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
110 年「苗栗陶瓷博物館小小館長體驗營」報名簡章
壹、計畫目標：
一、經由培訓課程，使參與者能夠認識苗栗特色館園區及認識苗栗陶瓷博物
館及館內作品、學習苗栗陶歷史、苗栗古窯類型及窯爐特色、解說儀態
訓練、捏陶實作等。
二、向下扎根，培訓種子部隊，以多元化的形式應用於教學中，教育新一代
學習及發揚本土特色文化之美，並融入於日常生活，增進民眾對文化之
認同。
三、鼓勵朝向「導覽解說人員」邁進，建立苗栗陶瓷博物館志工人才資料庫，
以活潑有趣的導讀方式介紹苗栗陶文化，透過陪伴與解說、互動，建立
沉浸式的學習環境，創造學習動機。
貳、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文化部
二、主辦單位：苗栗縣政府
三、承辦單位：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
四、執行單位：長紅創意行銷有限公司
參、報名資訊：
一、招收對象：舉凡公私立國小四年級（含）以上學生均可報名參加。
二、招收人數：原則招收 20 名。
（一）苗栗組：10名（需設籍或居住於苗栗縣內）。
（二）全國組：10名（開放符合資格之外縣市學生報名參加)。
※主辦單位得依課程報名情形決定是否增額錄取，如增額錄取將依備
取優先順序另行通知。
※依報名先後順序招收，額滿為止，若有一組名額不足則由另一組名
額替補人數，本課程為分段式進階連續課程，因此每場次不分開報
名，參加者需完整參加培訓課程。
三、報名日期：自即日起至 110 年 8 月 6 日（星期五）下午 5 時止，逾期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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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受理（以送達為準，非郵戳為憑）。惟主辦單位得視實際情況進行調
整，實際收件、活動規劃、辦理期間依正式公告為準。
四、報名方式及須知事項：
（一）以 GOOGLE 表單（https://forms.gle/cTTbga2runyv51xf8）報
名，如對報名方式或計畫內容等有疑義，歡迎致電 037-256600
活動小組詢問。
（二）紙本掛號郵寄至（苗栗縣頭屋鄉曲洞村曲洞 45-6 號）並註明小
小館長體驗營活動小組收，完成報名報名表之各項聯繫方式（含
聯絡電話、電子信箱等欄位）為主辦單位通知重要訊息之管道，
均為「必填」
，煩請務必以工整筆跡仔細填寫妥當後提交。
※報名資料若有格式或應記載事項有不全或不符合規定者，由
活動小組以電話通知報名者提供補正，不補正或補正仍不全者，
則視同放棄資格。
五、錄取通知：以報名成功之先後順序排定正取及備取，報名截止後，活
動小組將以電話及電子郵件通知錄取學員（收到錄取通知及課前通知
方具備上課資格，請自行留意電子信箱是否收到）。
六、課程地點：苗栗特色館（苗栗縣公館鄉館南村 14 鄰館南 352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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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課程介紹：
暑假很陶器（14 小時）
日期

時間

課程主題

課程說明

專業講師

助教

8/14
(六)

08:00-16:00

手捏（泥條）
─花器

羅弘煜

郭宜哲

08:00-16:00

手捏（泥條）
─馬克杯

了解苗栗陶及園區
簡介、並說明本次系
列課程。
結合陶藝表現技
法，引導孩子分場景
畫出自己的故事

8/15
(日)

陶藝新天地（3 小時）
日期

8/21
(六)

時間

09:00-12:00

課程目標

課程說明

專業講師

助教

專業解說
示範教學

深入陶瓷博物館，從
外頭的古窯類型、窯
爐特色，到館內的作
品成型及展示觀
賞，多方認識苗栗古
窯及陶藝作品

古源睿

黃昱儒

我是小小解說員（3 小時）
日期
8/21
(六)

時間

13:00-16:00

課程目標

課程說明

專業講師

助教

學員演練、
分組解說競賽

將學員分組進行導
覽競賽，培訓孩子以
口語表達搭配肢體
語言，與組員團隊合
作，取得勝利

古源睿

黃昱儒

研習成果展（1 小時）
研習成果展暫定於
以展覽的模式執行
9 月 15 日前辦理，惟須 頒發學員結業 成果展，並頒發小小
配合主辦單位活動，活 證書、展示學 館長結業證書，在暑
動 資 訊 將 另 行 通 知 學 員實作成果 假中，留下最特別的
回憶。
員。
九、注意事項：
（一）珍惜課程資源，學員請應準時到課，開始上課後 30 分鐘即不得
再行簽到，該課程登記為缺課，無故未到或遲到早退者，將列
為日後報名是否錄取之參考依據。學員課程出席達 20 小時
（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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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始得頒發結業證書。
（二）課程所需文具，包含：筆記本、原子筆及彩色筆等，請夥伴們
自行準備妥當，為響應環保，請自行攜帶水杯，以備不時之需。
（三）本課程提供中午便當（勾選素食者統一提供方便素，如有全素
需求者煩請自行準備）及茶水，為響應環保，減少使用一次性
商品的政策及趨勢，請自行攜帶水杯、環保餐具、衛生紙。
（四）研習成果展預訂於 110 年 9 月 15 日前配合主辦單位活動辦理，
活動資訊將另行通知學員，並於活動當日頒發學員結業證書，
請學員務必到場參加。
（五）為因應防疫作業，疫情期間將加強場地清潔及消毒作業，敬請
放心。參與本課程之學員，於上課前皆需接受活動小組量測體
溫，若疑似身體不適或體溫過高者（超過 37.5 度 C）請勿參加
課程，並請全程配戴口罩。
（六）凡報名者均視同同意以上簡章規定，感謝各位夥伴的配合，如
有未盡事宜或最新消息，請以主辦單位通知為準，並請隨時留
意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網站或「文化創意新苗栗」FB 粉絲專
頁。
肆、活動洽詢專線：
一、承辦單位聯絡窗口：
（一）聯絡單位：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文創產業科
（二）聯絡人：張小姐
（三）聯絡電話：037-233121#13
二、執行單位聯絡窗口：
（一）聯絡單位：長紅創意行銷有限公司
（二）聯絡人：黃小姐
（三）聯絡電話：037-256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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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
110 年度「苗栗陶瓷博物館小小館長體驗營」報名表
報名編號：

（由主辦單位填寫）

姓名：

性別：□男 □女

生日：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通訊地址：
E-mail：
就讀學校/年級：
用餐需求：□葷食 □素食（勾選素食者統一提供方便素，如有全素需求者煩請自行準備）
系列課程
一、暑假很陶器：共計 14 小時
二、陶藝新天地：共計 3 小時
三、我是小小解說員：共計 3 小時
四、研習成果展：共計 1 小時
※備註：本課程為分段式進階連續課程，因此每場次不分開報名，參加者需同
時參加完整培訓課程。
注意事項：
1.報名表各項欄位請確實填寫妥當，如有相關問題歡迎來電 037-256600 詢問。
2.珍惜課程資源，請參加學員準時到課，開始上課後 30 分鐘即不得再行簽到，
該課程登記為缺課，無故未到或遲到早退者，將列為日後報名是否錄取之參
考依據。
3.本次課程學員需出席達 20 小時（含）以上，始得獲頒結業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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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
110 年度「苗栗陶瓷博物館小小館長體驗營」
蒐集及利用民眾個人資料同意書
履行個資法第 8 條告知義務聲明
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以下簡稱苗栗縣文觀局）委託長紅創意行銷有限公司（以
下簡稱本公司）執行【110 年「苗栗陶瓷博物館小小館長體驗營」】
，辦理課程報名相關
事宜，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以下簡稱個資法）第 8 條規定，告知台端下列事項，請台
端於填寫報名表時詳閱：
一、本公司取得台端的個人資料，目的在進行【110 年「苗栗陶瓷博物館小小館長體驗
營」
】相關報名及後續聯繫作業，其蒐集、處理及利用台端的個人資料受到個人資
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之規範。本次蒐集台端的個人資料類別，利用方式為上網公
告、報紙媒體公告成果發表名單、培訓結果名單，包括姓名、作品名稱，利用期
間為永久，利用地區、範圍與對象為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及本公司。
二、就本案蒐集台端個人資料，台端依個資法第 3 條規定得向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
及本公司請求查詢閱覽、製給複製本、補充或更正、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必
要時亦可請求刪除，惟屬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及本公司依法執行職務所必須保
留者，得不依台端請求為之。另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14 條規定，苗栗縣政府文化
觀光局及本公司得酌收行政作業費用。
三、台端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相關個人資料，為台端若拒絕提供相關個人資料，本公
司將無法受理本件報名；如台端請求停止蒐集、處理、利用或刪除個人資料，致
影響報名資格時，視為放棄，不得異議。
本人已清楚瞭解

貴局及貴公司蒐集、處理或利用本人個人資料之目的及用途。
受告知人：
中華民國

（簽名或蓋章）
年

6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