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雄輪船航海王-偉大的航道 

活動企劃書 

一、活動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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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輪船，並

學習良好之搭乘習慣及搭乘禮儀，將輪船體驗推廣，成為小小輪船達人，並加強

對於輪船系統之認同感及信賴感，亦可倡導節能減碳之環保意識，進而培養未來

之台灣好公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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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報名方式及資訊，詳見下列說明。 

三、活動梯次時間： 

 3 天營隊活動，共計 3梯次，每天早上 09:00~下午 17:00(無提供住宿)，每梯

次招收 70 名學員(額滿為止)，未滿 30 員不予開課。 

梯次 日期 天數 

第一梯次 108.07.06(六)-07.08(一) 3 天 

第二梯次 108.07.15(一)-07.17(三) 3 天 

第三梯次 108.08.12(一)-08.14(三) 3 天 

四、活動費用： 

 3 天營隊每人費用為 NT:2,980 元/人，於 06/15 前完成報名繳費，可享有早

鳥優惠價 NT:2,680 元/人。 

 (以上費用含輪船搭乘船資、課程師資及材料費用、陽明海洋探索館門票及活動

費用、專屬營隊紀念網帽、午餐、個人意外保險、紀念品、行政雜費、DIY…等)。 



五、課程內容： 

課程項目 內容介紹 課程目的 

 輪船設備操作教學 

帶領學員認識輪船之售

票/閘門/緊急逃生等系

統設備，實際操作教學。 

輪船系統也是目前很普遍的大
眾運輸工具，透過學員親身參觀
之互動教學，讓搭乘輪船如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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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輪船教育向下扎根，培養
成為未來之台灣好公民。 

 輪船搭乘禮儀宣導 

利用搭乘輪船機會教

育，宣導輪船搭乘禮儀及

相關進出規定。 

 輪船控制中心參觀 

由高雄輪船公司專業導

覽人員帶領學員，至輪船

機長室參觀控制中心。 

輪船之所以能安全的運行並提
供民眾大眾運輸，需仰賴多方面
環節的緊密結合，負責船隻調度
及安全管控之控制中心，即扮演
如同中樞神經般之重要角色，另
負責輪船保養維修之船隻保修
廠，一樣兼負著輪船運行安全之
重責大任，透過實際參觀及人員
解說，可揭開輪船內部運作的神
秘面紗，窺探一般人無法得知的
廬山真面目，進而了解輪船運行
安全之重要性。 

 海軍保修廠參觀 

由高雄輪船公司專業導

覽人員帶領學員，至海均

輪船保修廠參觀。 

 輪船緊急逃生體驗 

於導覽行程中安排學員

體驗輪船內緊急狀況之

逃生教學演練。 

 創意燈籠 DIY 

提供空白版面之燈籠及

特殊創作材料，讓學員製

作專屬個人獨一無二版

面燈籠。 

利用空白的燈籠(輪船公司獨家
版面)，並經過材料使用教學之
後，就能輕鬆的發揮創意，讓學
員們創造屬於個人風格的燈籠。 

 高雄輪船導覽 

由輪船公司專業導覽人

員帶領學員，體驗搭乘輕

軌及進行輕軌車廂導覽。 

高雄港為目前高雄主要進出口
貨物的最大港口，同時並有大眾
運輸工具的旗津渡輪，藉由體驗
搭乘輪船及導覽解說課程，學習
輪船搭乘規定及相關禮儀，並透
過互動式教學，培養學員於日常
生活中搭乘大眾運輸之習慣。 

侏儸紀水世界-龍王爭霸 

帶領學員參訪恐龍時

代，學員可暢遊展區-體

驗與恐龍的互動任務活

動。 

侏儸紀為恐龍史上具代表作的
世代，同時因翻拍電影侏儸紀公
園而廣為人知，駁二今年再次展
開這項展場。藉由任務模式，帶
領小朋友前往駁二-侏儸紀水世
界，進行任務活動及體驗與恐龍
的互動，有趣又好玩的行程等你
來挑戰～ 

陽明海洋探索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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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邀請小朋友
喜愛的莉莎奶奶及 Da Re Me 老
師，帶領學員於館內探索及互
動，並規劃風箏/船艦 DIY、戶外
體驗(抓螃蟹)、魔術表演教學、
觀賞海洋 3D 立體動畫電影院等
豐富活動。 

 



六、行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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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棧貳庫前廣場 

09：00~09：30 學員相見歡(始業式) 高雄輪 

09：30~12：00 

 海賊王緣起 

 船長室參觀 

 地形探勘 

 船員補給站 

 機器人弗藍奇的秘密 

1. 高雄輪會議廳 

2. 高雄輪船長室 

3. 高雄輪甲板 

4. 高雄輪船員休息室及船艙參觀 

5. 輪機房參觀 

12：00~13：00 午餐&休息時間 可於棧貳庫廣場野餐 

13：00~14：30  飛上高雄港 i-ride 體驗中心 

14：30~15：20  亞洲新灣區巡禮 

搭高雄輪遊亞洲新灣區 

沿途經過 

1. 高雄展覽館 

2. 海洋流行音樂中心 

3. 高雄港客運碼頭 

15：20~16：30  手工 DIY 高雄輪上進行燈籠 DIY 或彩繪明信片 

17：00~ 第一天活動結束&家長接回 棧貳庫前廣場 

Day 2(第二天) 

時間 行程內容 地點 

08：50~09：00 學員報到集合 棧貳庫前廣場 

09：00~09：30  
綠能電動渡輪與柴油渡輪介紹 

(電動渡輪從棧貳庫往鼓山輪渡站) 

09：30~09：45 黃金梅莉號 Go!! 

前往鼓山輪渡站-搭船注意事項教學 

渡輪空間介紹，禮讓與注意交通(機車)

安全 



09：45~10：00  前往新世界! 
搭乘旗津渡輪前往旗津遊憩區 

自行購票乘船體驗 

10：00~11：30 新世界食在好玩!! 旗津老街尋訪 

11：30~12：30 午餐&休息時間 旗津老街 

12：30~13：05  黃金梅莉號 Go!! 搭乘旗津渡輪 

13：15~16：50  偉大的航道-海王類 

1. 駁二園區 

2. 高雄港區 

3. 侏儸紀水世界 

15：30~16：50  創意燈籠 DIY 高雄輪 

17：00~ 第二天活動結束&家長接回 棧貳庫前廣場 

Day 3(第三天) 

時間 行程內容 地點 

08：50~09：00 學員報到集合 棧貳庫前廣場 

09：00~10：00 

搭船前往偉大航路 

高雄港巡禮 

 海軍本部 

 偉大航道的寶藏集散地 

 海賊王港口 

 魯夫知多少 

搭乘光榮輪前往陽明海洋探索館 

沿途經過 

1. 海軍修造船廠 

2. 貨櫃中心、貨櫃碼頭、散雜貨碼頭 

3. 旗津碼頭、前鎮碼頭 

4. 高雄港第二港口、紅毛港 

5. (快問快答) 

10：00~12：00 

偉大航路的冒險活動 

 偉大航路的冒險介紹 

 偉大航路的冒險故事 

 捕抓海王類！！ 

1. 海洋館 3D 電影欣賞 

2. 莉莎奶奶 FUN 故事/大海的律動 

3. 戶外體驗(抓螃蟹)解說 

12：00~13：00 午餐&休息時間  

13：00~15：45 

陽明海洋探索館活動 

 製作海盜旗！！ 

 海洋探險尋寶藏趣 

 神奇的偉大航道技士！ 

1. 海洋風箏 DIY 

2. Da Re Me 老師 fun 故事 

3. 艾斯魔術表演及教學 



15：45~16：30 
豐收偉大航道的寶藏 

(結業式) 
 

16：30~17：00 搭船返回棧貳庫 高雄輪 

17：00~ 第三天活動結束&家長接回 棧貳庫前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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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先生或高雄輪船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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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