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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計畫 

一、目的： 

今年適逢中華奧會成立百周年，奧會為我國與國際體壇最重要的橋樑，並致力深耕

奧林匹克教育，讓奧林匹克格言『更快、更高、更強、更團結』能運用於體育運動，也

讓『卓越、友誼與尊重』深入心中。本校以人本關懷的理念，培養學生由『獨學』進入

『群學』的學習面向，期望養成超群的『創造力』和富有『同理心』的健全人格。 

本活動期望透過深耕奧林匹克教育，讓奧林匹克精神深入台灣的每一個角落，本校

舉辦以高中職師生為對象的青少年奧林匹克體驗營，讓運動文化的種子撒入青少年，更

植入來參加奧林匹克體驗營師生心中。 

二、指導單位：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 

三、主辦單位：國立屏東科技大學人文暨社會科學院、體育室及休閒運動健康系。 

四、協辦單位：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運動員委員會、教育委員會。 

五、活動日期：111 年 10 月 19 日 (三)。 

六、活動時間：08:30 至 17:30。 

七、活動地點：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綜合大樓演藝廳(屏東縣內埔鄉學府路 1 號)。 

(詳細交通資訊請參考附件一)  

八、報名方式：採各校團體報名，並以 Google 線上表單及書面紙本郵寄方式。 

兩項均須完成才符合錄取資格: 

1.採校團體報名，並由欲報名單位師長作為窗口聯繫。 

2.請於 2022 年 9 月 25 日前完成 Google 線上表單。 

3.書面紙本郵寄含家長同意暨活動切結書(附件二)請於 2022 年 9 月 30 日前寄達國立屏

東科技大學體育室(屏東縣內埔鄉學府路 1 號)，以郵戳為憑。 

3.防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自主健康聲明書請於活動報到時繳交(附件三)。 

九、報名對象：全國各高中職對本活動有興趣之師生。 

十、報名連結：https://forms.gle/snDoSEnJbxMveNCr5 

報名不等於錄取：為配合政府防疫措施及活動場地容納人數，須視當時防疫措施而定，

主辦單位將視整體情況調整受理報名，我們將在確認您的資料後，另行通知欲報名單位

連絡人及發送電子郵件到您的電子信箱，請您留意後續信件，謝謝。 

https://forms.gle/snDoSEnJbxMveNCr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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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活動流程： 

1. 報到時間：111 年 10 月 19 日（三）上午 07：30-08:30。 

2. 報到地點: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綜合大樓演藝廳(屏東縣內埔鄉學府路 1 號) 。 

3. 報到手續： 

（1） 繳交防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自主健康聲明書。 

（2） 先確認組別、學員編號 

（3） 依序領取識別證、研習手冊等 

（4） 報到後之課程表（如活動議程表） 

4. 攜帶物品：健保卡、運動服裝、運動鞋、雨具、環保免洗餐具(盡量自備)、水壺、個人防

曬用品、個人藥品，貴重物品請隨身攜帶保管。 

5. 活動期間嚴禁外出，並請注意自身安全。 

6. 活動全程均必須戴上口罩，夥伴們若有切結書內所列相關病況或潛在疾病者：心臟病、

高血壓、腦溢血、先天性癲癇症等及孕婦皆禁止參加;參加活動之高中職學生，請於活動

前完成填寫健康聲明書。 

7. 視疫情情況，主辦單位可能改由線上、延後或取消。 

8. 有關活動相關問題，請電洽本活動承辦人： 

楊懿仁老師，（08）7703-202#6527，E-mail：qweqwe781@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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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活動議程表 

111 年 10 月 19 日（星期三） 

時間 活動內容 授課講師 地點 

07:30-08:30 學員報到 

綜合大樓 

演藝廳 

08:30-09:00 
開幕典禮暨 

貴賓致詞 

中華奧會 林鴻道 主席 

屏東科大 張金龍 校長 

體育室 林秀卿 主任 

09:10-10:00 奧林匹克核心價值 
國際滑水總會  

鄧佩珊 教育委員 

10:10-11:00 奧會模式 
中華民國體操協會 

郭育瑄 選訓委員 

11:10-12:00 菁英運動員會客室 

【主講人】 

婞念-奧運舉重金牌選手 

郭婞淳 

【主持人】 

高雄廣播電台 

運動港都好運發 

張榛妡 主持人 

12:00-13:30 
牙買加風味午餐 

(閃電波特的故鄉) 

社團法人台灣晨之星多元

文化公益行動協會

Zephon Thompson 

聖謝承芳 

孟祥體育館 

體教一、二、四教室 

13:30-14:30 
奧林匹克精神體驗 

定向越野 

定向越野亞洲錦標賽 

金牌選手 劉承勛 

體育館 

運動場域 

14:30-14:50 休息時間 

14:50-15:50 
奧林匹克精神體驗 

舉重 

中華民國舉重協會 

王又德 副秘書長 

體育館 

運動場域 

15:50-16:30 休息暨場地移動時間 

16:30-17:30 
綜合座談暨 

閉幕典禮 

中華奧會 代表 

體育室 林秀卿 主任 

綜合大樓 

演藝廳 

17:3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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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及應變措施 

本活動將遵照中央疫情指揮中心之辦法舉行，若遇疫情嚴峻或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宣布升

級等情況，本活動會再通知改由線上舉行、延期或取消辦理，應變措施如下所示： 

一、活動舉辦前： 

1.進行風險評估，依國內外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現況、集會性質與參加者特性，進行相

關風險評估，必要時得邀集本校防疫工作小組共同討論。 

2.活動前寄發通知信時，加強宣導參加學員做好個人防護措施，並保持社交距離例如:落實咳

嗽禮節及手部衛生。 

3.落實自我健康狀況監測，倘賽前有發燒(額溫≧37.5℃、耳溫≧38℃)、急性呼吸道感染症或

腹瀉等相關症狀者，應主動向各自單位主管或負責人員報告，並採取適當的防護措施及引導

就醫治療。 

4.落實活動舉辦場館環境清潔及消毒工作。 

5.備置電子體溫計、醫用口罩、塑膠手套等，僅供緊急醫療及保健使用。 

二、活動舉辦期間： 

1.各參加活動之學員，請於活動前完成填寫健康聲明書及實聯制登記。  

2.所有人應配戴口罩。  

3.備置電子體溫計、口罩，以供緊急醫療及保健使用。  

4.工作人員或參加者在活動期間出現呼吸道症狀者，應讓其戴上口罩，暫時留置預設之隔離

或安置空間，直至其返家或就醫。另視需要協助安排鄰近醫療院所就醫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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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如發現符合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通報定義者，應立即依衛福部訂定之應變機制處理及通報

衛生單位，同時配合衛生單位進行疫情調查與相關防治措施。  

6.考量集會活動形式、參與人數與疫情狀況等，必要時，與地方衛生單位討論後研判集會活

動是否需調整、延期或取消，以防止群聚發生或疫情擴大。  

7.為符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規定，所有符合居家檢疫、居家隔離未解除者，一律不得參

與本活動。  

8.場地使用前與後將會進行消毒作業。  

9.進出動線：確實做好人流之動線規劃，採單一入口處，以盡量減少擁擠的人流發生互相交

錯串流的情形。  

10.飲食衛生：活動時間除服藥、補充水分等必要行為，其他時段禁止飲食，而喝水後應立即

戴回口罩，用餐時大會會安排本校空間用餐及休息。 

三、活動舉辦後： 

倘有發燒(額溫≧37.5℃、耳溫≧38℃)、呼吸道症狀或腹瀉等，應主動向本校報告，並採取適

當的防護措施及引導就醫治。 

備註：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局網站資訊：https://reurl.cc/5lO8YV  

疫情通報及傳染病諮詢 1922 專線。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奧會百年-青少年奧林匹克體驗營 

6 
 

附件一:交通資訊 

(一)自行開車 

1.南下 

(1)三號國道→於 400k 處下「長治交流道」→沿高速下方道路繼續前行約 5km→左轉科大路

（六堆客家文化園區的下一個路口）→沿科大路前行約 5km 左轉科大北路→沿科大北路前行

約 1km→至屏科大路口前右轉，即可見屏東科技大學。 

 

(2)一號國道→設法轉至三號國道，餘如(1)。 

(3)一號國道→於 367k 處下「高雄交流道」左轉九如路→沿 1 號省道南下約 10km→高屏大

橋→繼續沿台 1 線（屏鵝公路）南下約 13km 至麟洛國中（約台 1 線 402.5K）左轉信義路

https://www.google.com.tw/maps/dir/22.6971523,120.5538871/22.6537714,120.5617722/22.6407743,120.5954155/@22.6663712,120.5844259,14z/data=!4m2!4m1!3e0?hl=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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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信義路前行約 2.5km 右轉科大路→沿科大路前行約 5km 左轉科大北路→沿科大北路前

行約 1km→至屏科大路口前右轉，即可見屏東科技大學。 

 

2.北上 

三號國道→於 406k 處下「麟洛交流道」→前行至「麟洛交流道」北上入口處右轉信義路→

沿信義 2km 右轉科大路→沿科大路前行約 5km左轉科大北路→沿科大北路前行約 1km→至

屏科大路口前右轉，即可見屏科大。 

 

3.由高雄經 88 快速道路 

(1)88快速道路→東行至潮州端出口左轉接 1號省道→沿 1號省道北上約 6km（美和科大前）

進內埔，至內埔「天后宮」右轉 187 縣道→沿 187 縣道前行約 5km 至屏科大。 

https://www.google.com.tw/maps/dir/22.6410887,120.3368928/22.6472174,120.4391631/22.6409035,120.5954284/@22.6414166,120.4697834,13z/data=!4m10!4m9!1m0!1m5!3m4!1m2!1d120.5362261!2d22.6400413!3s0x346e22a5a602bd13:0x74d3f31cbf6ca530!1m0!3e0
https://www.google.com.tw/maps/dir/22.631366,120.5348179/22.6407949,120.5960077/@22.6394284,120.5737701,15z/data=!4m9!4m8!1m5!3m4!1m2!1d120.5436267!2d22.6463332!3s0x346e22b17cc63a59:0x43d31e3af2658411!1m0!3e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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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8 快速道路→東行至「竹田系統交流道」接三號國道北上→於 406k 處下「麟洛交流道」

→前行至「麟洛交流道」北上入口處右轉信義路→沿信義 2km 右轉科大路→沿科大路前行約

5km 左轉科大北路→沿科大北路前行約 1km→至屏科大路口前右轉，即可見屏科大。 

http://www.google.com.tw/maps/dir/22.5712106,120.5332493/22.6407965,120.5960316/@22.6089036,120.5715739,14z/data=!4m14!4m13!1m10!3m4!1m2!1d120.5441988!2d22.5724963!3s0x346e221bcd606c53:0x3d8ba97783455fe1!3m4!1m2!1d120.5665314!2d22.6138572!3s0x346e22fb39d10489:0xc29baadc8b385e13!1m0!3e0?hl=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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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搭屏東客運 

1.出火車站左邊（光復路）至屏東客運站搭乘「8232 屏東老埤三地門」線或「8233 屏東老

埤霧台」線，在大埔站下車（也可以直接跟司機講屏科大站），行車時間約 45 分鐘。 

※請注意一定要搭乘經老埤路線的公車，或直接問售票員說屏科大就可以。 

※請注意，屏科大很大，從校門口徒步至行政中心約需 30 分鐘，如搭車前來，請預留徒步時

間。 

2.出火車站左邊（光復路）至屏東客運站搭乘「508 台灣好行巴士聯外」線或「509 屏科大

聯外」線，進入本校，其發車時刻表及停靠站。 

行駛路線： 

http://www.ptbus.com.tw/tak/shoetakall.asp?a_id=21
http://www.ptbus.com.tw/tak/shoetakall.asp?a_id=21
https://www.google.com.tw/maps/dir/22.5688161,120.5194882/22.6407965,120.5960316/@22.6109538,120.5592542,13.5z/data=!4m9!4m8!1m5!3m4!1m2!1d120.5397372!2d22.6418849!3s0x346e22b03cef6eb9:0x2c7e5ff5242db810!1m0!3e0?hl=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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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轉運站⇔林森信義路口⇔警察大樓⇔屏東演武場(僅學校至屏東方向有停靠)⇔圖書

館⇔屏東體育館⇔大賣場⇔萬福宮⇔基督教醫院⇔瑞光興豐路口⇔瑞光豐連路口⇔中

正國中⇔國仁醫院⇔上麟洛⇔麟洛⇔麟洛運動公園⇔四十份⇔大和社區⇔科大大同路

口⇔西銀巷口⇔林家學舍⇔ 校門口⇔獸醫系館⇔行政大樓⇔孟祥體育館⇔綜合大樓⇔

熱農大樓⇔生機系館 

 

 (三)搭乘高鐵後自行開車 

  新左營→10 號國道(往西)→三號國道(往南)→於 400k 處下「長治交流道」→沿高速下方道

路繼續前行約 5km→左轉科大路（六堆客家文化園區的下一個路口）→沿科大路前行約 5km

左轉科大北路→沿科大北路前行約 1km→至屏科大路口前右轉，即可見屏東科技大學。 

 

  

https://www.google.com.tw/maps/dir/%E9%AB%98%E9%9B%84%E5%B8%82%E5%B7%A6%E7%87%9F%E5%8D%80%E9%AB%98%E9%90%B5%E8%B7%AF%E9%AB%98%E9%90%B5%E5%B7%A6%E7%87%9F%E7%AB%99/22.6407965,120.5960316/@22.7116098,120.4656813,12.88z/data=!4m14!4m13!1m10!1m1!1s0x346e0571ca131521:0x63737516679bb57d!2m2!1d120.3077728!2d22.6869421!3m4!1m2!1d120.3532166!2d22.6858401!3s0x346e1aa8ccd917f3:0x4e057857d078f290!1m0!3e0?hl=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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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同意暨活動切結書(附件二) 

本人為 18歲以下之活動參加者            之法定代理人(監護人)，僅以本同

意書同意報名參加 2022年 10月 19日(星期三)由國立屏東科技大學主辦之「奧會

百年-青少年奧林匹克體驗營」，保證上述之未成年參加者身心健康，自願參加活

動。若於活動中發生任何傷亡意外，將按本活動投保之公共意外險處理(所有細節

依投保公司保險契約為準)，一切與主辦單位無關。本人、家屬及所有關係人等均

不能提告本活動所有相關單位或人員。活動期間會切記自己身體狀況，量力而為，

若有身體不適會立即回報活動人員。活動中之所有團體活動，為考量團隊安全， 若

本人經過勸阻仍違反活動秩序而造成傷害，學校方保有取消參與之資格，且後果

由本人自行負責。亦同意主辦單位或主辦單位授權之單位有權使用此項活動之錄

影及相片，亦同意參與本活動之肖像權供主辦單位各項宣傳活動使用。 

本人對於以上敘述予以同意，並願意承擔相關的法律責任，及保證提供有效的

身分證和資料用於核對本人身分。 

 

法定代理人（為 18歲以下之活動參與者之家長或監護人） 

家長姓名：                (簽章) 

身份證字號： 

聯絡電話： 

地    址： 

電子信箱： 

報名日期： 

本人同意以上所填之個人資料，係供奧會百年-青少年奧林匹克體驗營活動執行單

位聯絡與證明使用。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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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自主健康聲明書(附件三) 

     因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參酌我國疾病管制署之防疫建議，參加屏科大 

    111年度高中職探索體驗營，每位學生皆須配合填寫本表。 

請辦理探索體驗營之系所收齊後，送交至教學資源中心留存備查。 

 7日(含)內自其他國家或地區入境臺灣者及其同住親屬，請依規定進行居家檢

疫或自主隔離。 

 配合協辦學校校園安全管理，進入校園期間請自主配戴口罩並配合量體溫，

若額溫≧37.5°C者，將被禁止進入校園。 

當您開始填寫後，即表示您已盡您所知完整回答所有問題， 

且確認所有您在此提供的資料皆為真實且準確。 

參加探索體驗營活動名稱：奧會百年-青少年奧林匹克體驗營 

參加探索體驗營日期：111年10月19日(三) 

姓名  身分證或居留證號碼  

性別  □男 □女 □其它 電話 

 

 

請問您過去 7 天是否有發燒、咳嗽或呼吸急促症狀？(已服藥者亦須填「是」) 

□是  □發燒  □咳嗽  □呼吸急促症狀 

□否   

近 7 天內是否曾入境或過境其他國家或地區？ 

□是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第三級警示(Warning)國家/地區 

國家/地區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非屬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第三級警示(Warning)國家/地區 

國家/地區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否   

簽名  

填寫日期 中華民國   111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