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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110年度國民小學學生暑期體驗學習營實施計畫 

109.5.7製 

一、 目的 

（一） 透過校際團隊力量，提升活動設計知能。 

（二） 結合十二年國教課程，培養實際生活能力。 

（三） 運用社會豐富資源，拓展學生學習視野。 

（四） 拓展學生學習領域，體驗生活珍視生命。 

二、 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教育局） 

三、 工作小組學校 

組  別 負責單位 總聯絡人 業 務 項 目 

行政統籌組 康寧國小 黃校長志成 
1. 計畫申辦、核撥及核銷作業。 

2. 橫向聯繫各組別業務需求。 

數位服務及 

繳費規劃組 
東門國小 謝校長明燕 

1. 規劃設計網路報名系統、繳費方式。 

2. 擔任報名及繳費諮詢窗口。 

活動規劃及 

承辦組 

營隊承辦 

學校 

詳年度簡章

公告內容 

1. 規劃及執行年度營隊活動內容，並製作

成果與成效表。 

2. 發布各承辦營隊活動特色、花絮或緊急

事項等採訪通知。 

活動企劃及 

宣傳組 
麗湖國小 蔡校長素惠 製發年度活動宣傳海報與簡章。 

成果規劃組 雙園國小 韓校長崑河 彙整各營隊執行成果檔案與成效表。 

支援組 
本市各 

公私立國小 

公文 

承辦處室 

詳本局來文及實施計畫第八點及附件本市國

小需積極關懷生使用報名申請表說明。 

四、 申辦原則 

  (一) 活動課程系統化 

1. 主題明確 

          各營隊活動之課程設計秉持「體驗學習」理念設計之，活動皆具明確之體

驗主體，使學生獲致清晰具體之體驗目標及概念。 

2. 課程系統 

          各營隊主題下所有課程具連貫性與統整性，彼此環環相扣，概念引導有其

附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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脈絡，有別於拼裝式之活動課程。 

3. 接軌生活 

          各營隊活動內容除包含認知、情意、技能範疇之學習外，並須融合在生活

中學習，在學習中生活。 

4. 主動學習 

(1) 自發 

自主行動，包含身心素質與自我精進、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規劃執行

與創新應變等。 

(2) 互動 

溝通互動，包含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藝術涵養

與美感素養等。 

(3) 共好 

社會參與，包含道德實踐與公民意識、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多元文化

與國際理解。 

  (二) 發揮學校特色 

       各營隊活動之課程設計規劃結合承辦學校現有師資、校內外資源、學校特

色活動辦理，突顯辦理營隊活動之特色。 

  (三) 行政推展效能化 

1. 數位行政 

          各營隊活動一律採用網路報名，提升學生、家長以及學校之便利性，並降

低承辦學校之人力與時間成本，並以電腦亂數產生錄取名單，更為公平公

正。 

2. 積極關懷 

          為增進文化或經濟弱勢學生參與活動機會，各營隊活動皆列有本市需積極

關懷學生名額(採外加編列方式提供)，提供本市國小學生為低收入戶、清

寒、新住民弱勢族群、家庭遭逢重大變故者報名，錄取者免繳報名費用，

但保險費仍需自行負擔。 

五、 活動名稱 

 110年度各營隊招生年級依據活動內涵與性質規劃招收不同年級範圍學生，詳

報名網站(網址：https://holiday.tp.edu.tw)。 

六、 報名、錄取、繳費及退費方式 

(一) 報名 

1. 報名對象：本市109學年度所屬各公私立國小學生。 

2. 報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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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報名營隊數量：每位學生限報名2項營隊活動（含報名一營隊之兩個梯

次）。 

(2)  各營隊活動一律採網路報名，由學生或家長於上開報名期限內自行上網

註 冊 報 名 ， 不 受 理 書 面 或 電 話 報 名 ， 報 名 網 址 為

https://holiday.tp.edu.tw；第一階段開放各營隊報名，第二階段開放

未額滿營隊報名。 

(3)  本實施計畫所指需積極關懷生為本市國小學生為低收入戶、清寒、新住

民弱勢族群、家庭遭逢重大變故者，報名註冊前先閱讀以下注意事項： 

A. 學生或家長須先行至報名網站註冊，並下載報名申請表（如計畫附件）

填寫，填畢後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影本，向就讀學校學務處申請資格審

核。 

B. 符合關懷生資格者，由就讀學校協助至報名網站後臺，上傳審核通過

資料電子檔，並點選「符合」（開通關懷生報名身分）；未符合者則點

選「刪除」（開通一般生報名身分）鍵，請學生改以一般生身分報名。 

C. 獲錄取者免繳交報名費，但需要自費保險費用。 

D. 已通過審核者，第一、二階段皆限以關懷生資格報名之。 

(4) 本實施計畫為避免報名學生因數位落差造成參與機會不均，如家長或學

生有協助需求，請本市公私立國小協助校內經濟弱勢學生上網註冊與報

名等事宜。 

3.報名期限  

(1) 第一階段（所有營隊）：今年採取一階段線上報名，報名期限自110年5月

18日（星期二）上午10時起至110年5月24日（星期一）中午12時止。第

一階段報名人數額滿須抽籤，未達錄取人數之營隊，報名者全數錄取，

未額滿營隊開放第二階段報名。 

(2) 第二階段（未額滿營隊）：自110年6月10日（星期四）上午10時起，如各

營隊有剩餘報名名額，開放意願報名學生逕洽承辦學校聯絡窗口，由承

辦學校逕至報名系統，依據實際報名錄取狀況調整錄取或候補名額。 

(二) 錄取 

1.  錄取方式 

（1） 第一階段於110年5月24日(星期一)報名截止當天下午1時進行抽籤，由報

名網站系統依據各營隊錄取名額，分別以電腦亂數方式隨機抽籤錄取。 

（2） 各營隊第一階段報名人數未達錄取人數者，報名者全數錄取，未額滿之

營隊開放第二階段自行與該營隊學校報名。 

（3） 第一階段錄取名單公告後，報名網站系統將依未錄取者之抽籤順序，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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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營隊承辦學校候補名單，以供承辦營隊學校後續聯繫確認錄取參與情

形。 

2.  錄取公告與通知 

(1) 第一階段於110年5月24日(星期一)報名截止當天下午2時，於報名網站公

告錄取名單(網址：https://holiday.tp.edu.tw)，並以電子郵件及簡訊

通知，錄取名單對外公告時不區分縣市及身分別；各營隊承辦學校於110

年5月25日（星期二）上午10時，在學校網站公告承辦活動第一階段錄取

名單。 

(2) 第一階段未額滿營隊名單於110年6月10日(星期四)上午10時公告於報名

網站，學生有意參加者，家長得於110年6月17日(星期四)前逕向承辦學

校洽詢報名事宜，毋須透過網站報名及抽籤。 

(三) 繳費及家長同意書列印 

1. 「繳費三聯單」及「家長同意書」列印 

  錄取後家長應至報名網站列印「繳費三聯單」及「家長同意書」，家長若無

印表機，可連繫學生就讀學校學務處協助列印。 

2. 繳費方式 

            錄取學生家長持線上列印之繳費三聯單，至各地台北富邦銀行、全省超商

門市【7-11、全家、萊爾富、OK】，或以信用卡、ATM 轉帳方式進行繳費

(ATM 轉帳及臨櫃服務使用者請務必於截止日當天下午3時30分前完成繳費)。 

3. 繳費期限 

(1) 第一階段正取錄取生繳費期限為110年5月24日（星期一）至110年5月28

日（星期五）。 

(2) 第二階段之繳費請與營隊學校聯繫確認繳費時間與方式。 

(3) 各階段獲錄取者，逾期未繳款皆視同放棄參加機會。 

4. 家長同意書繳交方式與期限 

(1)  填寫說明 

A. 家長於規定日期內完成繳費後，須將「數位學生證影本」及「繳費收

據第二聯」黏貼於家長同意書上。 

B. 家長以信用卡繳費者，「繳費收據第二聯」一欄請填寫授權編號；另繳

費後因個人或天災因素，同意以匯款方式退費者，先勾選相關欄位予

營隊承辦學校彙整，匯款手續費由退費金額中扣除。 

C. 第一階段繳費截止後獲候補錄取之本市需積極關懷生，如未於第一階

段報名期間至報名網站註冊，並開通關懷生報名功能者，須另檢附就

讀學校核章審核通過之關懷生報名申請表 (內含相關證明文件) 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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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繳交期限 

A. 第一階段錄取者請於110年5月31日(星期一)前寄(送)或傳真至各營隊

承辦學校彙整。 

B. 第二階段依據營隊承辦學校告知期限內完成送繳。 

(3) 繳交方式 

A. 第一階段正取錄取生本市學生請於繳交期限內，將家長同意書送就讀

學校學務處，由學校轉送營隊承辦學校聯絡箱。 

B. 第二階段請以寄(送)方式予各營隊承辦學校彙整。 

(四) 退費 

1. 各營隊承辦學校須於實施計畫中明列退費原則。若學生完成報名及繳費程

序後，因個人因素於繳費後至活動開始前2日（不含例假日）下午4時前不

克參加，退原繳金額七成之費用；活動開始前1日（不含例假日）下午4時

前不克參加，退原繳金額五成之費用，逾時不予退費。(例如：於7月19日

（星期一）開始之營隊，家長如於7月15日（星期四）下午4時前連絡通知

承辦學校不克參加，可退原繳費用之七成；如於7月16日（星期五）下午4

時前連絡通知承辦學校不克參加，可退原繳費用之五成，逾時則不予退

費。)  

2. 因天然災害與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發展等無法避免或不可

抗力等因素致承辦學校無法開辦營隊時，扣除學生保險費用後退還其他剩

餘金額。 

3. 因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影響致營隊須中途停辦，扣除停辦

前必須支付之費用後，退還剩餘金額。 

4. 退費採匯款方式辦理者，匯款手續費將由退費金額項目中扣除。 

5. 上開退費金額項目如已購製成品，退還購置成品。 

七、 安全注意事項 

(一) 辦理校外活動之營隊，地點的選擇應考量學生體能、節令氣候、交通狀  況、

路程遠近、環境衛生、公共安全及教學資源等事項，並應事先勘察活動地

點、場所、路線、資源等。 

(二) 各營隊承辦學校應事先查詢活動當地的醫療服務及求助管道（如電話、地

址），舉辦市外校外活動之營隊，原則上須有護理人員隨行，倘若人數不足，

可商請有護理知識、經驗、專長資格的家長或志工協助，並應備妥急救藥

品。 

(三) 營長與輔導工作人員應隨時掌握活動狀況，如臨時發生氣候變化、路況不

良或其他事故，營長應當機立斷妥善處理，確保學童安全，並特別留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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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身心狀況，保持高度敏銳，有效處理危險或偶發事件。 

(四) 如有租用車輛，應選擇合法且信譽良好之運輸業者洽租營業遊覽車，租用

車齡不得超過5年，且租車公司應辦理使用車輛之第三責任險及乘客險，雙

方並應依活動細節商議訂定合約；出發前學校應依據安全檢核表逐車檢查

各項安全事項(詳交通部公路總局網站，連結：https://www.thb.gov.tw/ > 

監理服務 > 業者資訊 > 遊覽車 > 大客車安全檢查表-學校)。 

(五) 活動舉行前夕或期間如遇颱風等天災來襲，若已達停課標準，依市府規定

辦理相關事宜；若未達停課標準，其延期或停辦之標準依由各營隊承辦學

校自行裁量，並將決定結果隨時通報教育局，俾憑發布新聞訊息等事宜。 

(六) 教育部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防治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 ，函

頒《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教保服務機構校外教學

應行注意事項》，另本府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並頒修《因應武漢肺炎臺北市

政府活動辦理規範》及「臺北市各級學校暨教育機構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

肺炎(武漢肺炎) 防疫教育及工作守則」。承辦營隊學校參採前揭規範，併附

件2-臺北市國民小學暑期體驗學習營-營隊承辦學校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

炎(COVID-19)營隊事前防疫籌備項目參考一覽表，規劃營隊辦理前、中、

後應注意事項。 

八、 經費來源 

秉持「使用者付費」原則，向參加學生收取費用，並由教育局編列110年度指

定活動預算等相關費用分攤補助，各營隊承辦學校並得向民間團體募集相關

經費，以專款專用原則，以利活動辦理。 

 
 

 

 

 

 

 

 

 

 

 

 

 

 

 

https://www.thb.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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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110年度國民小學學生暑期體驗學習營報名申請表(需積極關懷生使用) 

一、必填欄位 

學

生

資

料 

學生姓名  就讀學校 臺北市    區    國小   年    班 

家長姓名 

 

聯絡電話 

公： 

宅： 

手機： 

關懷類型 
□ 低收入戶          □ 清寒      □ 新住民之弱勢族群子女 

□ 家庭遭逢重大變故 

黏 

貼 

相 

關 

證 

明 

文 

件 

影 

本 

補充須知：身分審核通過後，第一階段限以關懷生身分報名。 

二、第一階段繳費截止後獲候補錄取者，若第一階段未至報名網站註冊，並開通

關懷生報名功能者，須填寫以下資料。 

學

生

資

料 

性別  血型  
身高 

(公分) 
 

生

日 

年  月  

日 

身分證 

統一編

號 

 

飲食 

習慣 □葷  □素 

特殊疾病或習慣 

(務請註明,以保安

全) 

 

緊急 

聯絡

人 

姓名  電

話 

日： 

地址  
關係  夜： 

級任導師:                         學務處組長：                 學務主任： 

 

 

※ 本活動至110年5月24日（星期一）中午12時止不再受理線上報名，審核學校於此期

限前完成審核者，請協助確認是否已登入報名網頁後臺（登入帳號密碼請詳教育局

來函，網址：https://holiday.tp.edu.tw/），於「關懷生資料設定」學生姓名處，上傳

本表核章掃描檔（上傳即開通審核通過學生的關懷生報名功能），或不上傳本表掃描

檔，直接按下「刪除」鍵（讓未審核通過學生以一般生身分報名）。 

附件1 

https://holiday.tp.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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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國民小學暑期體驗學習營-營隊承辦學校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營隊事前防疫籌備項目參考一覽表 

營隊承辦學校於活動前應依據營隊性質自行事先規劃與掌握以下參考防疫措施： 

一、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營工作小組(由各校自訂組成成員、運作方式與規

範等)； 

二、 學校提供參加學生每日入校前測量額溫≧37.5℃或耳溫≧38℃者臨時區隔空

間之設置情形； 

三、 活動地點周邊醫院或診所就醫資訊； 

【補充】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網站連結： 

 國際旅遊與健康 > 國際疫情及建議等級連結： 

  https://www.cdc.gov.tw/Category/List/7XRS9-rOLh8NhijuoCCegA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全國指定社區採檢院所地圖等資訊連結： 

https://www.cdc.gov.tw/Category/List/cxGj3XkIJ6EsnGftBfqw7Q 

※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連結衛福部疾管署網站公告有關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

資訊查詢連結：https://www.gov.taipei/covid19/  

四、 活動所需與儲備之防疫物資的採購與盤點，如：額(耳)溫槍、酒精、洗手乳； 

五、 室內、外活動地點通風狀況； 

六、 搭乘車輛或活動場地的使用前後清潔或消毒； 

七、 活動前後師生手部清潔盥洗、如廁清潔等設施提供； 

八、 學生飲水與用餐等互動期間的飛沫阻絕； 

九、 活動地點的社交距離與分流動線； 

附件2 

https://www.cdc.gov.tw/Category/List/7XRS9-rOLh8NhijuoCCegA
https://www.cdc.gov.tw/Category/List/7XRS9-rOLh8NhijuoCCegA
https://www.cdc.gov.tw/Category/List/cxGj3XkIJ6EsnGftBfqw7Q
https://www.gov.taipei/cov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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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校(或室)內、外參與活動辦理之工作人員、學生或師長之人際交流互動防疫

注意事項； 

十一、 學生、師長因劇烈運動、突發口罩破損致無法配戴或遺失，以及個別健康

因素等考量，無法於活動期間持續配合戴口罩之因應作為； 

十二、參加營隊學生應攜帶的物品。例如：健保卡、布口罩套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