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動 漫 電 繪 體 驗 營 行 前 通 知 

各位親愛的同學：非常歡迎您參加『動漫電繪體驗營』，此次的營隊將帶給你快樂又充實的寒假生活， 

在 營 隊 開 始 前 有 些 事 項 也 請 你 要 注 意 喔 ！ 以 下 的 內 容 請 詳 閱 ： 

 上課方式：實體課/若因疫情影響則須改為線上課(日期時間不變) 

 活動日期：2022 年 01 月 24 日 (一 )至 2022 年 01 月 28 日 (五) 

 活動時間：13:30-16:30   

 活動地點：南華高中-204 教室 

 接送時間：下午 13:00 會有老師在校門口點名(若超過 13:30 未報到請家長直接帶孩子進教室)，放

學時間約 16:35-16:40 有老師帶隊到校門口放學，接送點圖示請點我 

※出團當天請繳交健康聲明書給點名的老師→健康聲明書點我直達 

聯絡方式：營隊進行期間請先撥打行動電話 

現場隊輔老師： 林子勛：0932-945-752 

行政中心聯絡人： 陳老師：0936-390-576 Amanda 老師：0926-982-805    

辦公室 TEL：02-22254066 陳老師：#12  Amanda 老師：#11 



 

課前準備 

實體課前準備簡易流程 家長 LINE 群組 QR 碼掃描 

1. 請掃描右方 QR 或點我加入家長群組 

2. 健康聲明書填寫 

3. 設備確認：筆電或平板、充電器、水壺、簡易文具 

4. 13:10 校門口有老師點名、點名完畢可由家長帶進教室、或由老師帶隊統一回教室 

5. 正式上課時間為 13:30 

6. 營期期間請配合防疫全程配戴口罩並配合量測體溫 

 

線上課前準備簡易流程-使用 google meet 會議上課 

1. 請掃描右方 QR 或點我加入家長群組 

2. 13:00 群組公布線上教室連結 ，13:30 正式上課 

3. 13:00-13:30 點名並協助學員進入線上，未及時到班學員由線上導師進行協助 

4. 進到教室內請先關閉麥克風，線上教學過程需要協助請舉手等待老師協助 

若有問題請來電 02-22254066-11 或撥 0936-390-576 陳老師 

 

https://line.me/R/ti/g/8F_3id2lWG
https://line.me/R/ti/g/8F_3id2lWG


 

上課軟硬體使用說明: 軟硬體請事先測試及執行 

硬體二則一 系統需求 注意事項 

筆電 

安裝說明參考下方 

WIN7 以上、處理器：i5 以上(最少 i3)、 

記憶體：4G 或 8G、系統：64 位元 
自備充電器、單位提供電繪板使用 

平板 

至 APP 安裝【愛筆思畫】 

安卓版本 6.4 以上 

IOS10 以上(APPLE 系統) 

自備充電器、細頭高精度電容筆用於平板上手寫

畫圖、平板空出 6-8G 以上空間 

筆電/電繪版軟體安裝 

筆電繪圖軟體 

(安裝完點開確認是否可以執行即可) 

筆電/桌機/MAC 適用-SAI 繪圖軟體-在 Line 家長群組中老師會布達相關連結 

平板適用-愛筆思畫繪圖軟體-系統直接搜尋 APP 軟體下載即可 

電繪版驅動-筆電需安裝 

(安裝完電腦重新啟動即可不用測試) 

1. 跟單位借的電繪板須安裝驅動軟體-請點我(自行攜帶的電繪板則不用) 

2. 進入網頁後產品資源請輸入 CTL-4100 - Wacom Intuos S (2018) 

3. 選擇您的電腦系統 Windows 或 macOS 下載驅動程式 

若有問題請來電 02-22254066-11 或撥 0936-390-576 陳老師 

 

https://reurl.cc/RjbXVn


 

※ 線上課程注意事項(若實體課改為線上課) 

一、會議連結說明 

13:10 給線上課程教室連結、13:10-13:30 點名、協助排除上線問題 

孩子的 Google 帳戶不得是學校提供的，會無法加入會議 

@後面必須是 gmail     例:xxx@gmail.com 

不能是 edu             例:xxx@xxx.edu.tw 

請協助孩子確認，若無 gmail 帳號，請辦新的 

二、名字修正 

進入線上會議前請協助孩子按照名單更改 Google 帳號編號姓名，老師才知道是哪位孩子唷~(下方連結有教學影片) 

若無更改會被視為非本課學生剃除，範例：1 王曉明 2 李有正 

手機版教學 https://youtu.be/n9k6rNVdpmI  

電腦版教學 https://youtu.be/DKXIPdOpqLk 

 

https://youtu.be/n9k6rNVdpmI
https://youtu.be/DKXIPdOpqLk


 

五日課程表-實體課  

時間/天數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第四天 第五天 

13:00~13:30 
線上課： 13:10給線上課程教室連結、13:10-13:30點名、協助排除上線問題/ 正式上課時間為 13:30 

實體課： 13:10校門口有老師點名、點名完畢可由家長帶進教室、或由老師帶隊統一回教室/ 正式上課時間為 13:30 

13:30~14:15 【營規導讀與講解】故事時間、大家來找碴、機智大考驗 

14:15~16:15 

【軟體應用&草圖】 

~ 

熟悉繪圖軟體 

繪圖板使用 

【進階圖像】 

~ 

筆刷應用、圖層分布 

畫面結構認知 

【Q版人物】 

~ 

筆刷 、線搞運用 

色彩使用、Q版比例 

【喜愛角色繪圖】 

~ 

漫畫人物繪製 

人物比例、五官繪製技巧 

【喜愛角色繪圖】 

~ 

髮絲繪製、 

人物上色技巧 

16:15~16:30 生活常規自我評分紀錄表 
【結業式】 

作品欣賞、老師結語~ 

16:30~ 下課囉 

註 1：課程會依天氣及實際上課做調整(每個規劃課程皆會讓孩子體驗到，若時間有落差請見諒) 

  



 

※課後照顧費： 

16:30 為正式下課時間，營區放學時間至 17:00 為止，若家長超過 17:00 來接小孩，老師則會延後下班，我們也會額外負擔加班費，學校

場地也有可能額外收費，所以超過時間接送會收取課後照顧費，費用請當天直接交於老師即可。 

17:00-17:40 每位學員每天收費 50 元   17:40-18:00 每位學員每天收費 100 元 

18:00 後每位學員每 30 分鐘收費 100 元(不足 30 分鐘以 30 分鐘計算) 

若會超過時間接回孩子，請事先跟隊輔老師聯繫，請勿超過 18:00 接回孩子，很多學校場地 18:00 後會關閉 

 

※活動照片： 

活動結束後會先放一波到我們的 FB 粉絲專頁上(以團體照為主)，歡迎到時候到我們的 FB 下載按讚分享，之後會再詳細整理放置我們的官

網活動相簿連結，屆時可下載更多個人照片 

官方 FB 粉絲團: FACEBOOK ←請點我加入可隨時看到動態、營隊相片及課程最新訊息，記得按讚才能收到最新訊息喔! 

加入 LINE@好友←請點我加入可一對一詢問課程相關問題。 

  

https://www.facebook.com/taiwan.icec/?ref=bookmarks
https://line.me/R/ti/p/%40lir9129b


 

 

※ 線上營隊數位禮儀守則  

1.家長不任意進入線上教室代孩子回答或發問問題(若家長有技術性問題可以私訊線上導師或在群組提問) 

2.孩子在上課期間不隨意請孩子離開現場做其他事情。 

3.活動期間，以合乎禮節之言行態度，尊重同學及老師。 

4.不發言時要關掉麥克風，要發言時先「舉手」，以免數位教室亂哄哄吵成一團。 

5.維持孩子上學時的儀式感，不穿睡衣上課，上課時請打開鏡頭，打開螢幕讓老師跟同學看得見彼此。 

6.不截圖、不把線上課程帳號密碼給別人，注重資訊安全與隱私。 

7.上課內容、過程不錄音、不錄影，不轉發，尊重上課隱私及老師的專業。 

  



 

接送集合地點 

接送地點:南華高中-台北市中正區汀州路三段 58 號 

交通:導航請點我 

一、《捷運路線》公館站 4 號出口 

二、《公車》臺北市大眾運輸公車路線查詢系統  

接送區圖示:  

https://reurl.cc/4437z2
https://ebus.gov.taipei/


 

傳承創新冬夏令營 

新型冠狀肺炎防治自主健康管理聲明書 

親愛的學員您好：請列印此頁及下一頁並當天繳回 

面對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本營隊謹慎地開辦課程，除配合政府防疫措施外，每一個人都有義務【做好健康自主管理】，

請檢視自己的情況後，配合填寫健康管理聲明書，以讓所有參與者仍能安心地投入。隱瞞病情或未據實填報，不僅

害人也害己，更可能觸法，請謹慎仔細確實填報。防疫工作大家一起來！ 

姓  名：  性別 □男    □女  

身分證字號

或居留證號 

 

聯絡電話 
公: 

宅: 
手機號碼 

 

現居地址 
 

是否出現發燒、咳嗽、呼吸道症狀、失去味覺、失去嗅覺

肌肉痠痛或四肢無力、頭痛或極度疲倦感之異常狀況 

□否 

□是，_____________________ 

去過那些地區? □ 中國大陸□香港□澳門□歐洲 □美國 □韓國 □其他

___________ 

活動前 14天內是否自國外返回台灣？ 

 

□否 

□是，這次活動請先暫停參加 

是否有同住的家人於活動前 14天內回台灣？ 

 

□否 

□是，這次活動請先暫停參加 

是否於活動前 14天內，有和外國回台的親友共同聚餐或聚

會？ 

□否 

□是，這次活動請先暫停參加。 



 

 

再次提醒： 

1、報到處備有酒精、可供使用。 

2、報到時請戴上口罩(營隊會備用，但還是請家長盡量準備每日一個)。 

3、如出現有發燒（額溫≧37.5℃或耳溫≧38℃）、失去味覺、失去嗅覺、腹瀉、呼 吸道症狀（如：咳嗽、流鼻水、打噴嚏、

喉嚨痛、喉嚨乾癢或呼吸急促）、 肌肉痠痛或四肢無力、頭痛或極度疲倦感之異常狀況，請盡速告知老師，並返家休息及就

醫。 

4、若曾經有居家檢疫、居家隔離、自主健康管理不得外出者，及有確診者解疫之同住家人或與上述有同一空間相處者這次

請先暫停參加活動。 

 

 

本人已閱讀過以上之說明並且願意配合主辦單位各項防疫措施 

 

學員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