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全國中小學聽障學生夏令營活動實施計畫 

＜開啟心視界 發現桃花源＞ 

壹、 目的 

一、參與營隊活動，促進溝通互動與交流分享。 

二、觀摩未來科技，接軌人工智慧與資訊新知。 

三、親近自然山林，認識鄉土民情與在地特色。 

四、體驗民生產業，了解百業文化與工作世界。 

貳、 辦理單位 

一、 主辦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 承辦單位：桃園市政府。 

三、 承辦學校：桃園市興南國民中學。 

四、 協辦單位：高雄師範大學特教系、中原大學特教系、東門國

小、中山國小、成功國小、新明國小、桃園市特

教輔導團。 

參、 參加對象及名額 

全國國小中高年級(3-6年級)、國中聽障學生及其隨隊輔導老師為

限，預計參加總人數以 200名為原則（含工作人員、特教志工）。 

一、 參加學生：預計 115名。 

(一) 各直轄市、縣（市）輔導所屬聽障學生，22縣市共計 85

名聽障學生，分列如下： 

1. 臺北市、新北市、臺中市、高雄市各 7名，桃園市、

臺南市、彰化縣各 6名，計約 46名。 

2. 基隆市、臺東縣、澎湖縣、金門縣各 2名，連江縣 1

名，計約 9名。 

3. 其餘各縣市各 3名，計 10縣市共約 30名。 

(二) 啟聰學校共計 30名聽障學生，分列如下： 

1. 臺北市立啟聰學校 10名。 



2. 國立臺中啟聰學校 10名。 

3. 國立臺南大學附屬啟聰學校 10名。 

二、 隨隊輔導老師：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教育局(處)依據參加學

生人數指派輔導教師帶領，6 位(含)以下學生，請指派 1 人；

7-10位學生，請指派 2人；11-15位學生，請指派 3人；16-20

位學生，請指派 4人，預計 31名。 

三、 111年度承辦縣市(高雄市)觀摩人員 2名。 

四、 本活動之工作人員及特教志工合計 52名。 

肆、 活動日期 

110年 07月 05日至 07月 07日（星期一至星期三）共計三天二

夜；倘若因颱風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本活動則改期至 110年 07

月 12日至 07月 14日(星期一至星期三)。 

伍、 報名時間及方式 

一、 報名時間：自 110年 04月 12日(一)起至 05月 07日(五)截止。 

二、 110年度全國聽障學生夏令營活動採電子郵件報名，請各縣(市)

教育局(處)特教業務承辦人及特殊學校業務承辦人，依核定員

額填寫附件報名表核章掃描成 pdf 檔後連同 excel 檔ㄧ起傳

至 hnjhsp@gmail.com並致電聯繫興南國中(03)4629991#610、

611輔導室程鈺真組長或傅安娟主任確認。 

陸、 活動內容及行程： 

一、 未來科技城：參訪祥儀機器人夢工廠，了解未來科技發展。

運用博物館內部設施體驗 AI人工智慧的成果，並安排機器

人、動力車或其他科技產品 DIY活動。 

二、 知識新樂園：以桃園眷村聚落為活動場域，將參與人員分成

5-6人的小組(帶隊老師隨隊，共計約 20組)，以密室逃脫的

方式，解碼解密、執行任務。其解密及任務的內容包含組員

間的腦力激盪、團隊合作；個人的肢體協調、眼明手快；與



遊客溝通互動；科技與感官的體驗活動(五感體驗、VR體驗)

等關卡。讓學生將所學技能，於活動中充分發揮。 

三、 遇見桃花源：遊覽桃園知名景點-石門水庫。除了參觀重要的

景點外，並於廣場上進行大地遊戲，讓學生透過活動，拉近

彼此的情誼，也能更親近大自然。 

四、 食尚產業鏈：桃園觀光工廠林立，各有特色。尤其有很多家

喻戶曉的知名廠牌，安排學生參觀熟悉的廠牌觀光工廠(如黑

松沙士、養樂多等)，認識品牌演變、產品製程等，並自己動

手做飲品，為這趟旅行畫下愉快的句點。 

五、 活動行程表如附件一。 

柒、 經費 

一、 所需經費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委辦經費支應，追加經費

由本市自籌。 

二、 各縣市參加人員之往返差旅費用，由各機關學校自行負擔。 

三、 經費概算表如附件二。 

捌、 報到 

一、 報到地點：桃園市立興南國民中學活動中心。 

二、 報到時間：110年 07月 05日 10：30至 11：00。 

三、 承辦單位提供交通接駁時間及地點：110年 07月 05日。 

(一)桃園火車站前站：09：40發車(有專人於站內引導)。 

(二)桃園高鐵站：09：40發車(有專人於高鐵站內引導)。 

四、 住宿地點：桃園市。 

五、 活動聯絡人：桃園市立興南國民中學傅安娟主任 

聯絡電話：(03)4629991#610或手機 0963270683 

傳    真：(03)4526012 

E - mail：hnjhsp@gmail.com 

玖、 注意事項 



一、 活動期間，帶隊教師代課費用及差假事宜，由各縣市政府本權

責辦理。 

二、 已報名參加人員若有突發狀況無法參加時，請各報名單位於

110 年 6 月 21 日(一)前另行指派聽障學生或隨隊輔導老師隨

時遞補，遞補師生請以同教育階段及同性別為優先，以利課程

組別及住宿安排，不可缺席，以免浪費特教資源。 

三、 請自行攜帶健保卡、隨身使用藥品、身心障礙手冊或證明、個

人換洗衣物、手電筒、毛巾、襪子、雨具、助聽器防潮盒等個

人物品。因應防疫措施，與會人員請自行攜帶口罩，搭配主辦

單位防疫相關規則配戴，並於活動期間保持社交距離。 

四、 本活動因執行業務，需蒐集參加人員個人資料，包括姓名、性

別、身分證、出生年月、住址、葷素、身高體重、電話、傳真、

E-mail、就讀學校、緊急聯絡人、特殊疾病等。 

五、 為便於活動的進行與人員管理，參與活動之所有學生於活動當

日穿著各個學校制服為主，活動第二日穿著主辦單位發放活動

服裝(提供上衣、帽子)，第三日由學生自由搭配。 

六、 回程接駁車預計將於 07 月 07 日(星期三)中午 11：30 前抵達

台鐵桃園火車站及高鐵站。 

壹拾、 預期效益： 

一、 透過營隊活動增加聽障學生與他人溝通互動的機會，擴展生活

經驗。 

二、 體驗多元活動，學習問題解決、團隊合作等技巧，促進社會適

應。 

壹拾壹、 獎勵：辦理本活動工作人員，依據相關法規，於活動結束後

辦理敘獎事宜。 

壹拾貳、 本計畫陳奉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2021全國中小學聽障學生夏令營＜開啟心視界 發現桃花源＞

活動行程表(活動內容及時間依當日狀況彈性調整) 

 

 

時間 第一天（07/05） 時間 第二天（07/06） 時間 第三天（07/07） 

06：00- 

09：40 
工作準備 

06：00- 

08：00 

盥洗、整裝 06：00- 

08：00 

盥洗、整裝 

活力早餐 活力早餐 

09：40- 

10：20 

溫馨接送 

(高鐵、台鐵 0940) 

08：00- 

08：30 
團體集合 

08：00- 

08：30 

團體集合 

(行李上車) 

10：20- 

11：00 
報到、簡易開幕式 

08：30-

09：00 
車程 

08：30-

09：00 
車程 

11：00-

12：00 
破冰活動 

09：00-

12：00 

活動 2知識新樂園 

密室逃脫解碼活動 

09：00-

11：00 

活動 4食尚產業鏈 

觀光工廠 DIY 

12：00-

13：30 
歡樂午餐 

12：00-

13：30 
歡樂午餐 

11：00-

11：10 
閉幕式 

13：30-

14：00 
車程 

13：30- 

14：20 
車程 

13：10- 

1130台鐵桃園站 

1130高鐵桃園站離

情依依、期待再相

逢 

14：00-

16：50 

活動 1未來科技城 

祥儀機器人夢工廠 

14：20- 

17：00 

活動 3遇見桃花源 

石門水庫大地遊戲 

16：50-

17：30 
前往晚宴會場 

17：00- 

17：30 
車程 

17：30-

20：00 
晚宴+開幕 

17：30-

18：30 
晚餐(活魚餐廳) 

18：30- 

19：20 
去夜市或回飯店休息 

19：20 

20：30 

夜市 

(20：30夜市發車回飯店) 

20：00- 

20：30 

分配房間/檢討會 

調查明日逛夜市人數 
21：00 入寢準備 

22：00 查房 22：00 查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