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桃園市私立漢英高級中學 【漢英冬令營】 實施辦法 
Hanyin Winter Day Camp 

一、主旨：本校舉辦冬令營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將本校的優異資源及師資、設備分享給各國中、小學孩子們； 

          讓同學們能利用寒假課餘的時間參與有意義的活動，不僅遠離 3C產品，更讓孩子能擁有一個 

          多采多姿的寒假假期。 

          就像本校自然科學社團在今年度美國匹茲堡、英國倫敦發明展榮獲了多面金牌，因此在科學營 

          隊的課程中，我們請到原本獲獎的團隊師資來指導我們的學員；還有本校原本就擁有多位外籍 

          老師，所以英語營隊課程就請這些外師來啟發孩子學習英文的興趣；當然今年度本校的籃球隊 

          也打進了 HBL 的前 16強，在籃球營隊我們邀請到本校的教練也是前職籃選手來帶領同學在籃球 

          技巧上的學習。 

          舉辦營隊最終的目就是希望能給我們孩子一個有意義的寒假假期，讓今年的寒假過的不一樣!! 

 

二、指導單位：中華未來領袖育成協會 

    主辦單位：桃園市私立漢英高級中學 

    協辦單位：漢龍國際探索營地 

 

三、營隊類別：科學營、英語營、籃球營 

 

四、營隊梯次：第一梯次-2016年 1月 21日(四)~1月 23日(六) 共計三天二夜 

              第二梯次-2016年 1月 25日(一)~1月 27日(三) 共計三天二夜 

 

五、活動時間：每天早上 8:00~下午 4:00 

 

六、報名期間：105 年 1 月 4 日~1 月 18 日截止 

 

七、参加資格：各國小四年級~六年級、各國中一年級~二年級學生均可報名參加。 

 

八、營隊費用：□科學營費用-新台幣 3,800元 

              □英語營費用-新台幣 3,500元 

              □籃球營費用-新台幣 3,200元 

 

九、費用包括：課程費用、師資費用、材料費用、午餐費用、保險費用、雜費等。(交通接送自理) 

 

十、報名異動：為維持營隊辦理品質，完成報名及繳費手續後，因故需要取消者，請向本校教務處 

              領取退費申請表，辦理退費手續，費用於營隊活動結束後退費。退費規定如下： 

              (一) 營隊活動開始前申請，可全額退費。 

              (二) 營隊活動開始(含當天)，將無法退還費用。 

              (三) 若報名人數未達預計招收人數，此營隊將無法成行。所有費用將退還家長。 

 

十一、繳費方式：(一) 現金繳費-直接到本校繳交 

        (二) 匯款轉帳-銀行:台中銀行復興分行   帳號:147-22-0001995 

                              戶名:漢龍國際事業有限公司 



十二、營隊介紹： 

 

      <科學營> 

       一、活動主旨： 

           (一) 提供各項實驗讓同學認識科學的內容及未來發展，進而對科學產生興趣。 

           (二) 藉生物、物理、化學活動設計並親自體驗學習，增進對科學進一步了解。 

           (三) 藉此寓教於樂的活動，以促進學員彼此間情誼及自我學習成長機會。 

       二、師資團隊：由台灣創意發明王-蔡彥欣博士領軍的科學團隊親自任教 

       三、活動梯隊：第一梯次-1月21日(四)~1月23日(六) 

                     第一梯次-1月25日(一)~1月27日(三) 

       四、適合年齡：國小四年級~國中二年級同學 

       五、營隊費用：3,800 元。 

       六、教學場地：漢英高中自然科實驗教室 

       七、課程規劃： 

時間 活動內容 

8:00 學員報到 進班點名 進班點名 

8:30~9:00 始業式/分組時間 相見歡/益智問答 相見歡/益智問答 

9:00~12:00 

<生物實驗> 

1.植物內水份的運輸 

2.蜂蜜的檢驗- 

  你買的是純蜂蜜嗎? 

<物理實驗> 

1.單擺與週期- 

  奇妙的鐘擺 

2.減壓蒸餾- 

  越冷越冒泡 

<化學實驗> 

1.食品科學- 

  自製彈珠汽水 

2.認識氣壓- 

  誰把鋁罐壓扁了 

12:00~13:30 補充能源 

13:30~15:00 

<物理實驗> 

電學的應用 

-自製震動檢驗器 

<化學實驗> 

1.氧化還原- 

  煉金師的夢 

<生物實驗> 

1.鬥魚習性觀察- 

  武林盟主爭霸戰 

2.科學試題大賽- 

  狀元大追擊 

15:00~16:00 推理訓練 推理訓練 成果驗收 

16:00~ 下課放學返家 

備註:活動內容將視當天天候及參加人數做調整 

       八、注意事項： 

           (一) 請攜帶文具、筆記本、健保卡等。 

           (二) 請穿著休閒服裝，營隊期間請勿缺席、曠課，以維護研習品質與掌握同學安全。 

           (三) 全程參與之同學，研習完畢將頒發研習證明書。 

           (四) 歡迎同學攜帶相機紀錄活動。 

 

       九、預期效益 

           (一) 提早培養同學對生物、物理、化學等學科的學習能力。 

           (二) 引發學生對科學的興趣，從實驗中領略自然科學的奧妙。 

 



      <英語營> 
       一、活動主旨： 

           利用寒假期間，以多元活潑之方式，帶領學生在漢英高中雙語環境中學習英語， 

           以主題式的活潑方式，再搭配外籍老師專業的授課模式，並加強口語訓練，讓同學 

           在營隊期間有更多開口說英語的機會。 

       二、師資團隊：由加拿大教育局派遣外籍老師團隊親自任教 

       三、活動梯隊：第一梯次-1月21日(四)~1月23日(六) 

                     第一梯次-1月25日(一)~1月27日(三) 

       四、適合年齡：國小四年級~國中二年級同學 

       五、營隊費用：3,500 元。 

       六、教學場地：漢英高中英語科教室+戶外活動場+多功能體育館 

       七、實施內容： 

           (一) 全程由加拿大教育局派遣外籍老師授課，並有助教加以隨班輔導。 

           (二) 使用國外上課模式及教材，模擬國外真實上課。 

           (三) 主題式教學，讓學生有系統有效率的學習 

           (四) 設立不同情境環境，使學生自然而然脫口說英語。 

       八、預期效益： 

           (一) 藉由親近英語，使學生了解英語與日常生活是密不可分的。 

           (二) 讓學生體認處處英語、處處生活，而不再排斥英語。 

       九、注意事項： 

           (一) 請攜帶文具、筆記本、健保卡等。 

           (二) 請穿著休閒服裝，營隊期間請勿缺席、曠課，以維護研習品質與掌握同學安全。 

           (三) 全程參與之同學，研習完畢將頒發研習證明書。 

       十、活動課表： 

時間 活動內容 

8:00 學員報到 進班點名 進班點名 

8:30~9:00 始業式/分組測驗 相見歡/益智問答 相見歡/益智問答 

9:00~12:00 

ESL面對面 
放假囉!- 

做個有趣的好計劃 
會話時間 

ESL面對面 
不想窩在家裡- 

適合冬天戶外活動 
會話時間 

ESL面對面 
大家說恭喜- 

全球一起過新年 
會話時間 

12:00~13:30 營養又健康 

13:30~15:00 
PA玩英語 
破冰遊戲- 

心手相連暖呼呼 

PA玩英語 
終極密碼- 

我猜你記 齊通關 

PA玩英語 
飛盤高爾夫- 

環遊世界來接力 

15:00~16:00 
有可能的任務 

你死我活填字遊戲 
有可能的任務 

零秒出手樂樂棒球 
成果驗收 

16:00~ 下課放學返家 

備註:活動內容將視當天天候及參加人數做調整 



      <籃球營> 
       一、活動主旨： 

           (一) 推廣籃球運動，並使同學認識籃球 。 

           (二) 安排同學休閒活動，培養正確休閒觀念。 

           (三) 養成良好運動習慣。 

           (四) 充實學生寒假生活。 

           (五) 培養正確運動健康概念。 

       二、師資團隊：由前職籃選手-翁振剛教練率領籃球團隊親自任教 

                     漢英戰神-曾詠嘉同學擔任助教 

       三、活動梯隊：第一梯次-1月21日(四)~1月23日(六) 

                     第一梯次-1月25日(一)~1月27日(三) 

       四、適合年齡：國小四年級~國中二年級同學，具備投籃、上籃、運球等基本能力 

       五、營隊費用：3,200 元。 

       六、教學場地：漢英高中室內多功能體育館及戶外籃球場 

       七、活動課表： 

時間 活動內容 

8:00 學員報到 學員簽到點名 學員簽到點名 

8:30~9:00 熱身時間 熱身時間 熱身時間 

9:00~12:00 
基礎培訓 

1.運動安全與籃球規則 
2.運球與傳球 

基礎培訓 
1.超詳盡動作分解 
2.上籃與投籃 

基礎培訓 
1.求勝心切戰術分析 
2.防守與卡位 

12:00~13:00 充電時間 

13:00~15:00 
實戰運用 

1.運球過人 
2.分組進攻 

實戰運用 
1.多打多 
2.攻守轉換 

實戰運用 
1.區域防守  2.盯人防守 
3.籃板技巧 

15:00~16:00 
就是愛比賽 
半場三對三 

就是愛比賽 
全場三對三 

就是愛比賽 
全場五對五 

16:00~ 下課放學返家 

備註:活動內容將視當天天候及參加人數做調整 

       八、預期效益： 

           從活動中學到籃球的攻防技巧、基本技術、團隊精神、運動道德、認識朋友並擴展 

           生活領域、培養良好的人際關係。 

       九、注意事項： 

           (一) 請攜帶運動服裝、健保卡等。 

           (二) 請穿著休閒服裝(換裝用)，營隊期間請勿缺席、曠課，以維護研習品質與掌握 

                同學安全。 

           (三) 全程參與之同學，研習完畢將頒發研習證明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