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一寰宇文化協會 31-ONTOP CULTURAL CENTRE 

三一人文經典進修學校 
2012 夏令營【三一經典遊蹤】 
 

【鐵支路鄉野田園遊】 
 
 
 

一、領隊／帶隊老師 
總領隊：執行長 

領隊：李志勇 0963-007-096 

組別 隊名 帶隊老師 聯絡電話 

Ａ 縱貫山線隊 黃婯惠 0932-310-931 

Ｂ 縱貫海線隊 陳俐伶 0921-066-574 

安全導護：林洋．王智平  助教：楊曉蕾．楊曉韻 

 
 

二、三一寰宇文化協會聯絡處： 
    臺北：02-2312-0321 

    新竹：03-558-9955 
 
 

三、集合出發時間/地點： 
   （一）臺北地區： 
      8/13(一)早上 7:30 三一臺北教室（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屈臣氏前面） 
   （二）新竹地區： 
      8/13(一)早上 8:30 三一新竹教室（新竹市經國路一段 528 號麥當勞前面） 
 

四、返回解散時間/地點： 
   （一）新竹地區： 
      8/17(五)下午 5:30 新竹高鐵站 7-11 前 
   （二）臺北地區： 
      8/17(五)下午 6:00 臺北火車站西三門 
 
 
 
 
 
 

洽詢專線 
0800-31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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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真：臺北 02-2312-2838, 新竹 03-531-2219, 竹北 03-558-7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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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住宿一覽表  
日期 住宿飯店 地址 電話/傳真 

08/13 

(一) 
東勢林場 

臺中市東勢區 

勢林街 6-1 號 

電話：04-2587-2191 

傳真：04-2588-8545 

08/14 

(二) 
東埔帝綸溫泉飯店 

南投縣信義鄉 

東埔村開高巷 86 號 

電話：049-270-2789 

傳真：049-270-1360 

08/15 

(三) 

臺南 

南元花園休閒農場 

臺南市柳營區 

果毅里南湖 25 號(農場) 

電話：06-699-0726 

傳真：06-699-1891 

08/16 

(四) 
嘉義永悅商務飯店 

嘉義市西區 

興業西路 369 號 

電話：05-283-9888 

傳真：05-283-7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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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衣食住行注意事項  
(一)衣 

１ 五天四夜換洗衣物之外 另備 2 套外出活動弄濕衣服可更換。 

２ 健行時防曬，請準備帽子。 

３ 外出服裝以輕便易洗、快乾為宜。 

４ 車上冷氣較冷，請自備 1-2 件長袖衣物以免感冒。 

５ 騎乘自行車，建議自行攜帶護膝、護肘或護帽。 

６ 請隨身攜帶雨傘及輕便雨衣。 

(二)食 

１ 為免長程車次飢餓，可自備餅乾糖果。 

２ 請準備水壺，以便隨時補充飲水。 

(三)住 

１ 到達飯店內等待分配房號時，請保持安靜，個人財物務必妥善保管。 

２ 此次行程屬集體行動，避免個人單獨外出。如需團體活動，請將鑰匙寄放櫃

檯，以免遺失。 

３ 個人牙刷、牙膏請自備。 

４ 請留意領隊、帶隊老師或櫃檯電話號碼，有問題可撥打詢問。 

(四)行 

１ 山野中健行時可準備防曬乳液、防蚊液或綠油精，防蚊蟲叮咬。 

２ 若有暈車體質，請準備避暈藥，並請告知老師。 

３ 約定集合上車之時間，請務必準時集合，以免影響旅遊行程。 

４ 山區森林浴，行進間請注意體力，並避免進入草叢區。 

５ 活動期間如遇天災，基於安全考量，本公司保留變更行程權利。 

６ 請記得攜帶防曬用品（防曬乳、小外套、遮陽傘、寬邊帽）及防蚊液、雨具。

７ 請攜帶國民身分證、健保卡或相關身分證明文件（以備不時之需）。 

８ 本次旅遊已按觀光局規定，為每位旅客投保履約責任險 200 萬(另加 3 萬意外

醫療)；如有需要加保旅行平安保險者，敬請自行投保。 

９ 出發前旅客有任何更改或發生取消行程時，相關規定將依國內旅遊契約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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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分組名單 

縱貫山線隊 縱貫海線隊 

黃婯惠老師 陳俐伶老師 

侯可輝 連翊婷 

葉至正 林偉勛 

王 淨 蘇聖傑 

黃千瑜 徐子鈞 

徐正修 王文岑 

尤乃巧 邱連凱 

戴亦筑 林子晴 

吳杭鴒 李承濬 

陳奕均 潘明明 

柯怡惠 鄭詠沂 

張文亭 張博媛 

林妤潔 連翊涵 

李祐竹 陳奕瑄 

羅中怡 潘木德(家長) 

蕭淑英(家長)  

黃震銘(家長)  

安全導護：林 洋‧王智平 助教：楊曉蕾‧楊曉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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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攜帶物品參考表  
※■健保卡（或身分證） 
※■盥洗用品（牙刷、牙膏、浴用毛巾或小毛巾、輕便型吹風機） 

※■防曬用品（防曬乳液、防曬油、太陽眼鏡、寬邊帽、長袖薄外套） 

■現金(建議：500元) 

□騎乘自行車物品（護膝、護肘、護帽） 

■照相機充電器 □保險單 □行動電話 □書本雜誌 
□錄影機充電器 ■筆記本、筆 ■旅遊行程表 ■個人筷子、湯匙 
□吹風機 ☐備用電話簿 ☐DV數位攝影機 ☐DV空白帶 
■女性生理用品 ■指甲刀 ☐萬能刀 ■防寒外套 

☐保養品 ■常備藥品 ☐鬧鐘 ■襪子 
■睡衣、內衣褲 ■OK繃 ☐打火機 ■輕便雨衣、雨傘 
■面紙、手帕 ■濕紙巾 ☐泡麵 ■餅乾等口糧 
□拖鞋、涼鞋 ■針線包 ■小型手電筒 ■塑膠袋 
☐相機 ☐相機電池 ☐相機腳架 ☐茶包、茶葉 
☐底片(記憶卡) ☐備用眼鏡 ☐零嘴、零食 □洗衣粉(精) 

☐隱形眼鏡 ☐眼鏡藥水   

出門在外，輕便至上，免增旅途負擔。■：建議攜帶物品 ☐：視個人需求斟酌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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