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極 速 領 域 戰 鬥 營 - 瘋 狂 甩 尾 篇 行 前 通 知 

加 入 L I N E 群 組 

方便通知家長重要事項使用 

(含回程預告到達時間) 

 

 掃描右方 QR Code 或點我加入 

 確認記事本第一則分組訊息 

 找到寶貝的小組並加入小組帶隊老師 

 發送”我是 xxx 的家長”給老師 

報平安會由小組老師打 LINE 電話唷! 

備註：若家長們有事詢問請耐心等候因大部分時間都帶著孩子在進行活動。 

為安全起見，除非緊急事件一般的回應時間大約是中午休息時間或晚上有空的時間，非常感謝您的配合!!! 

https://line.me/R/ti/g/7VrTmC7POM


 

 

  

   



 

 

各位親愛的同學：非常歡迎您參加『極速領域戰鬥營-瘋狂甩尾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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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要注意喔！ 

以下的內容請詳閱(請務必全部看完避免訊息遺漏 感謝您)： 

 

活動地點：亞太生態園區  地址：新北市林口區下福里 15 號之 3 

活動日期：2022 年 1 月 21 日 (五 )至 2022 年 1 月 23 日 (日 )  

 

接送時間地點：去程跟回程的接送地點一樣哦!，提供圖檔說明在最下方。 

 

地點 
去程 回程 

集合時間 出發時間 預估到達 

台北車站黑白格 07:30 08:00 18:40~19:10 

桃園中興國中 08:20 09:10 16:40~17:00 

新竹建功高中 08:50 09:10 16:40~17:00 

台中科學博物館 07:40 07:50 18:00~1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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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服示意圖 



 

時間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上午 

【整裝出發】 

歡樂歌聲響起 

【破冰活動】 

熟悉場地 建立夥伴默契 

【生態導覽】 

蔬菜小達人 香草茶 DIY 

【午餐約會】 

自製好吃的麵疙瘩 

【拆帳篷 】 

迎接第二天挑戰 

【參觀小動物園】 

健走小將 看誰好體力 

【急速領域賽車手】 

瘋狂甩尾車 超酷!! 

【午餐約會】 

水餃 DIY& 野菜湯 

【埪窯趣】 

撿樹枝升火囉~ 

【魔術方塊 PK 賽 】 

誰是高手? 

【紀念品 DIY 】 

製作獨一無二的卡通開瓶器 

【生態探索館 】 

大兜蟲 鍬形蟲 大象龜…可摸喔! 

下午 

【團隊默契競賽】 

立體磁性拼圖 九宮格競賽 

【點心 DIY】 

自製地瓜圓 

【軟彈槍大 pk】 

每人對戰 60 發瘋狂戰鬥 

【搭帳趣 室內冷氣房露營】 

搭起溫暖的小窩 

【野菜 海味】 

採青菜 撈魚 魚菜共生的奧妙 

【看誰炊事本領大】 

【神射手】 

漆彈定靶射擊比賽 

【雷射迷宮之 007】 

跨 鑽 滾 爬 穿 

穿過層層雷射光束 

【泡泡球】 

超刺激人體泡泡球對戰 

【弓箭神射手】 

體驗原始作戰 

要射的目標是……人喔! 

【烤肉趣】 

【午餐約會】 

控窯餐補充好體力 

中高年級:【美式安全漆彈】 

體會原始作戰樂趣 

不用擔心擊中會黑青 

安全的射擊遊戲 

低年級:【急速領域賽車手】 

享受瘋狂甩尾車的樂趣 

【點心 DIY 搗麻吉】 

【留影 歸賦】 

發結業證書 

晚上 

【夜戰 or 卡拉 ok 歡唱】 

**酷炫全方位激光鐳站** 

【搭帳趣 室內冷氣房露營】 

【點心地瓜圓】 

夜宿亞太生態園區 

【熱鬧的晚會】 

精彩晚會嗨翻天 

【搭帳趣 室內冷氣房露營】 

搭起溫暖的小窩 

【點心綠豆湯 YAMI】 

快快樂樂出門 

平平安安回家 

註 1：如遇天災及不可抗拒之因素時，本單位依規定辦理延期或退費。 

註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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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營隊守則  

(營期期間請配合防疫全程配戴口罩並配合量測體溫) 

1. 營隊期間為確保自身安全，請遵守營隊的紀律，不得擅自離隊，行動皆以小隊為單位。 

2. 活動以營區為範圍，應避免到危險的地方活動或嬉戲，營區內也不得喧嘩及大聲吵鬧。 

3. 活動期間，以合乎禮節之言行態度，尊重並對待營隊所有人員。 

4. 學員需全程配掛學員證。 

5. 如有身體不適，應立即向隊輔老師或營長報告，不可勉強參與活動。 

6. 不要窺視別人的營帳、營地或房間。 

7. 晚上就寢時間不應大聲喧嘩避免影響他人。 

以上事項請學員盡力配合，若有嚴重違規情形，營隊將予以取消參與活動資格。 



 

※ 攜帶物品及叮嚀事項 

1.家長可協助孩子準備需攜帶的物品，依下列選項打勾依序準備，自己特殊物品請貼姓名貼。 

2.小朋友可攜帶 100-300 現金，購買小零食。 

3.回報平安時間約 18:30~19:30，請家長注意這時段的 LINE 來電。 

4.白天若無重要事情請勿打電話給孩子(讓孩子練習獨立)或老師(避免影響活動進行)，若有急事或特殊事情需聯絡請打營長電話或營區電話。 

5.小朋友若有攜帶智慧型手機一律集中保管，僅晚上回報平安及回程連絡家長時使用。 

6.小朋友行李盡量使用有輪子的行李箱為佳。 

7.接送時間請家長提前 10 分鐘到達，避免遊覽車太長時間臨停，感謝您的配合。 

務必一定一定一定要攜帶 視個人情況攜帶(不建議帶裙子) 

 拋棄式醫療型口罩 3 個 

 健保卡 

 背帶水壺 

 輕便雨衣、摺疊小傘 

 襪子 3 雙 

 拖鞋 1 雙 

 浴巾、洗髮精、沐浴乳 

 裝換洗衣物用塑膠袋 

 個人盥洗用具 

(毛巾、牙刷、牙膏) 

 換洗衣物 2 套 

(長袖上衣褲子和內衣褲) 

 角膜塑型片吸盤 

 防蚊液 

 備用免洗內衣褲 

 濕紙巾 

 衛生紙一包 

 遮陽帽子 

 防曬乳 

 零用錢 100-300 

 常用藥品 

(過敏藥物、腸胃藥物、特殊疾病用

藥) 

 其他用藥 

(感冒藥、暈車藥、綠油精、護唇膏) 

 一顆愉悅的心情☺ 



 

※活動照片：活動結束後約一星期會先放一批團體照到我們的 FB 粉絲專頁上， 

歡迎到我們的 FB 下載按讚分享，寒假結束後再詳細整理放置官網活動相簿連結，屆時可下載更多個人照片 

※聯絡方式：(開營期間不在辦公室請撥打手機) 官方 FB 粉絲團: FACEBOOK，LINE@好友 

名稱 聯絡人 連絡電話 接送點聯絡老師 聯絡人 連絡電話 

營長(新婷老師) 林新婷 09631-09631 

台北車站 

仙女老師 09631-09631 

行政中心聯絡人 李老師 0926-982-805 黑炭老師 0966-173-314 

行政中心聯絡人 陳老師 0936-390-576 

桃園中興國中 

阿嗚老師 0979-519-318 

園區電話 03- 593- 4096 巧克力老師 0936-036-076 

行政中心辦公室 李老師 (02)2225-4066#11 新竹建功高中 

小綠老師 0905-086-852 

行政中心辦公室 陳老師 (02)2225-4066#10 台中科博館 

※如遇強颱、地震等不可抗力之因素，影響活動順利進行，為安全考量， 

傳承創新文教有權取消或延期舉行，活動相關訊息會公佈於傳承創新文教官方網站。  

 

※保險：課程為每位小朋友加保富邦人壽旅遊責任保險保額 200 萬及傷害限額 2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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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回程接送集合地點 

1.台北大廳黑白格 

 



 

2.桃園市立中興國民中學(桃園市桃園區文中路 122 號) 

點我可以導航哦~貼心吧!耶~ 

https://is.gd/MuiuQD


 

3.新竹建功高中(新竹市東區建功二路 17 號) 

點我可以導航哦~貼心吧!耶~ 

 

https://www.google.com/maps/place/%E6%96%B0%E7%AB%B9%E5%B8%82%E7%AB%8B%E5%BB%BA%E5%8A%9F%E9%AB%98%E7%B4%9A%E4%B8%AD%E5%AD%B8/@24.797925,121.0000878,17z/data=!3m1!4b1!4m5!3m4!1s0x3468366cfb5cf73f:0x6370e5a07c7df842!8m2!3d24.7979252!4d121.0022693


 

4.台中科博館集合地點(西屯路一段科博館大客車停車場斜對面) 

點我可以導航哦~貼心吧!耶~ 

 

  

https://is.gd/SXQ7V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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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列印此頁和下一頁並當天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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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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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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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