人) 

學生透過 PA 活動及任務分

配，學習時間管理及問題評

估。 

3 

 

108.07.11 08:30-11:50 問題解決 

研究生授課

(外聘) 

助理講師 

(外聘)(1 人) 

透過 PA活動及任務分配，學

生培養問題解決能力。 
4 

 

108.07.12 08:30-10:00 
反思回顧及

歸納 

講師授課 

(外聘) 

根據 kolb經驗學習環，學習

會經過體驗、觀察反思、形
2 

 



助理講師 

(外聘)(2 人) 

成概念及應用四個階段，這

四個階段會不斷循環，使學

習者的經驗得以累積及應

用，活動最後一天以五天活

動為基礎，透過講師及助理

講師引導，協助學生進行活

動的反思，並且歸納課程。 

108.07.12 10:20-11:50 自信 

講師授課 

(外聘) 

助理講師 

(外聘)(2 人) 

以作品呈現四天學習成果，

並透過練習發表來培養自

信。 

2 

 

108.07.12 11:50-13:10 午餐  

108.07.12 13:10-15:40 

生涯規劃與

人生哲學、結

業式 

講師授課 

(外聘) 

助理講師 

(外聘)(2 人) 

上午進行課程回顧後，講師

及助理講師協助學生將課程

概念化，同時也透過透過活

動帶領學生展望未來，協助

學生將五天所學應用至未來

遇到的情境及個人生涯規

劃。 

3 

 

 

   備註：1.於課餘時間辦理：□朝(集、週)會 □社團時間□教師研習時間(學生未上課)  

■非上課時間(暑假)        

八、活動時間及地點：108年 7月 8日至 7月 12日，本校第二會議室、演藝教室。 

九、組織與職掌：  

職稱 工作人員 工作執掌 

東興國中校長 周素娥 全案規劃與督導 

東興國中教務主任 張祐綸 計畫執行與推動 

東興國中會計主任 李秀卿 經費審核與核銷 

東興國中資訊組長 楊惠雯 計畫聯絡與執行 

中原大學師生物科技學系(大專生) 王貞今 計畫大學端執行 

十、其他： 

    本課程已連續 3年獲教育局補助辦理，辦理時間為暑假期間，課程內容充實，學生參與度相當高，

期望此課程能持續辦理，歷年來的活動剪影如下： 

 



    》105年東興國中學生領袖人才培訓營 

   

始業式活動 破冰時間 團體的建立 

   

認識自我 溝通訓練 時間管理 

 

   

 

  》106年東興國中學生領袖人才培訓營 

   
認識自我 團體建立 團體建立 

   
規劃 目標設定 問題解決 

 

   

 

 

 

 

  》107年東興國中學生領袖人才培訓營 



   
始業式 團體建立 團體動力 

   
團隊溝通 生涯規劃與人生哲學 反思、回饋與綜合討論 

 

 

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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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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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本案經桃園市政府教育局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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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活動照片 

 

桃園市立東興國民中學 

108年度「結合大學資源打造知識城」活動照片 

時間：108年 7月 8日（星期一）~108年 7月 12日(星期五) 

活動名稱：東興國中學生領袖人才培訓營 

  

始業式 團體建立 

  

團體溝通 自信 

  

題解決 時間管理與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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