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休閒暨遊憩管理系 

高餐希臘神話休閒冬令營- 

丟「希」哩「臘」~冬 Be Shy To 休! 

你是否對國立高餐大有所憧憬?曾經對於未來大學之路有疑惑?想知道高餐大

是間怎樣的學校?想對休閒系一步了解?想知道高餐大休閒系有那些課程?歡

迎你們來參加我們為你們所舉辦的休閒冬令營，一切的答案盡在這裡，千萬

不能錯過唷!! 

 

1.活動日期：107年 1月 21日至 23日 (共三天二夜)。 

2.1/21請於上午 10時 30 分前自行前往本校綜合球場報到，1/23下午 3時前結束

所有活動並自行處理返家方式。(註:於捷運站、公車站及校門口皆會安排人員指引。) 

3.活動全程參與者將頒與證明乙紙。 

4.費用：報名參加者需繳 1000元之費用(含餐食、住宿、公共意外險與營服等)。 

5.繳費方式：郵政匯票 

6.報名方式： 

(1)繳交報名表(如附件一)；老師推薦函(如附件二)、家長保證書(如附件三)，於

12月 8日前(郵戳為憑，逾期不予受理)以郵寄方式,統一以學校或科系為單位

一併寄回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休閒暨遊憩管理系收(地址: 812高雄市小港區松

和路 1號)，信封袋請註明：高餐休閒系冬令營。 

(2)錄取名單於 12月 15日彙整後公告於本系系網 

(http://leisure.nkuht.edu.tw/main.php)與本屆冬令營粉絲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NKUHTLRM.greekmythology.wintercamp/ )。 

(3)確認錄取者請於 12月 25日前寄取郵政匯票 1000元至國立高雄餐旅大學，信封

袋註明:高餐休閒系冬令營，即為報名成功。 

 (註:郵政匯票將於錄取同學名單公布後再進行收取，有關郵政匯票的詳細流程教學，屆

時會放在粉絲專頁供參考，敬請關注。) 

7.請參與學生攜帶個人健保卡、盥洗用具、換洗衣物，並自備睡袋、剪刀、美工

刀、膠水、雙面膠、及自選三種顏色的海報紙(八開)。 

8.請參加同學務必準時參加，名額有限機會難得喔!! 

 

活動總負責人:總召-林佩琪 0986989131  副召-趙仕惟 0935809131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誠摯歡迎你!! 

 

http://leisure.nkuht.edu.tw/main.php
https://www.facebook.com/NKUHTLRM.greekmythology.winterca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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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議程表 

 
1/21(日) 

Day1 

時間 活動 

9:00-10:30 報到 

10:30-10:50 集合點名 

10:50-11:00 致詞 

11:00-11:30 眾神列隊 

11:30-12:30 小隊破冰時間 

12:30-12:40 移動時間 

12:40-13:40 午餐時間 

13:40-13:50 移動時間 

13:50-16:30 RPG遊戲 

16:30-17:00 小隊時間 

17:00-18:00 學長姐經驗分享 

18:00-19:00 晚餐時間 

19:10-21:40 夜間教育 

21:40-22:10 宵夜時間 

22:10- 點名就寢 
 

1/22(一) 

Day2 

時間 活動 

7:15-7:30 集合 

7:30-8:20 早操動起來 

8:20-9:00 早餐時間 

9:00-9:10 集合 

9:10-12:10 大地遊戲 

12:10-12:20 移動時間 

12:20-13:20 午餐時間 

13:20-13:50 
課程解說-A組 

蓮花賭場爭霸戰-B組 

13:50-14:00 移動時間 

14:00-14:30 
蓮花賭場爭霸戰-A組 

課程解說-B組 

14:30-14:40 休息時間 

14:40-15:20 團康遊戲 

15:20-15:30 移動時間 

15:30-16:00 小隊時間 

16:00-16:30 小隊彩排 

16:30-16:50 休息時間 

16:50-17:30 晚餐時間 

17:30-18:00 小隊進場 

18:00-21:50 晚會 

21:50-22:00 移動時間 

22:00-22:30 宵夜時間 

22:30- 點名就寢 
 

1/23(二) 

Day3 

時間 活動 

6:30-7:00 勞動教育 

7:00-7:30 收拾行李 

7:30-7:40 集合 

7:40-8:20 早操動起來 

8:20-9:00 早餐時間 

9:00-12:00 奪旗大戰 

12:00-13:00 午餐時間 

13:00-15:00 結業典禮 

15:00 歡送 
 

 

高餐希臘神話冬令營－丟「希」哩「臘」冬 Be Shy To 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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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報名表 

參加者姓名 
 (個人生活照) 

性 別          男     /     女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 
 

聯 絡 手 機  

E-MAIL 
 

監護人姓名 
 

監 護 人 關 係 
 

緊急聯絡手機 
 

住 家 電 話 
 

地 址 
 

飲 食 習 慣   葷□     素□ 營 服 尺 寸 S M L XL   

關於自己(高中生活、社團經驗及特殊經歷…等) 

 

 

 

 

 

 

 

 

 

 

 
(註:營服尺寸為正常版型，請圈選個人常穿的尺碼即可。) 

高餐希臘神話冬令營－丟「希」哩「臘」冬 Be Shy To 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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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老師推薦函 

學生姓名： 

就讀學校與科系：                         (以推薦二、三年級學生為佳) 

推薦老師： 

1. 平均學業成績(高一至高二，共四學期總平均)： 

□75~80分□80~85 分□85~90分□90分以上 

2. 受推薦學生下列單一學期學業成績是否佔全班排名前 15% 

□高一上學期□高一下學期□高二上學期□高二下學期 

註：主辦單位有依上述標準審核是否錄取之權利 

推薦理由: 

 

 

 

 

 

 

推薦教師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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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家長保證書 

立具結保證書人‚家長    茲具結保證敝子弟     

現就讀    學校  科  年級‚於中華民國 107

年 1月 21日起至 107年 1月 23日止‚共計 3天‚前往國立高

雄餐旅大學參加由休閒暨遊憩管理系所辦理之第八屆高餐希

臘神話冬令營 - 丟「希」哩「臘」冬 Be Shy To 休 !為期三天

兩夜的營隊活動‚保證敝子弟遵守一切規定‚並於結束時按時

返家絕不脫(離)隊、滯留在外‚如有違犯以上情事‚本人願負

法律一切責任‚且不殃及他人與學校‚更不以法律行為進行抗

辯‚特立此具結保證書以資為證。 

  此致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休閒暨遊憩管理系學會 

 

立具結保證書人(監護人):               (簽章)  

身份證字號: 

地址: 

電話: 

立具結保證書人(報名學生):             (簽章)  

身份證字號: 

地址: 

電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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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資訊 

搭火車 

 從高雄火車站轉搭 69 號公車，由火車站出發約 50 分達本校大門

邊博學路口，約 30 分一班車次。  

搭飛機 

 從高雄小港機場搭計程車車程約 8 分鐘抵達本校。 

搭捷運 

 至小港站 4 號出口下，再轉搭紅 1 號公車，約 5-10 分鐘抵達本

校，約 20 分一班車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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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位置圖 

 

 

※如有相關疑問請電洽負責人或至  

   http://www.nkuht.edu.tw/intro/super_pages.php?ID=intro4;  瀏覽本校交通資訊 

 

 

http://www.nkuht.edu.tw/intro/super_pages.php?ID=intro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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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傳海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