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勞動部「產業新尖兵試辦計畫」補助課程 

無人機綠能巡檢專業養成班(基隆) 

招生簡章 

 
【課程簡介】 

為落實能源轉型，達成 2025 年再生能源發電量占比達 20％目標，行政院於 105 年 10 月 27 日通過

「綠能科技產業創新推動方案」(以下簡稱方案)，亦是「5+2」產業創新之一環，期以推動綠能科技產

業，成為我國能源轉型及驅動經濟發展的新引擎。綠能產業中的太陽能發電、風力發電都屬再生能源之

一環，其維運需要各種最新科技之運用，其中無人機之巡檢應用便是其中重要的關鍵。由於太陽能電廠

或風力發電機組之分布面積都占地甚廣，借重無人機得以迅速、準確地檢測電網機組織故障況況，替相

關產業省下為數可觀的成本。 

自交通部民航局於 2020/03/31 實施遙控無人機專章，將無人機歸納之民航局管理後，無人機被高度重

視，產業環境受到規範後，無人機用於綠能產業的巡檢應用概念不斷被提出，且被高度重視，「無人機

巡檢飛手」逐漸成為一種專業工種，無人機的巡檢技術以及產業發展都與無人機專業證照密不可分。。 

本班邀請從事無人機教育領域多年經驗的專業講師，設計專業的教案與教學流程，講師將依照學生程

度，手把手訓練學員飛行技巧及考取專業證照項目，讓學員具備完整的操作技能，課程結束後將能依序

考取民航局遙控無人機專業高級操作證照。 

以下本計畫課程內容說明： 

1.培訓參訓學員有能力參加交通部民航局遙控無人機專業學術科證照考試。  

2.本課程結合理論與實務作為引路人，將無人機飛行技術內容設計深入淺出，引領學員在課程中能夠吸收

大量的專業知識，未來在從業或執業過程少走彎路。  

3.學員將對無人機的業界發展、機體結構、商業應用將會有全方位的理解，包含學員學科方面的事前任務

規劃、飛安風險預防、緊急應變程序，術科方面的無人機考照飛行技巧、專業操作能力。  

4.本課程希望讓有心、有意願投入無人機綠能巡檢、安防領域之青年，透過扎實的課程培養其專業能力，

替台灣失業青年尋求科技前瞻踏實前進的路。 



【課程資訊】 
1. 主辦單位：崇右學校財團法人崇右影藝科技大學 

2. 課程名稱：無人機綠能巡檢專業養成班(基隆) 

3. 課程領域：綠能科技 

4. 課程時數：240小時 

5.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11 年 12 月 5 日（星期一） 

6. 甄試日期：111 年 12 月 5 日（星期一） 

7. 甄試方式：問卷＋線上口試 

8. 報到日期：111 年 12 月 6 日（星期二） 

9. 訓練期間：111 年 12 月 6 日（星期二）至 112 年 1 月 17 日（星期二） 

10. 招生名額：30名 

11. 上課時間：週一 ~週五 08：00-17：00 

12. 訓練地點：學科--基隆市信義區義七路 40號(崇右影藝科技大學 室內教室) 

                   術科--基隆市信義區義七路 40號(崇右影藝科技大學 操場) 

13. 訓練費用：90,000元整(青年參加訓練課程，參訓時數應達總課程三分之一以上) 

 

【課程目標】 
1. 了解無人航空器的發展演進以及國際最新趨勢  

2. 學習專業氣象判斷、飛行條件評估、飛行風險管理  

3. 專業無人機飛行模擬器軟體之操作  

4. 完全理解民航法無人機專章之管制規範與飛行活動申請流程  

5. 充分掌握民航局單/多軸操作證考照流程與術科考試技巧  

6. 了解單/多軸無人載具之物理性能與氣動特性  

7. 學習無人機地面站軟體操作與任務規劃、航點設定、障礙識別  

8. 了解飛安意外之類型、防範措施、緊急應變程序、飛安處置原則  

9. 協助學員深入了解無人機產業之職缺需求，並擬定最佳之求職策略。 

10. 將學員資料建立無人機人才資料庫，協助媒合無人機業者與學員。 

 

【課程特色】 
【特色一】專業師資與助教安排 

專業講師擁有豐富飛行授課經驗，課程助教亦具備專業操作證和多年的飛行經歷，能依據學員需求，設

計專業的教案與教學流程，幫助學員達到最佳的學習成效。給組學員皆配一名具備民航局專業證照之講

師進行輔導，務必讓學員手把手習得無人機操控技巧之精隨。 

【特色二】實際模擬與飛行演練  

本課程由教練搭配助教方式來進行教學與實作指導，全程提供模擬器飛行教室，提供 30 名學員線上模擬

飛行，降低新手操作失誤造成之風險。並且提供 5 台 2 公斤以下之中型練習無人機、5 台 2~15 公斤專



業考照機、4 台 15~25 公斤專業巡檢無人機，以 10 人一組配置一架無人機進行練習，讓學員模擬飛行

並實際學習操控，最終能熟練遙控無人機飛行的操控技巧且快速累積飛行經驗值。 

【特色三】以媒合就業為導向的課程設計 

本課程以考取 1a 高級專業操作證(2Kg~15Kg 飛行器)來進行訓練，幫學員建立完整的系統觀念，課程搭

配學科模擬測驗與術科演練來學習，最後一天以實際模擬考試來演練，扎實模擬考試情境，有助於後續

順利考取證照。除了無人機產業必備的證照，本課程還和多達 10 間無人機廠商合作，將學員列入廠商人

才資料庫，未來有機會媒合學員順利就業。 

 

【適合對象】 

15 歲至 29 歲（以課程開訓日計算）之本國籍待業青年，申請參加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產業新尖兵試辦

計畫者，並且於未來計畫投入以下產業職務，有意願進修者： 

  
＊本課程適用「產業新尖兵試辦計畫」補助＊ 

 

 



【學習者之先備知識與能力】 

1. 有志進入無人機空拍、農噴、巡航等無人機產業應用領域發展之待業者 

2. 15 歲至 29 歲（以課程開訓日計算）之本國籍待業青年者 

＊重要注意事項 

1. 不得具勞工保險(不含訓字保)、就業保險身分，或為營利事業登記負責人。 

2. 曾參加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分署及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依失業者職業訓練實施基準辦理之職前訓

練，於結訓後 180 日內，不得參加本訓練課程。 

3. 青年參加指定訓練課程，參訓時數未達第十點規定者，一年內不得參加職前訓練。但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不在此限: 

(一) 罹患重大傷病或傳染病，需長期治療或隔離。 

(二) 因家庭發生不可抗力之災變等重大事故，而無法繼續受訓並提列相關事實證明。 

(三) 因懷孕或流產經醫師診斷需休養。 

前項不得參加職前訓練期間，自青年離訓、退訓或結訓日起算。 

＊本課程適用「產業新尖兵試辦計畫」補助＊ 
 

【報名方式】 

1. 申請參加產業新尖兵試辦計畫前，應登錄為「台灣就業通」會員(電子郵件將作為後續訊息發布通知

重要管道，請務必確實填寫)，並完成「我喜歡做的事」職涯興趣探索測驗

(https://exam1.taiwanjobs.gov.tw/Interest/Index)。 
2. 確認資格：於產業新尖兵試辦計畫專區下載或列印｢報名及參訓資格切結書｣，閱覽切結書及相關須

知，後加以簽名或蓋章，並交予訓練單位（https://elite.taiwanjobs.gov.tw/）。 
3. 繳交身分證影本。 
4. 與課程訓練單位簽訂訓練契約。 
5. 取得課程訓練單位錄訓資格後，可享本課程全額免費參訓，培訓期間依據失業青年職前訓練要點發

給學習獎勵金（勞動力發展署發給每月最高 8,000 元），培訓期間享勞保（訓）。(亦須符合本計畫

修正規定第 6點) 
 

【補助費用】 

1. 青年參加指定訓練課程，由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所屬分署依訓練單位辦理訓練收費標準，每人最高

以補助 10 萬 元為上限。培訓期間依據失業青年職前訓練要點發給學習獎勵金（勞動力發展署發給每月最

高 8,000 元）。(亦須符合本計畫修正規定第 6 點) 

2. 青年如後續經審核資格不符，應自行負擔相關訓練費用。 

3. 青年報名本計畫指定訓練課程，由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所屬分署依訓練單位辦理訓練收費標準，先

行墊付訓練費用，如後續經審核資格不符，由青年自行負擔相關訓練費用。 

4. 青年應與訓練單位簽訂訓練契約。 
 



【其他重要注意事項】 

1. 以參訓一班次為限，且參訓時數應達總課程時數三分之二以上。 

2. 青年參加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與所屬各分署及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依失業者職業訓

練實施基準辦理之職前訓練，於結訓後 180 日內者，不得參加本計畫。 

3. 產業新尖兵試辦計畫

https://www.wda.gov.tw/News_Content.aspx?n=85E1E406503C665B&sms=4AB7 7F 
B5C324175E&s=283D8CE0F646545C 
4. 培訓證書：課程出席率達 80% 以上，將由(訓練單位)核發培訓證書並提供完訓學員名

單予廠商，協助就業媒合。 

 

【專案諮詢電話】 

崇右影藝科技大學 龔老師 

tc19941112@gmail.com 

02-2427-0170 

 

 

【課程概要】	

學術科	 課程單元	 課程單元說明	 時數	

其他	 開訓典禮、無人機概論	 開訓典禮、無人機概論	 4	

專業學科	 民航局考照學科課程	 1. 基礎飛行原理與氣象、緊急程序處置與飛行決
策、問答解析	

2. 模擬試題講解 1~4	
3. 模擬試題講解 5、模擬考	
4. 無人機軟、硬體介紹、維修檢查、零件組合(迷你
小型機)	

5. 無人機基礎飛行+練習(迷你小型機)	
6. 飛航管制措施、報到報離程序解說、雲端資料建
置	

7. 民航局能力審查、空域申請、註冊、考照報名教學	

28	

術科	 無人機模擬器教學課程	 1. 軟體安裝與基礎飛行觀念講解	
2. 基礎飛行觀念講解	
3. 專業基本級項目操作(四面停懸+側面停懸)GPS 模式	
4. 專業基本級項目操作(四面停懸+側面停懸)姿態模式	
5. 專業基本級項目操作(八字水平圓)GPS 模式	
6. 專業基本級項目操作(八字水平圓)姿態模式	
7. 專業基本級項目操作(高度五邊)GPS 模式	
8. 專業基本級項目操作(緊急程序)姿態模式	
9. 專業基本級項目操作(基本級綜合操作)	
10. 專業基本級項目操作(基本級綜合操作)	

40	

術科	 小型無人機操作課程	 1. 專業基本級項目操作(四面停懸+側面停懸)GPS 模式	
2. 專業基本級項目操作(八字水平圓)GPS 模式	
3. 專業基本級項目操作(高度五邊)GPS 模式	

40	



	

	

	

	

	

	

	

	

	

	

	

	

	

	

	

	

	

	

	

	

	

	

	

	

	

	

	

	

	

	

	

	

	

	

	

	

	

	

	

	

	

	

	

	

	

	

	

4. 專業基本級項目操作(緊急程序)GPS 模式	
5. 專業基本級項目操作(基本級綜合操作)	

術科	 大型無人機操作課程	 1. 專業基本級項目操作(四面停懸+側面停懸)GPS 或姿態模式	
2. 專業高級項目操作(矩形航線)GPS 或姿態模式	
3. 專業級項目操作(八字水平圓)GPS 或姿態模式	
4. 專業基本級項目操作(高度五邊+緊急程序)GPS 或姿態模式	
5. 專業高級項目操作(航線規劃與任務執行)	
6. 專業高級項目操作(儀表飛行+360 度檢查)	
7. 專業高級項目操作(興趣點飛行)	
8. 專業基本級模擬測驗	
9. 專業高級考照模擬測驗	

80	

術科	 無人機巡檢專業課程	 1. 大型巡檢無人機基本操作	
2. 大型巡檢無人機進階操作	
3. 大型巡檢無人機巡檢練習	
4. 大型巡檢無人機巡檢練習	

16	

專業學科	 無人機巡檢專業課程	 1. 綠色能源產業概論	
2. 風力發電與太陽能設備簡介	
3. 風力發電與太陽能巡檢概論	
4. 無人機綠能巡檢案例分享	
5. 無人機綠能巡檢應用展望	

20	

一般學科	 巡檢就業市場趨勢與勞

動法令	
巡檢就業市場趨勢與勞動法令	

4	

一般學科	 求職技巧與履歷撰寫	 求職技巧與履歷撰寫	 4	

其他	 無人機產業媒合會	 無人機產業媒合會	 4	

	 合計	 240	



	

【講師簡歷】	
1.	黃士原	

· 2003~2019	直升機、固定翼、多旋翼航模飛行操作經歷。	
· 2015	通過民間協會飛行教官甄選。	
· 2016	民間協會無人機課程教官。	
· 2017	民間協會無人機新手飛行教官。	
· 2018	3KM	PEACE	RUN	小手牽大手益起來公益路跑空拍攝影。	
· 2018	大同大學無人機飛手實戰班第一期教官。	
· 2019	取得台灣	UTC	無人機操作證書。	
· 2019	旅遊空拍專班第一、二期教官。	
· 2019	大同大學無人機飛手實戰班第二期教官。	
· 2019	中原大學無人機職業飛手實戰班第一期教官。	
· 2019	大同大學無人機專業飛手教官。	
· 2019	淡江大學無人機飛手實戰班第一期教官。	
· 2019	淡江大學無人機應用技術空拍精修班第一期教官。	
· 2019	花蓮林務局無人機考照班教官。	
· 2019	明新大學無人機學分班教官。	
· 2019	南科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台南大學無人機證照班教官。	
· 2019	東海大學	AI	工程師課程無人機基礎飛行教官。	
· 2019	花蓮警察局無人機考照班教官。	
· 2020	同	2019	第二期無人機教官。	

· 2021	勞動部尖兵計畫無人機講師。	
· 2019~2022	民航局多旋翼無人機專業證照 1b	G1~G3	合格評鑑人員。	

2.	曹晏銘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學士班	
2020	航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無人機飛行講師	

2019	航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無人機訓練總教官	

2019	航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單旋翼總教官	

2019	桃園人才發展培訓計畫-飛行講師	

2020	桃園人才發展培訓計畫-飛行講師	

2020	多旋翼無人機培訓實務班-飛行講師	

授課人數超過	300	位	

無人機教育訓練時數：	 超過	300	小時	

無人機飛行時數超過	1000	小時	

證照	

1. 遙控無人機專業基礎級證照	
遙控無人機專業高級操作證-G2	G1	

3.	林建成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機械與自動化工程系-學士	
2017.10	肯尼拓驅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技術長	



2020.01	航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業務	

	

4.	陳耀晟	

台北商業大學畢業	

台北市海軍陸戰隊退伍隊員協會-專屬空拍師	

鼎倫有限公司-海邊廢棄物協助巡查	

台北市加蚋義消空拍人員	

晶屏飛行學院-術科講師	

鼎倫有限公司-無人機訓練講師	

譜曲辰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無人機飛行教官	

授課與飛行時數:100	小時以上	

5.	陳蓁	

台中市宜寧高級中學畢業	

專長講授課程	
無人機學科知識	

無人機術科飛行技術指導	

民用航空專業機師證照法規	

教學實績	

109	年陸軍	UAV	小組種子教官培訓	共三梯次	

109	年僑光科技大學	無人機基本級證照師資培訓	

1. 授課與飛行時數:100	小時以上	
6.	林亭軒	

貝里斯大學雙主修	應用生物及化學	副學士	

工作經歷	

2017-2018	臺北醫學大學保健營養學系實驗室研究助理	

2018-2020	在台貝里斯互助社團副社長	

2020	實踐大學-產業新尖兵專業飛手培訓班	(300Hr)	

2020～2021	台南跨年無人機燈光展演機動人員	

2021	浩汎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無人機業務開發	

2021	譜曲辰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專長講授課程	

民航局術科模擬器操作	

7.	王景弘	

中興大學土壤環境科學系畢業	

· 飛軍無人機應用有限公司總教官	
· 台灣智慧農業服務股份有限公司教官	
· 華梵大學推廣教育處智慧無人機學苑講師	
· 產業新尖兵計畫「台灣青年智慧無人機飛手菁英班」總教官		
· 台電電力線智慧巡檢配合飛手		
· 民航局無人機術科測驗監評人員(考官)	
· 民航局無人直升機專業高級操作證 Ib	G1	G2	G3		



· 民航局無人多旋翼機專業高級操作證 Ib	G1	G2	G3	
	

8.	黃朝暉	

虎尾科技大學-動力機械系	
譜曲辰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農噴應用主教官群創光電設備工程
師	資歷一年	

航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資歷兩年	

專業農業代噴飛手	資歷兩年	

9.	廖晉德	

三重國民小學	

二重國民中學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附設高商進修學校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中華電信電話客服	

開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電信管道繪圖校正	

精華光學	鏡片品管	

丙級會計事務技術士	

無人機專業高級操作證	

10.	黃瀚樟	

德明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	

無人直生機15kg級執照	

勞動部北分暑北基宜花馬無人機線上課講師	

崇右影藝科技大學無人機講師	

農業空中噴藥施作	

空拍及剪輯	

	

	

	

	

	

	

	

	

	

	

	

	

	

	

	

	

	

	

	



【請假規定與離退訓機制說明】 
崇右影藝科技大學產業新尖兵試辦計畫

班級秩序規章 

1. 課程名稱:( ) 

2. 課程日期:自( )止，總時數為( )小時 

3. 課程時間:周一到周五，上午 8:00~17:00，中午休息 1 小時。 

4. 上課方式:本課程採實體教學方式授課，學員需於課程排定時間內到場聽課，並尊重講師以
維護上課秩序及所有學員之學習權益。 

5. 簽到、退方式:本課程每天將以紙本進行簽到、退各一次，若有需要將不定時抽點學員出勤
狀況。學員需於課務人員提供之簽到表上，以一般人足以辨識之正楷字體，簽署與身分證上
相符之本名，若字跡潦草無法辨識、簽署暱稱、綽號、藝名、塗鴉、不明符號等，或是由本
人以外之人士代簽，皆視為學員未能完成簽到、退，將依規定註記為缺曠。 

6. 簽到、退時間分別於上午課程開始後 30 分鐘內、下課程結束前 30 分鐘內，請學員務必配
合，不配合點名作業將以缺曠論處。 

7. 學員於受訓期間應配合課務人員之指示，於規定之時間內落實簽到、退，如超過時間 30 分
鐘，學員得要求補簽到、退，但需依規定登記缺曠時數，並依規定請假。 

8. 學員若無故連續缺曠超過 24 小時以上，且經課務人員提醒後未見改善，訓練單位得逕行辦
理離、退訓，學員不得有異議。 

9. 為維護授課秩序及訓練品質，參訓學員必須專心聽講，不得隨意聊天、喧嘩、睡覺、飲食
等足以影響授課品質之行為。學員若發生上述行為，經課務人員提醒後未有改善且情節嚴重
者，本單位將提請勞動部予以退訓。 

10. 請假規定: 學員於上課期間若有請假之必要，應提早向班務人員請假，或者於本課程 Line 
群組之記事本提出，貼文格式為"姓名 xxx，x 月 x 日 xx 時至 xx 時請假 x 小時"。其餘請假規

定依勞動部所公告之規範處置。 
11. 請尊重每位講師之智財產權，上課禁止錄影、錄音，未經講師及主辦單位同意，禁止重

製、節錄、公開傳輸、改作、散布、公開播送、公開上映。 

12. 離、退訓應於 5 日前向課務人員提出，，並以書面 email 告知辦訓單位。 

13. 以上規定，本人 願意配合，若有不配合之情事，本人將接受辦訓單位與
勞動部之處分，不得有異議。 



崇右學校財團法人崇右影藝科技大學	

辦理勞動部產業新尖兵試辦計畫補助身份學員參訓契約書	

	

立	約	人	學員：																											（以下簡稱甲方）		

訓練單位：崇右學校財團法人崇右影藝科技大學（以下簡稱乙方）		

雙方同意訂立本契約書，約定下列各條款共同遵守：		

	

第	一	條	甲方於中華民國 111年			月				日收受本定型化契約書。		

第	二	條	參訓班別名稱：		

補助計畫名稱：勞動部	產業新尖兵試辦計畫	（以下簡稱本計畫）		

第	三	條	訓練期間：	自中華民國 111年				月				日至 111年				月					日止。		

第	四	條	課程時數：授課總時數 240 小時。		

第	五	條	繳費方式		

（一） 訓練費用金額甲方每人訓練費用總金額為新臺幣																元。	
（金額欄位不得空白）		

（二） 訓練費用乙方不直接和甲方收取。乙方開訓日起檢附參訓名冊等資料，向訓練地點所

在地之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所屬分署提出申請。		

第	六	條	參訓及補助資格		

（一）甲方同意依本計畫規定檢附參訓必要之個人資料，	交由乙方彙整資料向分署辦理請領

訓練費用。		

（二）甲方應確認開訓當日為年滿 15歲至 29歲之本國籍失業青年。訓練期間不得具勞工保

險(不含訓字保)、就業保險身分，或為營利事業登記負責人。且同意乙方及分署對於甲

方開訓當日之就保、勞農保資格進行檢核，必要時，	甲方須提供乙方開訓當日仍在保

之投保明細表。	

甲方若曾參加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所屬分署及各直轄	市、縣(市)政府依失業者職業訓

練實施基準辦理之職前訓練(以下簡稱職前訓練)者，於結訓後 180日內，不得參加本訓

練課程。		



（三） 甲方若要取得結訓證書，需缺席時數未逾訓練課程總時數 10 分之 1。		

第	七	條	甲方有以下情事之一，分署不予補助：		

								（一）為自己或他人以偽造文書或不實資料參加訓練或申領補助。		

								（二）提供個人身分資料供他人參訓或代他人參訓。		

								（三）參訓期間實際到課情形與簽名內容不符、代他人或請他人代為簽名者。	

								（四）未取得結訓證書。		

								（五）不配合本計畫之訪視、訓練績效評估及追蹤考核。		

第	八	條		甲方同意乙方於辦理本訓練課程及相關事項所必要之特定目的範圍內，蒐集本人資

料。乙方並得依據甲方提供之個人資料，於前開事項範圍內與甲方聯絡。	

甲方對所提供之個人資料，具有	查詢或請求閱覽、製給複製本、補充或更正之權。

未經甲方同意，乙方不得擅自將甲方個人資料提供第三人或作	不當之利用，其法律

效果，依相關法律辦理。		

第	九	條	甲方於受訓期間或結訓後仍需配合補助計畫之主管機關、訓練單位辦理不預告訪視、

訓練績效評估及追蹤考核。甲方若有規避、妨礙或拒絕分署、分署訪視、電話抽

查、郵寄	問卷或相關資料之查對，經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1年內不得參加職

前訓練。	

前項不得參加職前訓練期間，自該處分送達日起算。甲方參加本訓練課程，於結訓

後 180日內，不得參加職前訓練及青年就業旗艦訓練計畫。		

第十條	甲方於受訓期間應配合乙方制定之班級秩序規定，配合課務人員之聯繫，於規定之點名

時間落實簽到、退，如超過點名時間 30 分鐘，不得要求補簽到，需依規定登記缺

曠，並依規定請假。	

										如課程採線上遠距授課，甲方於課程簽到、退時間需開啟視訊鏡頭，並不得配戴口罩、

墨鏡等足以影響臉部完整辨識度之物品。	

										甲方若無故連續缺曠超過 24 小時以上，且經課務人員提醒後未見改善，乙方得逕行辦理

離、退訓，甲方不得有異議。	

第十一條	本契約如有未盡事宜，依本計畫暨作業手冊辦理，並遵循相關法令及誠實信用等原則



公平解決之。	

第十二條	甲乙雙方就訓練相關權利義務事項發生爭議時，由訓練班次所在分署進行協處，因本

契約有關事項涉訟時，甲、乙雙方合意	以訓練班次所在地所屬轄區地方法院為其第

一審管轄法院。	

第十三條	本契約乙方應明定相關參訓規章或須知，並得視為本契約之一部分，與本契約具同等

之效力。如與本契約牴觸者，其牴觸部分以本契約為主。	

第十四條	本契約之附件及相關廣告視為本契約之一部分。本契約一式二份，由甲乙雙方各執一

份為憑，並自簽約日起生效。	

第十五條	甲方於參訓期間需遵守我國法規、勞動部相關規定及乙方校規。行為不檢情節重大，

影響訓練課程進行者，甲方願無異議同意乙方為退訓之處理。	

	

立約書人學員（簡稱甲方）：																					（簽章）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通訊地址：		

	

訓練單位核准立案名稱全名（簡稱乙方）：崇右學校財團法人崇右影藝科技大學	

核准字號：			台(55)高字第 15866號														（公立大專校院免填）		

代表人姓名：	蕭源都																																		（簽章）		

聯絡電話：(02)23817059	

單位地址：基隆市信義區義七路 40號		

中華民國	111	年							月					日	

 

 

 



【課程評量方式】 

1. 專業學科課程講師會於每節課結束前 20 分鐘進行課程複習問答，每位學員都

要回答講師所提出的問題，並依此回覆作為評量學習成效之指標。 

 
2. 專業術科模擬器課程講師在示範完科目操作後，會讓學員於自己電腦上進行

自由演練，待講師將進入下一個科目單元前，講師將讓每位學員試飛給他

看，藉此評估該學員對該飛行科目之熟練，並列入評量學習成效之指標。 

 
3. 專業術科無人機實體操作課程，講師會先示範每個飛行科目，再讓學員進行

演練，學員進行飛行操作時，講師或助教全程在旁觀察，當有安全疑慮時將

制止學員操作或直接介入操作，以避免無人機發生飛安風險。講師於學員操

作完成後，將口頭提醒應注意或改進之事項，並將學員每次飛行狀況給予評

分，以作為評量學習成效之指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