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雄捷運第九屆

「2018 陸、海

一、活動目的: 

 希望透過暑期夏令營之活動方式

運，並自小學習良好之搭乘習慣及搭乘禮儀

運達人，並加強對於捷運系統之認同感及信賴感

進而培養未來之捷運好公民

動，能讓孩子們在暑假留下難忘且深刻的美好回憶

二、活動對象： 

 開放全國之國小學童(以中高年級為主

三、活動梯次時間： 

 為歡慶高捷通車 10 週年

營隊(2 梯次)及維持原有

17:00(無提供住宿)，每梯次招收

梯次 

第一梯次 

第二梯次 

第三梯次 

第四梯次 

 

 

第九屆捷運好小子夏令營

海、空菁英特輯」活動企劃書

希望透過暑期夏令營之活動方式，使參加營隊的小朋友能更認識捷運

並自小學習良好之搭乘習慣及搭乘禮儀，將捷運教育向下扎根

並加強對於捷運系統之認同感及信賴感，亦可倡導節能減碳之

進而培養未來之捷運好公民。另亦希望透過內容豐富又充滿學習樂趣的夏令營活

能讓孩子們在暑假留下難忘且深刻的美好回憶。 

以中高年級為主)報名，報名方式及資訊

週年，推出主題性「陸、海、空菁英特輯

原有 3天營隊(2 梯次)，共計 4梯次，每天早上

每梯次招收 70 名學員(額滿為止)，未滿

日期 

107.07.04(三)-07.06(五) 

107.07.09(一)-07.13(五) 

107.08.01(三)-08.03(五) 

107.08.06(一)-08.10(五) 

夏令營 

活動企劃書 

使參加營隊的小朋友能更認識捷運、貼近捷

將捷運教育向下扎根，成為小小捷

亦可倡導節能減碳之環保意識，

另亦希望透過內容豐富又充滿學習樂趣的夏令營活

報名方式及資訊，詳見下列說明。 

空菁英特輯」，首次納入 5天

每天早上 09:00~下午

未滿 30 員不予開課。 

天數 

3 天 

5 天 

3 天 

5 天 



四、活動費用： 

� 3 天營隊每人費用為 NT:2,800 元/人，於 6/15 前完成報名繳費，可享有早鳥

優惠價 NT:2,500 元/人。 

� 5 天營隊每人費用為 NT:4,600 元/人，於 6/15 前完成報名繳費，可享有早鳥

優惠價 NT:4,100 元/人。 

(以上費用包含捷運及輕軌搭乘車資、課程師資及材料費用、陽明海洋探索館門

票及活動費用、i-Ride 體驗中心門票、駁二藝術特區特展門票、哈瑪星駁二線迷

你火車、十鼓橋糖文創園區門票、專屬營隊紀念網帽、午餐、個人意外平安保險、

紀念品、行政雜費、一卡通 DIY…等)。 

五、課程內容： 

課程項目 內容介紹 課程目的 

� 紅橘線特色車站導覽 

由高捷公司專業導覽人

員帶領學員進行紅橘線

各個特色車站之解說導

覽。 

高雄捷運的車站特色相當鮮明

及創新，並且在國際大師之大型

公共藝術作品加持下，甚至已成

為目前高雄地區之最受歡迎之

觀光景點。 

利用輕鬆有趣的互動方式，可讓

學員們認識捷運車站特色及公

共藝術作品之故事，進而認同在

地之捷運。 

� 國際公共藝術巡禮 

由高捷公司專業導覽人

員帶領學員進行捷運紅/

橘線車站內國際性大型

公共藝術介紹。 

� 車站設備操作教學 

帶領學員認識捷運車站

之售票/儲值/閘門/緊急

逃生等系統設備，並進行

實際操作教學。 

捷運系統係為目前全台灣最先

進之大眾運輸工具，透過學員親

自操作之互動教學，讓搭乘捷運

如同日常生活習慣般的簡單容

易。藉由從小學習良好之搭乘禮

儀習慣，將捷運教育向下扎根，

培養成為未來之捷運好公民。 

� 捷運搭乘禮儀宣導 

利用搭乘捷運機會教

育，宣導各項捷運搭乘禮

儀及相關進出規定。 

� 行車控制中心參觀 

由高捷公司專業導覽人

員帶領學員，至高捷公司

南機廠參觀捷運行車控

捷運之所以能快速便捷安全的

運行，需仰賴多方面環節的緊密

結合，負責列車調度及安全管控



課程項目 

� 列車保修廠參觀 

� 捷運緊急逃生體驗 

� 創意一卡通 DIY 

� 輕軌車廂導覽 

� 中鋼集團參觀 

� 駁二藝術特展 

i-Ride 體驗中心 

內容介紹 

制中心。 之行車控制中心

樞神經般之重要角色

車保養維修之列車保修廠

兼負著列車運行安全之重責大

任，透過實際

可揭開捷運內部運作的神秘面

紗，窺探一般人無法得知的廬山

真面目，進而了解列車運行安全

之重要性。

由高捷公司專業導覽人

員帶領學員，至高捷公司

南機廠參觀捷運列車保

修廠。 

於導覽行程中安排學員

體驗捷運列車內緊急狀

況之逃生教學演練。 

提供空白版面之一卡通

及特殊創作材料，讓學員

製作專屬個人獨一無二

版面一卡通。 

利用完全空白的

捷公司獨家版面

使用教學之後

創意，讓學員們創造屬於個人風

格的一卡通

由高捷公司專業導覽人

員帶領學員，體驗搭乘輕

軌及進行輕軌車廂導覽。 

高雄輕軌系

條之輕軌大眾運輸工具

驗搭乘輕軌列車及

程，學習輕軌搭乘規定及相關禮

儀，並透過互動式教學

員於日常生活中

之習慣。 

由中鋼專業導覽人員帶

領學員參觀中鋼廠區環

境及影片介紹相關專業

知識。 

透過暑期夏令營之活動方式

小朋友認識

集團，了解台灣重

營運及未來展望

由專業老師帶隊前往駁

二藝術特區參觀特展。 

駁二藝術特區為高

極發展文創之地

作皆會選擇於

出，期透過

員拓展視野

文氣息。 

由智崴科技公司專業導

覽人員帶領學員，認識全

台唯一的「i-Ride 動感

飛行劇院」，體驗以高空

翱翔的角度、遼闊壯麗的

視野，認識港都地理景觀

與人文風情。 

智崴資訊科技是室內新媒體動

作平台遊樂設備界的研發領導

先驅，其最具指標性的產品為

「i-Ride 動感飛行劇院

高雄軟體園區研發總部

台唯一的三維空間全視角飛行

體感行程。

課程目的 

之行車控制中心，即扮演如同中

樞神經般之重要角色，另負責列

保養維修之列車保修廠，一樣

兼負著列車運行安全之重責大

透過實際參觀及人員解說，

可揭開捷運內部運作的神秘面

窺探一般人無法得知的廬山

進而了解列車運行安全

。 

利用完全空白的ㄧ卡通版面(高

捷公司獨家版面)，並經過材料

使用教學之後，就能輕鬆的發揮

讓學員們創造屬於個人風

格的一卡通。 

高雄輕軌系統為目前全台灣首

條之輕軌大眾運輸工具，藉由體

驗搭乘輕軌列車及導覽解說課

學習輕軌搭乘規定及相關禮

並透過互動式教學，培養學

於日常生活中搭乘大眾運輸

透過暑期夏令營之活動方式，讓

識在地最大企業-中鋼

解台灣重工業之發展、

營運及未來展望。 

特區為高雄市政府積

極發展文創之地，許多創意及創

選擇於此區發表及展

過特展參觀過程，讓學

員拓展視野，跨域學習，培養藝

智崴資訊科技是室內新媒體動

作平台遊樂設備界的研發領導

其最具指標性的產品為

動感飛行劇院」坐落於

高雄軟體園區研發總部，打造全

台唯一的三維空間全視角飛行

。除了可認識體感科技



課程項目 

2018 高捷實境解謎-

兒童版 

陽明海洋探索館 

哈瑪星駁二線迷你火

車 

十鼓橋糖文創園區 

 

內容介紹 

產 業 發 展

i-Ride 飛行劇院

翱翔的角度

認識港都地理景觀與人文風情

由高捷公司人員帶領學

員，實際搭乘高雄捷運/

輕軌並於沿線景點進行

實境解謎活動。 

透過帶領學員搭乘高雄捷運及

輕軌進行轉乘及沿線景點探

險，呼應高捷官方版實境解謎遊

戲，獨家設計兒童版內容

學員腦力激盪及互助團隊精

神，獲得解謎成就

由高雄陽明海洋探索館

方人員進行海洋知識專

業導覽，並於館內進行豐

富的海洋相關系列活動。 

陽明海洋探索館擁有郵輪船體

造型，彷若停泊於港內的一艘大

船，二樓觀景平台更可眺望高雄

港和旗津漁港

喜愛的莉莎奶奶及

師，帶領學員於館內

動，並規劃魚鬆飯糰

DIY、戶外體驗

表演教學、

畫電影院等豐富活動

由專業老師帶領學員體

驗哈瑪星鐵道風情，學員

可搭乘迷你火車進行任

務活動。 

哈瑪星為臺灣百年鐵道歷史起

源地，特別以

道場景、軌道與火車模型

劇場聲光效果共同展演臺灣鐵

道百年文明發展軌跡

列車，帶領學員跨越時空

時間和空間的交錯與轉換

鐵道那些事

由專業人員帶領學員搭

乘捷運前往十鼓橋糖文

創園區，進行園區古蹟巡

禮、觀賞國際級打鼓表演

及打鼓體驗。 

十鼓文創注入鼓樂藝術之新生

命於這百年文化遺產

創新」並融之理念

的糖倉空間再造

糖廠歷史原貌

人文內涵的自然環境與擊樂表

演融合的場域

新景點。欣賞水劇場演出

解說、體驗打鼓

課程目的 

產 業 發 展 ， 並 可 實 際 搭 乘 

飛行劇院，體驗以高空

翱翔的角度、遼闊壯麗的視野，

認識港都地理景觀與人文風情。 

透過帶領學員搭乘高雄捷運及

輕軌進行轉乘及沿線景點探

呼應高捷官方版實境解謎遊

獨家設計兒童版內容，激發

學員腦力激盪及互助團隊精

獲得解謎成就。 

陽明海洋探索館擁有郵輪船體

彷若停泊於港內的一艘大

二樓觀景平台更可眺望高雄

港和旗津漁港，首次邀請小朋友

喜愛的莉莎奶奶及 Da Re Me 老

帶領學員於館內探索及互

並規劃魚鬆飯糰/風箏/草裙

戶外體驗(抓螃蟹)、魔術

、觀賞海洋 3D 立體動

畫電影院等豐富活動。 

哈瑪星為臺灣百年鐵道歷史起

特別以 HO 規（1:87）鐵

軌道與火車模型，結合

劇場聲光效果共同展演臺灣鐵

道百年文明發展軌跡。藉由經典

帶領學員跨越時空，透過

時間和空間的交錯與轉換，回顧

鐵道那些事。 

十鼓文創注入鼓樂藝術之新生

命於這百年文化遺產，以「守舊

並融之理念，將停產閒置

的糖倉空間再造，進而保留台灣

糖廠歷史原貌，創造出兼具藝術

人文內涵的自然環境與擊樂表

演融合的場域，充滿文化知性的

欣賞水劇場演出、導覽

體驗打鼓。 



六、行程安排： 

 

 

 

A. 3 天營隊內容 

Day 1(第一天) 

時間 行程內容 地點 

08：30~09：00 學員報到集合 
高捷公司南機廠行政大樓 1 樓大廳 

(高市前鎮區中安路 1 號) 

09：00~09：30 學員相見歡(始業式) 高捷公司南機廠行控大樓 1 樓視廳室 

09：30~12：00 

� 捷運簡介影片欣賞 

� 行車控制中心參觀 

� 列車保修廠參觀 

� 捷運緊急逃生體驗 

1. 高捷公司南機廠行控大樓 1 樓視廳 

2. 高捷公司南機廠行控中心 

3. 高捷公司南機廠列車保修廠 

12：00~13：00 午餐&休息時間 高捷公司行控大樓 1 樓視聽室 

13：00~17：00 

� 特色車站導覽 

� 車站設備操作教學 

� 捷運搭乘禮儀宣導 

� 國際公共藝術巡禮 

� 高雄輕軌導覽 

1. R10 美麗島站_光之穹頂大廳 

2. R17 世運站_半屏山之魂 

3. 輕軌 C1 車站_列車導覽 

17：00~ 第一天活動結束&家長接回 高捷公司南機廠行政大樓 1 樓大廳 

Day 2(第二天) 

時間 行程內容 地點 

08：50~09：00 學員報到集合 
高捷公司南機廠行政大樓 1 樓大廳 

(高市鎮區中安路 1 號) 

09：00~09：30 搭乘捷運前往 R3 站 捷運站及中鋼接駁專車 

09：30~11：30 
中鋼集團參觀 

� 廠區參觀介紹 

� 公司影片觀賞+Q&A 

中鋼公司廠區 

(高雄市小港區中鋼路 1 號) 

11：30~12：30 國際公共藝術巡禮 R4 高雄國際機場站_凝聚的綠寶石 

12：30~13：30 午餐&休息時間 高捷公司行控大樓 1 樓視聽室 

：代表 5天營隊專屬行程     ：代表今年新增全新內容 



13：30~14：00 搭捷運至 R6

14：00~15：00 i-Ride 

15：00~15：30 
搭輕軌至C3

公司 

15：40~17：00 創意一卡通

17：00~ 第二天活動結束

Day 3(第三天) 

時間 行

08：50~09：00 學員報到集合

09：00~10：00 搭公車前往陽明海洋探索館

10：00~12：00 

陽明海洋探索館活動

� 海洋館

� 莉莎奶奶

的律動 

� 戶外體驗

� 魚鬆飯糰

12：00~13：00 午餐&休息時間

13：00~15：45 

陽明海洋探索館活動

� 海洋風箏

� Da Re Me

海洋探險尋寶藏趣

� 艾斯魔術表演及教學

15：45~16：30 營隊結業式

16：30~17：00 搭公車返回高捷公司

17：00~ 第三天活動結束

 

R6 轉乘輕軌至 C7 捷運 R4A-R6 站、輕軌

Ride 體驗中心 智崴資訊科技公司 

C3轉乘捷運回高捷
輕軌 C7-C3 站、捷運

創意一卡通 DIY 高捷公司行控大樓 1

第二天活動結束&家長接回 高捷公司南機廠行政大樓

行程內容 地

員報到集合 
高捷公司南機廠行政大樓

(高市鎮區中安路 1

搭公車前往陽明海洋探索館 公車站牌候車 

陽明海洋探索館活動 

海洋館 3D 電影欣賞 

莉莎奶奶FUN故事/大海

 

戶外體驗(抓螃蟹)解說 

魚鬆飯糰 DIY 

陽明海洋探索館 

(805 高雄市旗津區北汕巷
休息時間 

陽明海洋探索館活動 

海洋風箏 DIY 

Da Re Me 老師 fun 故事/

海洋探險尋寶藏趣 

艾斯魔術表演及教學 

營隊結業式 

搭公車返回高捷公司 公車站牌候車 

天活動結束&家長接回 高捷公司南機廠行政大樓

輕軌 C3-C7 站 

 

捷運 R6-R4A 站 

1 樓視聽室 

高捷公司南機廠行政大樓 1 樓大廳 

地點 

捷公司南機廠行政大樓 1 樓大廳 

1 號) 

高雄市旗津區北汕巷 50-61 號) 

高捷公司南機廠行政大樓 1 樓大廳 



B. 5 天營隊內容 

Day 1(第一天) 

時間 行

08：30~09：00 學員報到集合

09：00~09：30 學員相見歡

09：30~12：00 

� 捷運簡介影片欣賞

� 行車控制中心參觀

� 列車保修廠參觀

� 捷運緊急逃生體驗

12：00~13：00 午餐&休息時間

13：00~17：00 

� 特色車站導覽

� 車站設備操作教學

� 捷運搭乘禮儀宣導

� 國際公共藝術巡禮

� 高雄輕軌

17：00~ 第一天活動結束

Day2(第二天) 

時間 行

08：50~09：00 學員報到集合

09：00~09：30 搭乘捷運前往

09：30~11：30 
中鋼集團參觀

� 廠區參觀介紹

� 公司影片觀賞

11：30~12：30 國際公共藝術巡禮

12：30~13：30 午餐&休息時間

13：30~14：00 搭捷運至 R6

14：00~15：00 i-Ride 

15：00~15：30 
搭輕軌至C3

公司 

行程內容 地

員報到集合 
高捷公司南機廠行政大樓

(高市鎮區中安路 1

員相見歡(始業式) 高捷公司南機廠行控大樓

捷運簡介影片欣賞 

行車控制中心參觀 

列車保修廠參觀 

捷運緊急逃生體驗 

1. 高捷公司南機廠行控大樓

2. 高捷公司南機廠行控中心

3. 高捷公司南機廠列車保修廠

休息時間 高捷公司行控大樓

特色車站導覽 

車站設備操作教學 

捷運搭乘禮儀宣導 

國際公共藝術巡禮 

輕軌導覽 

1. R9 中央公園站 

2. R10 美麗島站_光之穹頂大廳

3. R17 世運站_半屏

4. 輕軌 C1 車站_列車

第一天活動結束&家長接回 高捷公司南機廠行政大樓

行程內容 地

員報到集合 
高捷公司南機廠行政大樓

(高市鎮區中安路 1

搭乘捷運前往 R3 站 捷運 R3 站及中鋼接駁專車

團參觀 

廠區參觀介紹 

公司影片觀賞+Q&A 

中鋼公司廠區 

(高雄市小港區中鋼路

國際公共藝術巡禮 R4 高雄國際機場站 

休息時間 高捷公司行控大樓 1

R6 轉乘輕軌至 C7 捷運 R4A-R6 站、輕軌

Ride 體驗中心 智崴資訊科技公司 

C3轉乘捷運回高捷
輕軌 C7-C3 站、捷運

地點 

捷公司南機廠行政大樓 1 樓大廳 

1 號) 

高捷公司南機廠行控大樓 1 樓視廳室 

高捷公司南機廠行控大樓 1 樓視廳 

高捷公司南機廠行控中心 

高捷公司南機廠列車保修廠 

高捷公司行控大樓 1 樓視聽室 

 

光之穹頂大廳 

屏山之魂 

列車導覽 

高捷公司南機廠行政大樓 1 樓大廳 

地點 

捷公司南機廠行政大樓 1 樓大廳 

1 號) 

站及中鋼接駁專車 

高雄市小港區中鋼路 1 號) 

 

1 樓視聽室 

輕軌 C3-C7 站 

 

捷運 R6-R4A 站 



15：40~17：00 創意一卡通

17：00~ 第二天活動結束

Day3(第三天) 

時間 行

08：50~09：00 學員報到集合

09：00~12：00  
2018 高捷實境解謎

12：00~13：00 午餐&休息時間

13：00~13：30 搭乘輕軌前往

13：30~15：00 駁二藝術特展

15：00~16：20  
哈瑪星駁二線迷你火車

16：20~17：00 搭輕軌/捷運返回高捷公司

17：00~ 第三天活動結束

Day4(第四天) 

時間 行

08：50~09：00 學員報到集合

09：20~10：50 法規宣導拿好禮

10：50~11：30 搭捷運前往

11：30~12：30 午餐&休息時間

12：30~16：10 

 
十鼓橋糖文創園區

� 觀賞十鼓擊樂團水劇場

演出 

� 園區導覽解說

� 歷史古蹟巡禮

� 體驗打鼓

16：10~17：00 搭捷運返回高捷公司

創意一卡通 DIY 高捷公司行控大樓 1

第二天活動結束&家長接回 高捷公司南機廠行政大樓

行程內容 地

員報到集合 
高捷公司南機廠行政大樓

(高市鎮區中安路 1

高捷實境解謎-兒童版 捷運/輕軌各站及沿線景點

休息時間 夢時代 B1 美食街 

搭乘輕軌前往 C13 站 輕軌 C5-C13 站 

駁二藝術特展 駁二藝術特區 

二線迷你火車 
駁二特區蓬萊 B8 倉庫

(高雄市鼓山區蓬萊路

捷運返回高捷公司 捷運/輕軌站 

天活動結束&家長接回 高捷公司南機廠行政大樓

行程內容 地

員報到集合 
高捷公司南機廠行政大樓

(高市鎮區中安路 1

法規宣導拿好禮 O5/R10 美麗島站 

搭捷運前往 R22A 站 捷運 O5/R10-R22A 站

休息時間 

十鼓橋糖文創園區 

(825 高雄市橋頭區糖廠路

十鼓橋糖文創園區活動 

觀賞十鼓擊樂團水劇場

導覽解說 

歷史古蹟巡禮 

體驗打鼓/DIY 課程 

搭捷運返回高捷公司 捷運 R22A-R4A 站 

1 樓視聽室 

高捷公司南機廠行政大樓 1 樓大廳 

地點 

捷公司南機廠行政大樓 1 樓大廳 

1 號) 

輕軌各站及沿線景點 

倉庫 

高雄市鼓山區蓬萊路 99 號) 

高捷公司南機廠行政大樓 1 樓大廳 

地點 

捷公司南機廠行政大樓 1 樓大廳 

1 號) 

站 

 

高雄市橋頭區糖廠路 24 號) 



17：00~ 第四天活動結束

Day5(第五天) 

時間 行

08：50~09：00 學員報到集合

09：00~10：00 搭公車前往陽明海洋探索館

10：00~12：00 

陽明海洋探索館活動

� 海洋館

� 莉莎奶奶

的律動 

� 戶外體驗

� 魚鬆飯糰

12：00~13：00 午餐&休息時間

13：00~15：20 

陽明海洋探索館活動

� 海洋風箏

� Da Re Me

海洋探險尋寶藏趣

� 艾斯魔術表演及教學

15：20~16：20 營隊結業式

16：20~17：00 搭公車返回高捷公司

17：00~ 第五天活動結束

 

 

 

 

 

 

 

 

 

 

 

 

天活動結束&家長接回 高捷公司南機廠行政大樓

行程內容 地

員報到集合 
高捷公司南機廠行政大樓

(高市鎮區中安路 1

搭公車前往陽明海洋探索館 公車站牌候車 

陽明海洋探索館活動 

海洋館 3D 電影欣賞 

莉莎奶奶FUN故事/大海

 

戶外體驗(抓螃蟹)解說 

魚鬆飯糰 DIY 陽明海洋探索館 

(805 高雄市旗津區北汕巷休息時間 

陽明海洋探索館活動 

海洋風箏 DIY 

Da Re Me 老師 fun 故事/

海洋探險尋寶藏趣 

艾斯魔術表演及教學 

營隊結業式  

搭公車返回高捷公司 公車站牌候車 

天活動結束&家長接回 高捷公司南機廠行政大樓

高捷公司南機廠行政大樓 1 樓大廳 

地點 

捷公司南機廠行政大樓 1 樓大廳 

1 號) 

高雄市旗津區北汕巷 50-61 號) 

高捷公司南機廠行政大樓 1 樓大廳 



七、報名繳費方式: 

   可於高雄市各救國團中心服務台索取報名簡章或於救國團官方網站

http://khmtc.cyc.org.tw/camp 下載報名簡章。 

1、活動洽詢專線：救國團:07-272-7229 李先生或高捷公司:07-7939666 分機

88575 王小姐。 

2、繳費方式:可選擇『現場繳費報名』或『郵政劃撥繳費』。 

『現場繳費報名』：可於高雄市各救國團中心服務台繳費(各中心地址及電話

詳如下列)。 

� 高雄市救國團各中心地址及電話 

NO. 中心名稱 地址 電話 

1.  
高雄市救國團總部

(高雄學苑) 
高雄市前金區中正四路 189 號 07-201-3141 

2.  裕誠教育中心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 448 號 07-557-5800 

3.  瑞隆社教中心 高雄市前鎮區瑞隆路 476 號 B1 樓 07-717-1689 

4.  大同中心 高雄市前金區大同二路 20 號 4 樓 07-241-1185 

5.  中青旅辦公室 高雄市前金區中正四路 189 號 07-272-7229 

6.  楠梓教育中心 高雄市楠梓區慶昌街 2-1 號 1 樓 07-262-0991 

7.  三民教育中心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路 270-2 號 07-262-0993 

8.  鳳山教育中心 高雄市鳳山區維新路 122 號 6 樓 07-262-1126 

9.  岡山教育中心 高雄市岡山區溪西路 26 號 07-626-8118 

『郵政劃撥繳費』: 郵政劃撥戶名-高雄市救國團  帳號:00413181 

� 繳費後，請將報名表連同劃撥單據傳真至 07-282-7300，並請來電確認

07-272-72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