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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外語大學「2021 國中雙外語冬令營」報到通知 

Wenzao 2021 Bilingual Winter Camp 
親愛的學員及家長您好： 

首先歡迎參加文藻外語大學為國中學子所辦理之雙外語營隊。此次活動由本校行政與教學單位的投

入，故全程營期皆可妥善照顧學員。請務必確實檢查以下營期應攜帶物品、詳閱相關須知並預作好準

備。 

提醒您時值冬令季節溫差大，請多多注意保暖之外，也要請各位配合學校以下防疫政策、正向防疫，

共同維護校園及社區安全，保持防疫衛生的好習慣。 

Covid-19 防疫調查表(含健康旅遊史) 
活動名稱：2021 國中雙外語冬令營嘉年華 
活動時間：民國 110 年 1 月 22 日至 1 月 26 日 
鑒於新型冠狀病毒感染引發之肺炎疫情，校方為維護校園之健康
與安全，針對校園活動一切從嚴審查。為維護所有參與人員之健
康，我們更加嚴格審視活動進行及評估所有風險。懇請參與學員
誠實填寫防疫調查表，保障您我的健康。平安~ 

請儘速掃描填寫 
 

校園環境： 

1. 依據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公佈八大場所應佩戴口罩之規定，室

內大型活動或集會，一律全程佩戴口罩、量體溫；室外活動

若無法保持社交安全距離 1 公尺，需佩戴口罩。 

2. 本校定期進行全面消毒，並於學生宿舍每日量測體溫。 

3. 本校各棟大樓電梯口設有酒精消毒設備、廁所設有洗手設

備，請落實勤洗手。 

4. 活動期間教室及宿舍保持通風，對角門窗打開至少 15 公分。 

5. 個人應加強自主健康管理，如有發燒或類流感症狀，立即主

動告知隨隊老師。 

6. 入校訪客人員需於警衛室量測體溫，並配合填寫「校外訪客

入校臨時證明」之實名制措施，確實掌握名單及手機號碼。 

7. 本校持續關注疫情指揮中心的訊息，視疫情變化滾動式修正

防疫相關作為。 

由衷感謝您對於學校防疫措施的配合，並體諒包容執行上所帶來

的不便。相信凝聚每一位防疫力量，盼能築起安全、安心的校園，

活動順利進行。 
 

一、 課程部分： 

1. 活動時間：2021 年 1 月 22(星期五 )～1 月 26 日(星期二)，為期五天四夜，課程內容及順序將依

實際上課情形酌以調整。 
2. 自備物品：請隨身攜帶。因早上離開宿舍後至晚會活動結束，中途不會回宿舍。 

(1) 請每日隨身攜帶個人背包、筆記本及文具：包括鉛筆盒、鉛筆、原子筆、立可白/橡皮擦等。 
(2) 請每日隨身攜帶主題課程及成果展用具：著色筆(例：彩色筆或蠟筆，數量不拘)、水彩(含筆、

調色盤及顏料 12 色)、膠水、剪刀(或美工刀)。 
(3) 請每日隨身攜帶餐具。 
(4) 請攜帶足夠之個人口罩(至少 5 天份) 
(5) 小叮嚀：課程進行中禁止使用手機，以免影響上課品質。 

3. ★★★因課程需要，請至少多備一套換洗衣物(4+1 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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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住宿部分： 
※本校床位皆為高架床(上床下書桌)。 
為鼓勵學員參與其中，需全程住校。活動期間請穿著運動鞋，並請勿攜帶貴重物品，另請務必自
行準備以下物品。 
□請務必攜帶睡袋（衛生考量宿舍無提供床被、床墊及枕頭的租借）。 
□衛生/盥洗用具及清潔用品（牙刷、牙膏、毛巾、洗衣粉、香皂、洗髮乳及漱口杯等）。 
□健保卡及個人藥品。 
□衣架、五天換洗衣物、防曬物品。 
□環保餐盒(或碗盤)、筷子/湯匙、衛生紙及抹布、水壺。(早餐備有桶裝飲料，建議可多備一個水

/保溫杯) 
□室內拖鞋一雙(拖鞋不得穿出宿舍)，涼鞋一雙（下雨時穿）、運動鞋一雙、輕便雨衣(請自備)。 
□吹風機(視個人需要)。 
註： 

A. 寢室為四人住套房，採中央空調，熱水供應至 23:00 時；每樓層中間有交誼廳及自習室、宿
舍兩端有曬衣間，內有 RO 逆滲透冰溫熱飲水機、脫水機及曬衣架；地下一樓有自助投幣式
洗衣機、烘乾機（每次 20 元）。 

B. 房號及床位於當日報到時公告。 
C. 另營期人員眾多，為安全考量禁用陽（雨）傘，雨天時請穿著雨衣。 
D. 宿舍內無販售零食及泡麵，若有個人需要請自備。 

三、 1/22 週五報到須知： 

1. 地點：本校學生宿舍千禧樓 B1 樓仰福廣場 (請參考本須知 P7 校園地點右側位置)，當天可由鼎

中路及民族路門口進出。 
2. 時間：1/22 週五早上 09:30-10:20 進行報到(最晚請於 10:20 前完成報到並請自理早餐)。 
3. 報到程序：學生宿舍千禧樓 B1 樓仰福廣場報到並領取相關資料 →依所分配宿舍房號放置行李

→仰福廣場認識小隊輔及隊友→工作人員引導至善樓 1F 進行團體照拍攝→文園 2F 會議室進行

始業式。 
4. 交通資訊貼心提醒： 

(1)自行來校者：請於 10:20 前至本校學生宿舍千禧樓 B1 樓仰福廣場完成報到手續。 
(2)登記搭乘接駁車者：本校備有 2 部免費接駁車，請學員於指定時間及地點進行報到(名單依

google 表單登記為主，詳情請參考本須知第四點)，本部接駁老師身穿文藻外語大學綠色背心，

將於指定地點等候學員及點名，準時發車，逾時不候。 
四、接駁資訊：接駁車依登記順序安排(僅供外縣市之學生搭乘，額滿為止)。 

1. 1/22(五)來校：09:40 集合、預計 09:50 準時發車，逾時不候。 
已登記之接駁方式詳見 p5-p6 分班表，若需變更接駁車搭乘資訊(限與您在 GOOGLE 表單所填資

料有誤)，請於以下推廣部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11:00-21:00 來電告知(07)345-8212，逾期不予

受理，感謝您的理解。 

高鐵新左營站 
★2 號出口外的 1 樓彩虹市

集招牌下 

★請主動向穿著「文藻綠色

背心」老師報到 

 

接應人員： 

胡詩萍 0938-050197 

黃晴榆 0989-576055 

接應人員公務手機僅於接駁時

使用，為提供適切服務，其他

時段之洽詢，請撥打推廣部專

線(07)345-8212 

2. 1/26(二)回家：結業式結束後將派車接駁至高鐵新左營站，預計於 15:30 自本校發車。若回程交

通方式有異動，請務必於報到時告知，以利統計搭乘人數。。 
五、 報到前及當天若遇天災，請查閱本校網頁最新公告，或於報到當日上午 8:30 後撥打推廣部專線

(07)3458212，以免延誤報到事宜。活動期間若遇天災，活動照常舉行，學校另成立應變小組，請

家長勿慮。 

六、 國中雙外語營隊臉書粉絲專頁：至 https://www.facebook.com/wenzaocamp 按讚！會有每日活動照片

喔！亦歡迎家長於1/26週二下午1:30至本校文園2樓會議室參與成果展暨結業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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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請假注意事項： 
1.為鼓勵學員全程到課，學員應按照規定報到參加，除重大事故外，不得請假。 
2.報到前請假：請填寫 p.8「營隊請假單」，填寫完畢後，並附上相關證明暨家長親簽，寄至本校推

廣部胡詩萍老師憑辦，電話 07-3458212，傳真 07-3508865，extension.edu@mail.wzu.edu.tw。報

到當天若請假，請於到校後至行政大樓 1 樓推廣部辦公室向值班老師辦理報到作業。 
3.報到後請假：如請假離營，需由家長攜相關身分證明文件，親至推廣部辦公室(行政大樓 1 樓)接
送。如因身體不適由服務員陪同至保健室休息，並即時通知家長；情況嚴重者如發燒超過 37.5
度 C 或類流感症狀者，將請學員返家休息。 

4.營期間活動緊湊且本活動為實名辦理，親朋好友(直系家長除外)請勿探視，若有物品轉託請送本

校推廣部轉交即可。 

八、 文藻外語大學推廣部聯絡資訊： 

1.推廣部電話:07-3458212(專線)或 07-3426031 轉 3521~3523。 

營隊期間推廣部辦公室上班時間為上午 08:30 至晚上 20:30 (中午不休息) 

2.營期間 20:30 後請撥打軍訓室-學生宿舍專線電話 0972-259939；或 07-3426031 轉 2251、2253 

3.營隊期間若發生緊急狀況，請主動告知師長 
(1) 學員於上課及活動進行期間: 請主動向隨隊 CA 反應，由 CA 通報值班老師。 
(2) 學員於就寢期間:請主動向值班老師反應 (值班老師房號:315) /或宿舍 1 樓值班室老師。 

4.校安中心緊急通報專線：07-3429958 
★以上服務時間內皆會有專人接聽，請家長勿擔心。 

★營期間遇颱風或天災，請隨時注意推廣部網頁公告 http://3L.WZU.EDU.TW。 
★推廣部辦公室：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 900 號  行政大樓一樓。 

九、 主題分配暨成果展活動規劃表： 

英語 
分班 Class A Class B Class C Class D 

主題 節慶 美食 ANIMALS 古文明 

成果展 
活動規

劃 

說說唱唱 

簡介西班牙番茄

節(La Tomatina) 

德國慕尼黑啤酒

節及法國國慶日 

跳 macarena 及

chicken dance 
唱 goodtime 

介紹台灣各地出產的

蔬菜水果，也推廣多

吃當季食物。 

Circle of Life 

全班同學透過歌唱

與簡單的肢體動

作、場景設計呈現非

洲大草原的壯闊與

生生不息，帶出人類

與動物、土地密不可

分的關係。 

重現阿茲特克人如

何建立當今墨西哥

式的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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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分班： 
表一︰英語暨第二外語分班表及 1/22 週五及 1/26 週二交通方式彙整表 

若需變更接駁車搭乘資訊，請於以下服務時間來電告知(07)345-8212，逾期不予受理，感謝您的理解。週一~週五 11:00-21:00。 

第二 

外語 

Team 1 

日語 

Team 3 

法語 

Team 5 

西班牙語 

Team 7 

德語 

序號 姓名 Name 到校 離校 姓名 Name 到校 離校 姓名 Name 到校 離校 姓名 Name 到校 離校 

1 黃子翔 Sean 家長親送 家長親接 黃詩雅 Lillian 家長親送 家長親接 謝卉芸 Elsa 高鐵 高鐵 劉旻祐 Lucas 高鐵 高鐵 

2 黃文堯 wade 高鐵 高鐵 李璟熏 Carethy 高鐵 高鐵 韓修齊 Candy 家長親送 家長親接 郭家欣 Mina 高鐵 高鐵 

3 鍾昀庭 Emma 家長親送 家長親接 潘語珩 Penny 家長親送 家長親接 張家瑋 Mars 家長親送 家長親接 翁燕秀 Shophia 家長親送 家長親接 

4 王姸蓁 JANE 高鐵 高鐵 曾宥薰 Sienna 家長親送 家長親接 黃子家 需確認 家長親送 家長親接 高語萱 Irene Kao 高鐵 高鐵 

5 陳冠吟 Grace 高鐵 高鐵 彭訢瑀 ANITA 家長親送 家長親接 林芯妤 Shamey 家長親送 家長親接 吳佳鈺 Melody 家長親送 家長親接 

6 張睿綺 kiki 高鐵 高鐵 呂芷葳 Vivi 家長親送 家長親接 鄭筠蓁 Wendy 高鐵 高鐵 陳玄真 Beatrice 高鐵 高鐵 

7 何柔萱 Zoey 高鐵 高鐵 林姿佑 Joanna 家長親送 家長親接 石佳平 Joseph 家長親送 家長親接 黃姞薾 Jill 高鐵 高鐵 

8 王正柏 Bobby 高鐵 高鐵 陳伯毫 Jerry 家長親送 家長親接 黃詩瑗 Serena 高鐵 高鐵 陳玥希 Victoria 高鐵 自行離校 

9 祝欣淇 Momo 自行到校 自行離校 陳奕絜 Jason 家長親送 家長親接 林欣蓉 Julia 高鐵 高鐵 黃沛珊 Sarah 高鐵 高鐵 

10 林晅憶 Kimberley/Lin 家長親送 家長親接 陳毓祥 Wesley 高鐵 高鐵 陳祈佑 Chris 高鐵 高鐵 康秜禕 Amy 高鐵 高鐵 

11 李丞翔 Steven 高鐵 高鐵 瞿妤庭 Amelia 家長親送 家長親接 徐綵鈺 Celine 高鐵 家長親接 戴碩文 Arvin Tai 家長親送 家長親接 

12 張瑞文 Ryan 家長親送 家長親接 林姮瑀 Doris 高鐵 高鐵 曾子芸 Jolie 家長親送 家長親接 黃于芸 Yuki 家長親送 家長親接 

13 余宥諧 Edward 家長親送 家長親接 林瑀傑 JACKY/LIN 家長親送 家長親接 林尹吟 Ivy 家長親送 家長親接 陳勵 Chen Li 家長親送 家長親接 

14 蘇奕安 Andy 家長親送 家長親接 許禎芸 Zora 家長親送 家長親接 彭晴威 Ryan 高鐵 高鐵 林琬淩 Jessie 自行到校 自行離校 

15 李佳瑜 Amanda 高鐵 高鐵 林昀蓁 Jenny 家長親送 家長親接 邱婧宸 Erica 家長親送 家長親接 徐紹鈞 Jim 高鐵 高鐵 

16 周子晴 Chou Tzu Ching 家長親送 家長親接 晏瑋伶 Winnie 自行到校 自行離校 陳營育 Irene 高鐵 高鐵 陳彥銨 YAN AN 高鐵 高鐵 

17 吳語潔 Candy 家長親送 家長親接 林逸晨 Eason 高鐵 高鐵 李忻恩    卜繁汘 Vanessa 家長親送 家長親接 

18 王新廷 Tim Wang 家長親送 自行離校 徐睿毅 Raymond 高鐵 高鐵         

19     梁秦語 Claire 家長親送 家長親接         

20     葉士宇 Allen 家長親送 家長親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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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外語 

Team 2 

日語 

 

Team 6 

西班牙語 

 

序號 姓名 Name 到校 離校 姓名 Name 到校 離校 

21 周瑋梁 Frank 家長親送 家長親接 黃允鵬 Wings 高鐵 高鐵 

22 李釨穜 Tung 家長親送 家長親接 尤妍喬 Queena 高鐵 高鐵 

23 林姸均 Nora 家長親送 家長親接 黃勤睿 Ray 高鐵 高鐵 

24 林品妍 Polly 家長親送 家長親接 陳宥臻 Fiona 家長親送 家長親接 

25 陳袑羽 Benson 家長親送 家長親接 吳尚妮 Shannon 高鐵 高鐵 

26 王祉惟 Otis 高鐵 高鐵 謝蕙謙 Janna 家長親送 家長親接 

27 黃靖貽 Judy 高鐵 高鐵 蕭品華 Penny 家長親送 家長親接 

28 張巧兒 Chiao 高鐵 高鐵 丁宥云 Yobie 家長親送 高鐵 

29 張加悅 Lily 高鐵 高鐵 張懷家 Jamie 家長親送 家長親接 

30 潘歆雅 Artemis 家長親送 家長親接 鄭芯蕾       

31 黃鉑允 Brandon 家長親送 家長親接 鐘子晏 Dora 家長親送 家長親接 

32 吳彥霖 Thomas Wu 高鐵 高鐵 陳泓缙 Howard 高鐵 高鐵 

33 黃稟埕 Ben 家長親送 家長親接 方鉯岑 Yvonne 家長親送 家長親接 

34 郭芷含 Annie 家長親送 家長親接 劉瑞涵 Amy 高鐵 高鐵 

35 蔡宜芸 Kelly 家長親送 家長親接 謝子芸 Vicky 家長親送 家長親接 

36 盧牧昕 Stella 家長親送 家長親接 黃子容 Ashley 自行到校 自行離校 

37 熊宏秊 Danny 家長親送 家長親接 鍾秀君 beatrice 高鐵 高鐵 

38 劉宣廷 Cayla Liu 家長親送 家長親接 林彥庭 Nelson 家長親送 家長親接 

39 盧天毅 Louie 家長親送 家長親接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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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外語大學 校園地圖 

千禧樓 

民族路校門口 

花圃 

警衛室 

 

文園(W) 
 

 

圖書館 

鼎中路校門口 警衛室 

 

正氣樓 
(E) 

   

1F 推廣部 
行政大樓 

(A) 
 

操 

場 

明園(J) 

至善樓(Z) 

 

露德樓 
(G) 

求真樓

(Q) 
 

露德樓 
(G) 

 

萊爾富便利商店 
B1F 

文藻敦煌書局 B1F 

聖吳甦樂廣場 

交通資訊 
本校位置：高雄市三民區民族 1 路 900 號  {推廣部電話: (07)345-8212} 
 
高速公路  
◦利用國道 1 號高速公路(中山高)者：由鼎金系統交流道左營出口(362 公里處)下高速公路行經大中路，於鼎
中路口或民族路口左轉進入鼎中路或民族路(台 1 線)直行約 1 公里即達本校。  
◦利用國道 3 號高速公路(南二高)者：轉入東西向 10 號快速道路往西之高雄方向於民族路出口下快速道路行
經大中路，於民族路口左轉進入民族一路(台 1 線)直行約 1 公里即達本校。  
 
高雄市公車  民族路校門口--03、91、民族幹線  /  鼎中路校門口--3、28、77、91、224、紅 36 
 
客運  民族路校門口─8023、8025、8029、8032、8038、8039、8040、8041、8042、8046    
      鼎中路校門口─8021 
 
搭乘捷運接駁車至本校之方法 

路線編號 行經捷運站 行駛路線表 服務重要地點 

紅 36   
（巨蛋站） 

R14 
（巨蛋站）

捷運巨蛋站→富民路口→富國路口→立信路口→北
極殿→興隆寺→民族路口→天祥一路→鼎強街口→
鼎力路→鼎金後路（金獅湖）→鼎貴路口→文藻 

市立美術館、內惟、
三民家商、裕誠路沿
線住商混合區、文藻 

 

薪傳
廣場 育美 

體育館 

化雨堂 

報到處 
B1 樓仰福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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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外語大學 2021 國中雙外語冬令營學員住宿生活規範 

Wenzao 2021 Bilingual Winter Camp 

一、 生活作息： 

1. 每日 07:00～08:00 起床盥洗；08:00～09:00 早餐，07:50 前一律離開宿舍，並完成寢室清潔、內務整理；上

課期間宿舍不開放。(每日離開宿舍前請檢查個人所需物品，並隨身攜帶) 
2. 每天 22:30 關閉寢室大燈，僅留書桌及盥洗間電燈；若有事討論請至交誼廳，勿干擾他人。 
3. 每天 23:00 前務必就寢，為隔天的活動養精蓄銳。 
4. 活動期間，寢室不得上鎖。貴重財物請隨身攜帶，建議可自備鎖頭，以維護本身財物安全。 
5. 如有氣喘、心臟病…等突發病史，請於報到時告知及記錄，以便適時協助。 
6. 活動期間如遇身體不適，請告知帶隊服務員後至保健中心休息，經衛保組師長認可後，可回宿舍休息，如

病情未見好轉，告知推廣部老師派員陪同就醫再回宿舍休息。 
7. 在交誼廳看完電視、書報及雜誌後，請物歸原處，不得帶回寢室內閱讀。 
8. 本校為無煙校園，全面禁煙，違者依校規處分。 

二、 門禁管制： 

1. 每天晚上於 20：30 晚間活動結束後返回宿舍，回宿後不得任意離開宿舍，21:30~22:00 點名，點完名後宿

舍實施門禁。 

2. 早上離開寢室前，請務必攜帶上課所需文具及重要隨身物品，直至晚上回宿前不得任意再次進入宿舍。特

殊需要者，請取得老師或營長書面同意後，由服務員陪同進入。 
3. 為保障他人隱私，非因公務不得擅入他人寢室，男生不得進入女生寢室，女生不得進入男生寢室。 

三、 整潔工作： 
1. 寢室內之公共區域請確實清掃整理，房內皆備有清潔用具。 
2. 最後一天起床後，請先行整理行李（個人物品相關規定如附錄），07:40 前各寢室淨空，留下之私人物品一

律以廢棄物處理；離房前各寢室實施大掃除，CA 應徹底檢查，不合格者要求複檢，應確實完成清潔工作後

始得離校。 

四、 內務整理規則： 
1. 床舖：棉被（睡袋）、床墊、枕頭、舖平平放床上，不得超出床沿（食物不得放置床上）。 
2. 衛浴：洗手台上、下物品需放置整齊，浴室、廁所、洗手台及整容鏡每日均需刷洗。(排水孔的毛髮，請務

必清理乾淨)。 
3. 垃圾：應做好垃圾分類，並依營隊規定時間處理。 
4. 鞋子請依床位分層整齊排放於鞋架上。 
5. 每日最後離開寢室者，請將水龍頭、電源全部關閉，以節約能源。 

五、 注意事項： 
1. 男生不得進入女生寢室，女生不得進入男生寢室。 
2. 寢室床位一經排定公佈後，不得私自調換。 
3. 離開宿舍時，應衣著整齊，切勿穿著睡衣及拖鞋（宿舍內限穿軟底拖鞋），並請注意禮儀。 
4. 嚴禁在宿舍內使用未經允許之電器用品；寢室內不可張貼海報、標語、散發傳單、抽煙、酗酒，賭博、吸

食煙毒及使用違禁藥物等，違者實物沒收，並依校規懲處。 
5. 宿舍僅提供有線網路，若有上網需求需自備網路線。 
6. 房內無電話，每層樓有插卡式的公用電話。 
7. 各樓層兩側均有曬衣間（內有冰溫熱飲水機及脫水機），B1F 設有投幣式洗衣機及烘乾機。 

8. 請自備背包並隨身攜帶每日上課用所需教材、文具及餐具。 

附錄：國中雙外語營隊個人物品相關規定： 

1. 貴重物品(如:手機及相機等)需自行保管妥當，本營隊恕不代為保管。 

2. 1/26 週二最後一天起床後，請儘速整理個人行李，07：40 前各寢室淨空（整隊後集中至指定教室放置-正氣

樓 E110 教室)。 
  3. 活動結束後，各寢室不得放置物品，留置寢室之物品，一律以廢棄物處理。 



8 

 

文藻外語大學推廣部 

國中/高中職雙外語營請假單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梯次 姓名 班別 

□高中/職    □國中  
□法語    □德語  

□日語    □西語     

請假日期    月   日    時   分至   月   日    時   分 

請假事由 
□病假   □事假   □其他                     

（以上均須附證明 enclose certificate） 

家長簽名  電話 

家裡 

 

手機 
 

學生簽名 

 

手機 

 

CA 簽名 值班老師 企劃組 推廣部主任 

    

推廣部營期間服務時間 08:30-20:30 
 
聯絡方式 
 
傳真：07-3508865     
 
電話：07-3458212 或 07-3426031#3523 
 
E-mail：extension.edu@mail.wz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