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0年 

 一、營隊日期：民國110年1月25日(一)至2月5日(五)（共兩週） 

 二、營隊時間：每天08:25~16:50 (住宿生則全日活動)  

 三、營隊對象：身心健康具有生活自理能力的一至六年級國小學生                    

 四、營隊地點：本校。校外教學活動則選擇適當地點 

 五、費    用：（一）學  費：除教師鐘點費外，含各種教材、戶外活動、 

                           午餐、點心…等費用 

              （二）住宿費：含夜間課程教師鐘點費、教材及校外活動費用； 

                           早、晚餐、宵夜及生活管理、洗衣費用…等 

身份別 營隊課程費用 備    註 

通勤生 9,800 1. 交通費：視距離遠近，另依校訂標準收取 
2. 住宿生的寢具、盥洗用具請自備，如由學校提供 

    寢具加收4,500元。 
3. 住宿生至多80人。 

住宿生 16,600 

課程設計理念： 
    探索教育有別於傳統講授式的教學，改以學習者為中心，透過活

動的直接體驗與感受，以情境模擬方式來引導學習。過程中尊重個別

學習差異，將學習自主權轉回給學習者本身。當學習者經歷一系列設

計好的活動，在活動中或活動過後經由老師的引導，透過活動裡發生

的事情去反思，然後產生學習，進而應用在現實的生活裡面。 

 

六、報名方式及截止日期：即日起至110年1月11日(一)止，請詳細填寫報名表， 

        傳真：03-9306697或回傳電子郵件至本校信箱： service@cdes.ilc.edu.tw ， 

        並請於110年1月11日(一)前完成繳費(每個班級招收32人，額滿時以完成繳費者優先) 

七、報名地點：中道雙語小學辦公室 (263宜蘭縣壯圍鄉中央路3段312巷7號) 

              電話：03-9306696分機166或167 

八、繳費方式：請擇其一辦理 

       ① ATM轉帳： (合作金庫／銀行別006／帳號-0130765850089)，收據註明學生姓名， 

            連同報名表傳真至學校並與本校人員聯繫。 

       ② 匯款繳費：(合作金庫／銀行別006／宜蘭分行0132／帳號-0130765850089， 

            戶名：中道學校財團法人)，匯款人請註明學生姓名，並與本校人員聯繫確認。 

       ③ 開立即期支票：抬頭請寫「中道學校財團法人」。 

九、退費規定： 

       ① 如因個人因素無法參加後續活動，需辦理退費時，請檢附證明，本校酌收成本 

            費用而按週以七折辦理(有診斷證明之病假可按日以七折退費)。 

       ② 如遇宜蘭縣政府宣布天災停課，不另行補課與退費。 



中道雙語小學近二年榮譽榜 

1 0 8學年度  
  1. 第12屆宜蘭縣青少年發明展國小農糧技術組第二名；全國競賽銅牌獎。 

  2. 109年度宜蘭縣科學展覽國小組生物科第二名暨探究精神獎與團隊合作獎。 

  3. 109年度宜蘭縣科學展覽國小組生活與應用科學(二)第三名。 

  4. 2019年印象蘭陽盃英語演說競賽國小組第一名和第三名。 

  5. 第22屆宜蘭縣台大校友盃英語演講比賽高年級組第一名、第二名；低年級組第三名。 

  6.劍橋主流英語認證 First Certificate in English (等同全民英檢高級) 共2人通過  
   劍橋主流英語認證 Preliminary English Test (等同全民英檢中級)  共1人通過 
   劍橋主流英語認證 Key English Test (等同全民英檢初級) 共21人通過  

  7. 109年溫世仁文教基金會全國中小學作文比賽宜蘭縣複賽，共12位同學獲獎。 

  8. 108年宜蘭縣語文競賽國小組國語朗讀第五名、國小組國語字音字形第六名。 

  9. 第13屆聯合盃全國作文大賽宜蘭區中年級組第五名、佳作8位。 

10. 108學年度宜蘭縣硬筆書法總決賽低年級組特優、甲等。 

11. 108學年度宜蘭縣硬筆書法比賽低年級組入選3位；中年級組入選1位。 

12. 108學年度全國美術比賽高年級繪畫類榮獲佳作；低年級繪畫類榮獲佳作。 

13. 108學年度宜蘭縣學生美術比賽 

      繪畫類低年級組 第一名、 第三名2位；高年級組第二名；平面設計類中年級組第二名； 

      繪畫類低年級組 佳作2位；中年級組 佳作4位；高年級組 佳作1位； 

      漫畫類高年級組 佳作1位；平面設計類高年級組 佳作1位；水墨類高年級組 佳作1位。 

14. 109年度第19屆宜蘭縣小青溪兒童美術比賽 

      中年級繪畫類第三名、入選3位；高年級繪畫類優選、入選3位；低年級繪畫類入選1位。 

15. 109年宜蘭市長盃足球錦標賽榮獲亞軍。 

16. 2019年全國學童盃足球錦標賽U11榮獲全國第五名。 

17. 108年壯圍鄉鄉長盃桌球錦標賽國小女生組亞軍、男生組殿軍。 

18. 2019年里拉傑人盃音樂大賽參加鋼琴(非音樂班)宜蘭區國小五年級組第二名、三年級組 

      第五名。  

1 0 9學年度 ~迄今  
 1. 2020年第二屆創意機器人挑戰賽-創意軌道競賽第三名、第五名、最佳團隊合作獎。 

 2. 2020年印象蘭陽盃英語演說競賽國小組第一名。 

 3. 109年宜蘭縣語文競賽國小組國語演說第三名、國語字音字形第四名。 

 4. 第14屆聯合盃全國作文大賽宜蘭區高年級組第一名、佳作5位；中年級組佳作8位。 

 5. 109學年度宜蘭縣學生美術比賽 

      漫畫類中年級組 第二名、佳作；繪畫類低年級 組佳作5位； 

      繪畫類中年級組 佳作2位；繪畫類高年級 組佳作1位。 

 6. 2020年里拉傑人盃音樂大賽參加鋼琴(非音樂班) 

       國小四年級組 第二名；國小二年級組 第三名； 

       國小五年級組 第三名；國小三年級組 第四名 

 7. 109學年度全國花式滑冰錦標賽兒童A女子組第三名。 

 8. 109年臺北市青年盃滑冰錦標賽U06女子組第一名。 



課程示例 

本校保留異動權 

110年「探索教育」兒童雙語冬令營課表示例 (1/25-2/5) 

 

 
星期一 

1/25、2/1
 

星期二 
1/26、2/2 

星期三 
1/27、2/3

 

星期四 
1/28、2/4

 

星期五 
1/29、2/5

 

08:25-08:55 
寒假作業 

與閱讀 

校外教學 

內容說明 

校外教學 

行前叮嚀 

寒假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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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遊戲 
(一~三年級) 

 

科學實作 
(四~六年級) 

情境數學 

G6數學精進 

(第二週) 

心理遊戲 

09:50-10:30 問題反思 

10:30-10:40 遊戲時間 遊戲時間 

10:40-11:20 
英語 

分組教學 

英語 

分組教學 

我歌我唱 
英語 

分組教學 11:25-12:00 自行車 

12:00-13:25 午餐 潔牙 午休 午餐 潔牙 午休 

13:25-14:05 
朗讀與表達 

G6語文精進 

書法創藝 

「牛」來運轉 

英語 

分組教學 
探索教育 

14:15-14:55 

14:55-15:20 點心時間 點心時間 

15:20-16:00 自行車 

舞蹈律動 

語文想像 
(中低年級) 

 

語文精進 
(高年級) 

探索教育 

16:10-16:50 我歌我唱 

17:00- 通勤生平安回家 

17:00-17:30 住宿生閱讀及生活指導 

17:30-18:40 晚餐 潔牙 

(第一週) 
團康遊戲 英語說唱 成語故事 閱影悅樂 溫暖的家 18:40-20:10 

(第二週) 
球類活動 益智桌遊 英語說唱 礁溪泡腳 

18:40-20:10 

20:10-20:25 宵夜點心  



110 年「探索教育」兒童雙語冬令營報名表暨同意書 

學生姓名 

Chinese Name 

(中) 
出生 

年月日 

  年  月  日 

（Y） （M） （D） 

性別 

Gender 

□男  □女 

（M） （F） 
(英) 

年 級 

Grade 

□一年級(Grade 1)   □二年級(Grade 2) 

□三年級(Grade 3)   □四年級(Grade 4) 

□五年級(Grade 5)   □六年級(Grade 6) 

身分證字號 

ID Number 
 

通訊地址 □□□ 

住宿需求 
□不住宿  □住宿(請於 1/24週日晚上 7~9點入住)  □須加購寢具(4,500元/套) 

(住宿生 1/24週日晚上 9點前報到及 2/5下午 4點半結訓返家皆務必由家長接送) 

交通車需求 
□家長自行接送 

□搭乘交通車，接送地點： 

目前就讀學校

Current School 

□本校生（Chung Dau Bilingual Elementary School ） 

□外校生            縣、市                   國民小學 

緊急聯絡人 

聯絡人 1 姓名:              關係:           電話: 

聯絡人 2 姓名:              關係:           電話: 

伙食 

Meal Choices 

使用學校營養餐點(三菜ㄧ湯附水果)：有機米、有機蔬菜及點心、宵夜(住宿生) 

□葷食 Regular meal    □素食 Vegetarian 

健康狀況

Healthy 

□良好    □尚可   □其他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若有特殊疾病及過敏項目請附醫生診斷證明，請務必事先告知。 

報名專線 (03) 930-6696 轉 166 或 167     傳真：(03) 930-6697 

 

 

 

活動須知、 

相關責任及 

家長簽章 

1. 本人同意子女參加「110年探索教育兒童雙語冬令營」活動，並叮囑孩子遵守 

   一切生活規範及注意行為舉止，接受輔導人員指導，以確保活動品質及安全。 

2. 為適應不可抗拒之因素，如天候變化，在不影響學生活動品質與安全考量下， 

   主辦單位得適時變更課程內容。 

3. 參加活動之學員無需攜帶貴重物品，如電動玩具、手機等 3C 產品及過多零用 

   錢，若發生毀損、遺失、借用糾紛等情事，主辦單位恕不負責。 

4. 所有學員在活動期間如有故意不遵守紀律或妨礙他人正常進行活動者，主辦單 

   位得取消學員參加活動，通知家長提早帶回，所餘課程以退費方式處理。 

5. 本活動須知已瞭解並同意配合。 

                  家長簽章：             
 
                             承辦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