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雲嘉南分署 

2020 職訓創客研討會  活動計畫書 
  

 
 

壹、 活動目的 

勞動力發展署雲嘉南分署肩負區域勞動力發展的擘劃與推動，統合勞動力提升、運

用及開發工作，在區域運籌的概念下，除原職掌之職業訓練、就業服務業務外，並

擴及辦理技能檢定職能基準、創業協助及跨國勞動力等業務，以促進地區勞動力發

展，提供勞動者全方位終身職涯服務。 

 

為翻轉傳統職訓訓練之單一職類的訓練模式，本活動將結合數位自造及職訓趨勢新

知，規劃邀請國內自造者、職訓訓練師及職人進行技術分享。並以「女力、循環、

職訓、農業」四大主軸，透過論壇分享、工作坊、靜態展出等形式，邀請國內創客

及職訓社群參展進行跨領域技術經驗分享。引領更多在地的青年製造者，將自己的

想法與創意更加專業化的實現出來！ 

 

貳、 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二、主辦單位：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雲嘉南分署 

三、合辦單位：嘉義文創園區 

三、執行單位：泛科知識股份有限公司 



 

參、 活動說明 

一、活動日期：自 109 年 11 月 7 日至 11 月 15 日 

二、 活動地點：嘉義文創園區 O 棟（近嘉義火車站） 

三、參與對象：對議題有興趣之一般民眾皆可免費參加，為有效連結單位資源，本

次活動擬邀請 

(一)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雲嘉南分署長官 

(二)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雲嘉南分署合作夥伴 

(三)全台創客空間及社群單位 

(四)雲嘉南轄區內外各級學校 

(五)雲嘉南轄區內外推廣教育單位 

(六)對本次議題有興趣之民眾。 

 

肆、活動型態 

今年度職訓創客研討會鎖定「地方」與「職創客」關係的探討，活動分別以主

題論壇、工作坊、靜態成果展示等方式呈現，將透過多元形式帶領參與者認識勞動

部勞動力發展署雲嘉南分署所提供的學習資源。 

 

職訓創客研討會 整體規劃 

職創客論壇 

邀請國內自造者、國際技能競賽國手、職

業訓練師、在地創生經營者，舉辦2場次論

壇演講，進行跨領域技術經驗分享。總參

與人數：200 人 

 

創客交流 

工作坊 

邀請技職國手、職訓師及創客，舉辦系

列工作坊活動，透過實作進行職業訓練

與創客之間的技術交流分享。預計辦理 6

場次，每場次 3 小時，每場次 25 人，總

參與人數：150 人 

 



成果展示 

整合年度創客成果展示，以「走進地方、

職創創生」為主題，展現基地四大特色：

職訓、女力、循環綠色及農業專案，並邀

請國內創客、職訓、創生團隊共同參與策

展。 

 

 

 

伍、活動規劃  

 活動一： 職創客論壇 ＆ 交流晚宴 

邀請國內自造者、國際技能競賽國手、職業訓練師、職人、在地創生夥伴，舉辦

論壇演講，進行跨領域技術經驗分享；並延續白天論壇的討論，在晚上設置晚宴，

招集在地創生、創客、職訓團隊與個人前來參加，藉由閃電講的形式彼此交流經

驗。 

● 活動時間：11/7 (六)、11/8(日)  9:00-17:00、19:00-21:00 

● 活動地點：嘉義文創園區 O 棟 禮堂、晚宴會場 

● 參與人數：200 人次 

● 論壇流程： 

 

11/7 （六） 第一天議程 

時間 流程 主講人 備註 

09:00-12:00 

創客交流工作坊  

第一組：地方創生工作坊  

第二組：循環創客工作坊 

第三組：農業創客工作坊 

第四組：職訓創客工作坊 

第五組：女力創客工作坊 

第六組：藝文創客工作坊 

13:00-13:30 論壇報到 王英汝司儀 播放暖場影片 

13:30-14:00 貴賓致詞/合照/禮品致贈 
王英汝司儀|

鄭國威引言人 

 

第一講題群：職人創客如何促進青年返鄉 

14:00-14:40 
從工業製造到傳藝製造的青年

返鄉路 (40min) 

錦輝軒粧佛工作室 粧佛藝師/ 

陳宗蔚 



14:40-15:20 
躍上國際技能舞台，傳承花藝

設計的歸鄉路(40min) 

第 43屆國際技能競賽花藝國手/ 

柳皓雲 

15:20-16:00 
KOL 返鄉挖特色，讓閒置空間

活出來(40min) 

溪囝仔生活實驗室 創辦人/ 

張凱雯  

16:00-16:10 休息時間  

16:10-16:30 綜合 QA Time (20min) 
鄭國威引言人、陳宗蔚講師、柳皓

雲講師、張凱雯講師 

16:30-17:00 下午茶時間&交流時間  

 

 

11/7 （六） 地方創客匯：交流晚宴 

時間 流程 主講人 備註 

19:00-19:10 晚宴報到 王英汝司儀  

19:10-20:10 創生閃電講 葉哲岳講師  

20:10-21:00 交流時間 王英汝司儀  

 

11/8 （日） 第二天議程 

時間 流程 主講人 備註 

第二講題群：職人創客如何擾動在地 

09:00-09:30 論壇報到 王英汝司儀 播放暖場影片 

09:30-10:10 
從里山到里海：如何透過藝術

讓社區動起來(40min) 

觀樹教育基金會 / 

郭主任 

10:10-10:50 
空間與共生：如何在巷弄累積

地方能量(40min) 

范特喜微創文化 創辦人/ 

鍾俊彥 

10:50-11:30 
社群空間如何也是社區好鄰居

(40min) 

南機拌飯&地下勞動合作社創辦人/

李仲庭 

11:30-11:40 休息時間  

11:40-12:00 綜合 QA Time (20min) 
鄭國威引言人、郭主任講師、鍾俊

彥講師、李仲庭講師 

12:00-14:00 午餐時間&交流時間  

 

  



第三講題群：職人創客如何成為創生產業 

14:00-14:40 
從竹林到牙刷：用創新翻轉在

地竹藝產業(40min) 

元泰竹藝社 負責人/林家宏 

14:40-15:20 
工廠的新方向：如何讓製造更

貼近民眾生活(40min) 

巧欣針織企業社 負責人/陳思穎 

15:20-16:00 
內灣鐵路創生，在地品牌經營

門道(40min) 

新竹縣九讚頭文化協會 理事長/吳界 

16:00-16:10 休息時間  

16:10-16:30 綜合 QA Time (20min) 
鄭國威引言人、林家宏講師、陳思

穎講師、吳界講師 

16:30-17:00 午餐時間&交流時間  

 

l 場地形式： 

l 論壇主講者及與談人陣容： 

講師 

職創如何促進青年返鄉 

 

陳宗蔚/ 粧佛雕刻藝師 

陳宗蔚是位鹿港人，大學時離開家鄉就學，而後始終對粧佛念念不

忘，於是參與「國家級登錄無形文化資產重要傳統藝術保存者─接

班人傳統工藝示範與推廣計畫」，拜入人間國寶施至輝門下，成為

施大師首位外傳弟子，並回到鹿港成為粧佛藝師，將鹿港的傳藝與

宗教文化持續傳承。 



 

柳皓雲/  花藝國手 

來自花藝國手世家的柳皓雲，曾在第 43 屆國際技能競賽中拿下

「花藝」職類優勝。她在學習花藝中體悟到，花藝實質上更偏向

「工藝」，需要與塑膠、金屬、木材等各式不同的素材結合運用。

而後柳皓雲更返回家鄉發展，並開始進行花藝的教學，把園藝與設

計相互結合的美麗分享讓更多人知道。 

 

張凱雯/溪囝仔生活實驗室 創辦人 

返鄉的嘉義溪口囝仔，試圖在家鄉實踐理想生活。 

在爸媽眼中，就是個不務正業的死小孩。 

嘉義遊程 x 在地導覽 x 青年交流 x 職人專訪 x 品牌聯盟 

持續在鄉下發揮創意，進行多項有趣實驗，敬請期待！ 

職創如何擾動在地 

 

郭主任/觀樹教育基金會 

觀樹教育基金會在雲林縣口湖鄉在地深耕數年，從「成龍濕地社區

學習參與計畫」開始，以「向濕地學習」為計畫核心，採「成龍濕

地三代班」的概念，進行長期的社區陪伴與環境教育，並帶領成龍

國小師生從事濕地探索教育活動，希望從小朋友開始，逐漸往上影

響到其父母與祖父母等上兩代。而在期間也號招村里民眾與國外藝

術家合作「成龍溼地國際環境藝術節」，希望透過藝術的手段來讓

在地活絡。 

 

鍾俊彥/  范特喜微創文化 創辦人 

成立於2011 年，擅長利用閒置老舊建築，進行空間改造後，

引進微型創業創作者，共同營造生活創意聚落。以台中市美

村路一段 117 巷內的連棟透天房子為起家，透過各縣市夥伴

的聚落整合，完整范特喜的候鳥計畫，讓各地的資源能夠互

相交換及鏈結， 目前范特喜的聚落分布在台中西區/中區、雲

林雲中街、高雄九曲堂、屏東勝利星村。 

 

李仲庭/ 南機拌飯 基地負責人 

南機拌飯是一個集合「社區營造、共食、家電維修」等元素

的社區空間，隨著空間逐漸完善，李仲庭與進駐夥伴們更成

立了「地下社造合作社」，他們透過各種突發奇想的活動吸

引居民前來一探究竟，讓原本如廢墟般的地下室，搖身變為

二期整宅裡的小小服務處，成為居民相互交流的空間。 



職創如何成為創生產業 

 

林家宏/元泰竹藝社 負責人 

在台灣南投竹山，擁有三十年歷史的元泰竹藝社，由九人工廠沒落

到剩一位員工，又因元泰第三代林家宏，利用竹山獨有的天然資源

竹子，創作出行銷到日本的竹牙刷，成功產業轉型。 

元泰竹藝社，更使用在地材料、在地人才，振興了竹山竹業。 

 

陳思穎/巧欣針織企業社 負責人 

在英國攻讀碩士的陳思穎，回到家鄉後，為家中企業進行產

業轉型，並規劃開設「職人課程」開放給民眾學習針織課

程、「職人培訓」教導工廠師傅表達，讓他們能夠與學生達

到有效的溝通，同時進行「商品開發」販售毛線製的配件，

像是手提包與環保杯袋，讓部分的收入得以讓工廠在接單淡

季時維持生存。 

 

吳界/ 台灣水色 創辦人 

2011 年創立，隸屬於新竹縣九讚頭文化協會。九讚頭文化協

會為國內少數採用公益創投去創造非營利事業的團隊。台灣

水色自創立來受到許多支持與幫助，期望以實際行動延續這

份溫暖。因此創造就業機會，讓年輕人返鄉發展且提供社區

婦女二度就業機會。目前主要工作室位於新竹縣橫山鄉內灣

村「好客好品希望工場」內。 

晚宴：閃電講 

 

主講人：葉哲岳/ 台灣田野學校 工頭 

葉哲岳是台灣田野學校的工頭，曾參與日本 311 地震藝術陪

伴行動、八八風災在地重建、推動嘉義社區營造及嘉義舊監

獄日式宿舍聚落再生等。他認為建築不能只是在紙上做設

計，必須走進社區，與當地人互動，才能建造出結合在地脈

絡、在地材料、在地匠師的作品。	

 

 

  



論壇主持人 

鄭國威 

泛科知識公司知識長 

2018 百萬創客擂台記者會 主持人 

2018 職訓創客國際研討會 主持人 

2018 創客創業加速器媒合活動  主持人 

2019 職訓創客國際研討會 主持人 

 
 

 

論壇司儀 

王英汝 

主持過多場研討會、座談會、課程以及各類型

典禮儀式等，對於台灣Maker 與數位自造等

具有相當程度的瞭解，擅長氣氛掌握、臨場反

應。 
 

 

● 論壇示意圖：  

   

   

●   設備配置規劃 : 

 

○ 架設攝錄影機進行活動全程側拍記錄，後續上架至基地官網及頻道留存。 

  



活動二：  創客交流工作坊規劃 

邀請技職國手與國內創客，舉辦系列工作坊活動，透過實作進行職業訓

練與創客之間的技術交流分享。 

● 活動時間：11 / 7 ( 六 )     09:00-12:00 

● 活動地點：嘉義文創園區 O 棟禮堂  

● 參與人數：共計六場次，每場次 25 人 (20 人線上報名，5 人現場報名) 

● 工作坊流程： 

時間 梯次 工作坊 教室 

11/7 09:00-12:00 

地方創生工作坊 

O 棟禮堂 

循環創客工作坊 

農業創客工作坊 

職訓創客工作坊 

女力創客工作坊 

藝文創客工作坊 

● 工作坊講師： 

項目 講師群 

地方創生工作坊 l 菱炭蚊香/臺南市官田烏金社區合作社 

循環創客工作坊 l 夢幻酒瓶燈/藍藝草礐工坊 

農業創客工作坊 
l 農業監測訊息機器人 (esp32+cam+line) 

/尤濬哲 

職訓創客工作坊 l 花藝擺飾/花藝國手柳皓雲 

女力創客工作坊 
l 自由織布迷你風格別飾/ Billnogates 比爾公主

沒蓋子 創辦人_許元馨 

藝文創客工作坊 
l 拇指琴製作/ Before Watt 瓦特以前訂製所 創

辦人＿江靖傑 

 

● 工作坊示意圖： 

   



活動三：靜態成果展示規劃 

今年以「走進地方、職創創生」為主題，以南方創客基地之特色元素，

農業、綠色及女力等創客專案作品進行成果展示，並邀請創客、職訓師、

地方創生團隊，透過靜態策展形式進行作品展示。 

● 活動時間：11 月 7 日 至 11 月 16 日 

● 活動地點：嘉義文創園區，O 棟展覽室 

● 展區介紹： 

類別 展區簡介 展品 創作者 

南方創客基地 

介紹 

以圖像平面設計，輔以影片互動，介紹南方創客基地緣由、創客

培育花絮、展區簡介、大事記等。 

女力創生 
邀請創客代表以女性

創客製作之展品呈現 

插畫與教具 湯圓熟了_謝祥雲 

縫紉與編織 
比爾公主沒蓋子_許元

馨 

刺繡 樹巷手作_曾之穎 

皮革 一卡皮箱_謝宛蓉 

循環創生 
邀請創客代表以循環

創客製作之展品呈現 

藍染工藝 藍藝草礐工坊 

竹編手作 慢生活合作社 

紙箱創作 無敵瓜神_周青郁  

職創創生 

邀請創客與國手代表

展示輟品，結合職創

相關服務來展示呈現 

防疫自造 防疫自造松學員 

國手作品 服裝創作國手_陳詩婷 

農業創生 
邀請創客代表展示農

創客專案與相關物品 
農業專案 科技農夫_陳幸延 

生活創生 

邀請創客代表展示透

過設計與創客能量作

品 

樂器設計 
before watt 瓦特以前

訂製所－江靖傑 

創客社群作品 臺南市自造者協會 

創客調飲攤 自造社群 



Truss 主視覺 

打卡/影音區 

藉由本次活動主視覺搭配草地意象展示，讓大家可以舒服坐在地

上打卡，或觀看基地相關形象影片 

體驗工作坊區 
以簡單能讓民眾快速上手的體驗工作坊，讓民眾親自動手作的感

覺，享受作為一個自造者的無線樂趣 

 

● 靜態展示意圖： 

      場內帳篷示意圖 

  
            

 展示架示意圖                         展區示意圖 

 

        

  



展場平面圖  

 
 

● 展出作品示意圖： 

 

藍染工藝作品 

   
 

編織藝術 

作  
 



手作樂器 

   
雷雕創作 

  
 

活動四：創客市集 

本次與嘉義文創園區進行合作，合辦「鐵車市集 X 造造市集」，邀請國內 20組創客、

文創、飲食攤位進行設攤展示，如：雷射雕刻文創飾品、3D 紙模型設計、紡織設計等，

現場解說自造理念及實地操作，部分作品提供現場販售。 

1. 活動時間：10/7 至 10/8  13:00-18:00 

2. 活動地點：戶外 

3. 創客市集示意圖： 
          

 

 

 

 

 

 



 

陸、活動整體廣宣： 

時程 月份 內容 

活動前 

8 月 

l 一頁式活動網站 
l 職訓創客校園巡迴講座 
l 南方創客基地社群平台廣宣（官網、FB、 IG、

Youtube ） 
l 泛科活動頁 
l DCard、臉書創客社群平台、PTT 

09 月 

l 分署維運之社群平台（如：賈好嘉、勞動力發展學
院） 

l 雲嘉南火車站及雲嘉南店家張貼海報 
l 發展署 VMaker 
l 發邀請函至校園及轄區合作單位 
l 南 方 創 客 基 地 社 群 平 台 （ 官 網 、 FB 、 IG 、

Youtube ） 

10 月 l 電子及平面媒體事前新聞稿 

活動中 11 月 l 南 方 創 客 基 地 社 群 平 台 （ 官 網 、 FB 、 IG 、
Youtube ） 

活動後 11 月 

l 電子及平面媒體事後新聞稿 
l 南方創客基地社群平台活動花絮記錄（官網、FB、

IG、Youtube ） 
l 發展署 VMaker 

 

柒、交通方式： 

n 【自行開車】園區備有停車場 

1. 中山高速公路 

嘉義交流道-北港路-右轉友愛路-嘉雄陸橋-接中山路-嘉義文化創

意產業園區 

2. 南二高 

中埔交流道-彌陀路-左轉垂楊路-右轉仁愛路-嘉義文化創意產業園

區 

n 【大眾運輸】 

1. 高鐵：由高鐵嘉義站搭乘嘉義客運ＢＲＴ-台鐵後站，步行至前



站後出口右轉（全程約 30 分鐘） 

2. 台鐵：嘉義火車站前站，出站後步行約 3 分鐘 

 

捌、活動相關事宜： 

l 活動將開設專屬官網及報名頁，提供學員事先報名論壇及工作坊活

動。 

l 當日工作人員及論壇＼工作坊學員皆配戴工作證，以便辨識別。 

l 參與論壇及工作坊之學員，皆可獲的南方創客基地精美禮品乙份。 

l 當日活動將投保至少 200 萬公共意外責任險及建物火險保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