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屆【環你一個夢】 

南台科技大學 

單車環島公益服務隊企劃書 

 

 

活動時間: 

103年 7月 19號~103年 8月 5號 

主辦單位： 

（一）南台科技大學  

協辦單位： 

(一)南台科技大學課外活動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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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活動源起: 

    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旅行即是一種生命體驗的成長，【環島】對於時

下大學生而言已經是一件很普遍的夢想，學生們勇於追逐夢想、壯遊台灣體驗旅

行的成長已成流行；但我們希望不只是要環島而已，而是要【帶著愛心去環島】，

賦予這趟環島之旅的意義，怎麼讓暑假更充實？怎麼讓一趟環島旅程更具有意

義？於是我們開始規畫這趟單車環島公益服務隊的計畫，【騎動夢想，從心出發】! 

  當城市小朋友們的童年回憶都變成了 3C產品，我們希望讓弱勢的孩子們手

上握的是一把口琴，一把充滿歡樂與夢想的音樂玩具。音樂具有療癒人心的力

量，我們期許自己能把音樂的感染力帶給這群弱勢孩童們，讓他們有機會接觸不

一樣的樂器，不一樣的世界，也可以讓參加這次活動的所有人，踏出自己的舒適

圈，去學會如何付出，而非如何去計較。 

  鑒於近年來環境污染的議題，我們決定在這趟服務之旅中提倡環保與愛護環

境的意識，以腳踏車的方式進行，創造一個低碳旅行，與近年來備受關注的環保

意識環環相扣，提倡騎腳踏車的健康生活，與減少汙染的旅行方式，用更貼近大

自然的方式去認識台灣，除此之外，這段旅程中我們將會進行淨灘的活動，減輕

各地區的垃圾汙染。 

 

貳、活動目的: 

一)彌補弱勢孩童的才藝學習。 

給予育幼院孩童口琴的教學並贈予，實際地讓他們擁有一個屬於自己的樂器，雖

然短短一日的教學但開啟了對音樂的興趣，日後可以隨時不停地練習，藉此加強

服務的延續性。 

二)清潔台灣環境與推廣環保概念 

至全台各地區整潔髒亂如:淨灘、資源回收...並拍攝紀錄影片，利用網路媒體

等，推廣環保意識與區域整潔概念。 

三)使參加團員了解台灣、體會服務、挑戰自我。 

由單車旅行台灣各地，了解各區域差距與體會服務的精神，並挑戰自我的極限。 

 

參、活動時間: 

103年 7月 19號~103年 8月 5號 ，18為期天的行程。 

 

肆、活動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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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臺灣以高雄為起始點，順時鐘方向往南進，搭乘火車與單車順著服務點環島一

圈，預計共 1１00公里。 

服務地點: 

港口溪出海口、旭海小學堂、台東縣私立海山扶兒家園、信望愛少年學園、七星

潭、桃園縣私立睦祥育幼院、高美濕地、仁愛之家、黃金海岸、美麗灣、普賢慈

善育幼院、彰化縣私立恩惠兒童及少年之家、彰化線西海岸、苗栗後龍海岸。 

伍、主辦單位： 

（一）南台科技大學  

陸、協辦單位： 

(一)南台科技大學課外活動組 

柒、參與對象： 

（一）追逐環島夢想實踐者。 

（二）勇於挑戰單車環島者。 

（三）關懷社會的高雄大學青年們。 

實際參加人數會依報名情況做適時修正，預計為 8人。 

捌、服務對象： 

（一）各個定點當地的育幼院弱勢孩童（年齡約在７～１２歲之間）。 

（二）各個定點少年之家的中輟學生等（年齡年層約１２～１5歲）。 

（三）偏鄉部落弱勢族群們。 

（備註）服務單位： 

(a)宜蘭 :普賢慈善育幼院 

   地點 :宜蘭縣冬山鄉 269得安村大埤二路 189巷 36號 

   電話 : (03)951-4652 

(b)桃園：桃園縣私立睦祥育幼院 

   地址：桃園縣大園鄉竹圍村成功街 53巷 2號 

   電話： 03-3935757  

(d)花蓮：信望愛少年學園 

   地址 :花蓮縣光復鄉大興村民族街 2號 

   電話：03- 8700046 

(e)台東：台東縣私立海山扶兒家園 

   地址：950台東市中正路 92號  

   電話：089-318699  

(f)屏東 : 旭海小學堂 

   地址 : 屏東縣牡丹鄉旭海村旭海路 95-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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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 : 08-883-0898 

(g)彰化 : 彰化縣私立恩惠兒童及少年之家  

   地點 : 彰化縣芳苑鄉新寶村永豐巷 1號 

   電話 : 04-8933544 

玖、活動內容： 

一)口琴教學課程:贈與孩童口琴，在短時間內使孩童學會吹奏基本音階，與基本

世界名曲<小星星>，並給予更多歌曲的樂譜，使之後可以自行學習，活動尾聲會

由團隊表演幾首歌曲使小朋友萌生興趣。 

二)單車環島:由高雄開始一路騎單車環繞全台灣，使參與志工認識台灣這美麗的

島嶼，增加在地的認同感。 

三)淨灘:查詢全台各地髒亂之沙攤，由高雄開始逆時針環台至各個點進行清理，

並在該地區進行拍照與該地遊客拍攝紀錄片。 

四)活動紀錄片拍攝:在活動過程中拍攝淨灘時的影片與口琴教學時的影片，並加

入環保議題與民眾的訪談，日後以此在參加績優團隊競賽，再藉由網路宣傳推廣

低碳服務單車旅行。 

拾、活動分工與執行： 

(一) 活動分工: 

a. 選出此次活動總副召、活動部、公關部、美宣部、文書部、器材部、攝影部。 

b. 總召必需在 6月前向各個服務單位（包含育幼院、少年之家等）聯絡，說明

我們此次活動細部目的與行程，和並且跟校方單位告知活動執行企劃以及規

畫內容執行的可行性，並且與腳特車租借行和贊助商單位接洽完畢，以及整

體所需的花費規畫與帳務執行等。 

c. 副召工作職責為規畫好旅遊地點、旅程規劃、保險等生活要項，包括深度旅

遊的偏鄉部落，接洽以及評估服務內容，和想關懷的議題要做的服務項目，

舉例深度旅遊的地方鄉土特色以及需注意的當地所忌諱或者禁止的注意事項

等等。  

d. 活動部必需規劃到定點的教案內容，以供希望種籽各個參加者確實的執行，

事先先排練過以及預設可能會發生的問題，愛心演出的表演內容和總召接洽

的服務時間做好配合規畫分配每個活動的時間，課程執行前務必要確定每個

參加者都全盤了解，以及驗收所有活動或是表演的內容是否有任何問題。 

e. 公關部必需在募款贊助擔任總執行的角色，可以拉贊助的方式募款，或是會

投寫企劃書申請補助。公關部必需要向其它社團接洽希望種籽之外的社團是

否參與，參與名單志工愈早出來愈好，以便活動部安排表演及課程。 

f. 器材部必需清點每天用的器材，製作活動器材清單，活動前後清點歸位，在

上火車前後包括公共行李寄送前後一樣作清點，以及安排規劃的活動與表演

DocuSign Envelope ID: 41A35C18-68B5-40E3-9CC9-F584D8EFCE84

http://maps.google.com.tw/maps?hl=zh-TW&tab=wl


所需之器材。 

g. 美宣部必需繪製出隊前所需要的教案道具等等，確定活動布條或是宣傳海

報、環島制服，並且協助表演及製作感謝狀或是要給孩童們的禮物。 

h. 文書部必須製作所需要的問卷，並且確實落實討論每個問題的執行性與意義

性，並在每天環島的晚上統計所有調查到的問卷內容 KEY IN成電子資料，並

於事後統計所有的資料作分析量表討論。 

i. 攝影部工作為全程記錄 19天下來的所有活動以及環島的行程，拍攝紀錄片的

方式，保管所有的攝影設備並且出隊前需先行研究好攝影設備的使用跟技

巧，保管跟維護，記憶卡不足的部分必須要定時注意並且傳輸到大隨身碟作

資料保存，也負責事後紀錄片的編輯與製作。 

j. 以上所排出來的工作不用侷限一個部門或是一個幹部，只要參與的成員都有

義務互相幫忙。 

(二)活動細流: 

口琴課程（共兩小時） 

     部門 

時間 

總副召 

（台上主講師） 

公關 文書 器材 美宣 攝影 

到達目的前 與機構接洽   將口琴寄到該

服務點 

  

到達目的地

至課程開始

前 

   架設擴音設備

與投影機 

貼教學海報 開始 

攝影 

課程第一小

時 

教導基本音階 指導小朋

友 

指導小

朋友 

場控 指導小朋友 攝影 

課程第二小

時 

教導吹奏 

<小星星> 

指導小朋

友 

指導小

朋友 

場控 指導小朋友 攝影 

課程結束 收拾場地 收拾場地 發放學

習單 

收拾場地 收拾場地 攝影 

 

淨灘活動（共兩小時） 

   部門 

時間 

總副召 公關 文書 器材 美宣 攝影 

到達地點

服務前 

場地勘查 場地勘查 場地勘查 準備淨灘

器材 

場地勘查 攝影 

服務第一

小時 

撿拾垃圾 撿拾垃圾 撿拾垃圾 撿拾垃圾 撿拾垃圾 攝影 

服務第二

小時 

收集垃圾

並分類 

收集垃圾

並分類 

收集垃圾

並分類 

收集垃圾

並分類 

收集垃圾

並分類 

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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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階段 時間地點 內容概述 

 

第一階段 

（籌備接洽） 

  

103年 

4～6月 

 

●接洽各服務定地的育幼院，少年之家，等等 

●規劃不同年紀、背景的受服務對象的課程教案，活動

所需要的器具與思考是否與是該受服務單位所需要的

服務內容，課程是否恰當以及意義性延續性等等。 

●環島事前的交通規劃以及火車票查詢與訂票、腳踏車

租借保養，行李器材準備等等。 

●所有要帶的課程內容包括的表演音樂性質的表演務

必要再出隊前籌備完全，並且驗收。 

第二階段 

（體能訓練） 

  

 

  

103年 

 2～7月 

 

  

●於 10３年４月開始做體能訓練 

●單車訓練校園的路程以 10、25、50公里依序持續練

習訓練。 

●預計於 10３年 6月 23日進行公路訓練。 

●於 10３年 7月初在每周六、日早上至下午為期 3個月

單車公路訓練。 

●方式為漸進式訓練，為單車準備所需的裝備、安全規

定及 50公里、100公里、150公里的公路訓練，以

達到參與公路訓練人員的體力、耐力及互相幫忙溝

通協助的能力。 

第三階段 

（計畫執行） 

 

 

103年 

 

7月 19號～ 

8月號 

●10３年暑假 07月 08日(一)至 07月 29日(一)展開為

期二十一天之單車環島之旅。在旅途中每天都是不同 

的學習，拓展新視野，21天的超速體能考驗即將開始，

再一次經歷新奇的 21天外地生活，相信不可能中的可

能就從這一刻開始，交通方式各大城市之間會以火車

為交通工具，到站後再下火車用鐵馬定點騎的方式，

需要騎腳踏車的地方會在花東台 9線，行李會用包裹

寄運的方式到下一站；為了我們的環島夢想，一群熱

血青年要開始展開這趟旅程! 

●與各定點接洽的育幼院，少年之家、啟智中心服務等

服務單位做公益服務 

●所以參與的夥伴每天都要寫服務反思日誌（統一規

格），目的是紀錄今日的所見所聞、經歷以及成長，也

記錄每天服務或是旅行中遇到的問題等等。 

第四階段 

（反思分享） 

102年 

8月～9月 

●環島回到高雄之後召開檢討會，反思這一趟旅程下來

遇到的任何問題，可能是天氣交通或是與人之間溝通

的問題等等，並且整理收集回來的田園調查數據資

(三)計畫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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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反思日誌等，彙整之後反思這趟旅程是否達到預

期想要的效益，評估得到的結果、對社會真正的影響，

進而檢討下一次要辦單車環島服務隊要如何改善這些

問題。 

●單車環島公益服務隊成果發表會： 

預計在 9月開學後會在學校舉辦環島成果發表會，透

過公開的方式先在學校進行，先讓全校的師生知道們

我們我們這群人暑假時所作的事情，一來分享經驗所

得和服務的成效，二來也激發更多人明年也能從事環

島公益服務，讓這個有意義的活動可以傳承下去。也

引發更多人學習效法。 

●我們有機會秀出自己歷經 21天豐碩的成果，整理好

自己的心情，上台分享單車環島過程與經驗，使更多

的人參與了解並認同孩子在環島過程中的進步與改

變，給予被服務的的孩子有更多的肯定與自信，因為

我們的愛讓這群孩子成長的更茁壯，支持與鼓勵是我

們最大的收穫。後續能讓孩子們持續努力保持當下的

感動與初衷為對夢想的承諾而持續努力！ 

●最後我們相信將成長的體驗帶回 生命的旅程繼續向

前邁進，關懷生命及感恩社會，增進活動成效的延續

性。藉由成果發表及檢討，接受他人的欣賞、建議與

回饋，孩子有更多的空間學習肯定自我與接納他人的

能力，讓生命在有限的時光國度裡，盡情的揮攦，留

下有意義的人生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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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壹、環島行程： 

（一）總行程:103年 7月 19日至 103年 8月日 

 

（二）環島安全措施： 

天 數 日 期   起始點----------------起迄點 大約公里數 

籌備期 7/18 台南腳踏車步道(服務點:安平海灘) 30km 

第 1天  7/19 高雄大學-恆春 106km  

第 2天  7/20 
  恆春-旭海(服務點:港口灣、旭海小學

堂) 
50km 

第 3天  7/21   旭海-台東金崙 50km 

第 4天  7/22 
  台東金崙-台東市(服務點:台東市海山

扶兒家園) 
38km 

第 5天  7/23   台東市-台東寧埔(服務點:美麗灣) 70km 

第 6天  7/24   台東寧埔-花蓮縣光復鄉 70km 

第 7天  7/25 
  花蓮縣光復-花蓮市(服務點:信望愛少

年學園) 
50km 

第 8天  7/26 
  花蓮市-蘇澳(搭火車)-宜蘭普賢慈善

育幼院(服務點:七星潭) 
50km 

第 9天  7/27 
  普賢慈善育幼院-福隆(服務點:普賢慈

善育幼院) 
70km 

第 10天  7/28   福隆-新北市 70km 

第 11天  7/29   新北市-台北市 70km 

第 12天  7/30 
  台北市-桃園縣大園鄉竹圍村(服務點:

睦祥育幼院) 
40km 

第 13天  7/31   桃園縣-苗栗後龍鎮 90km 

第 14天  8/1   苗栗後龍-台中高美濕地 50km 

第 15天  8/2 
  台中高美濕地-彰化芳苑鄉新寶村(服

務點:高美濕地) 
40km 

第 16天  8/3 
  彰化芳苑鄉-雲林(服務點:恩惠兒童及

少年之家) 
30km 

第 17天  8/4   雲林-台南 70km 

第 18天  8/5   台南-南台科技大學 60km 

                      共計 18天 

備註:以上公里數 

概括性估計，實際 

路段適狀況予以調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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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車環島隨時都可能會有意外發生，為了能夠輕鬆自如，平安回家，除了自

身的訓練，身心狀況達到一定的強度之外，週詳的規劃以防突發狀況也是相當重

要的環節，一絲不苟按部就班地執行各項步驟與安全措施，尤以出發前的暖身與

抵達目的地後的收操運動，配合環島歌曲，有如軍中出操一般，在消除當日的疲

勞或減低運動傷害，所以行程中未曾有任何酸痛不適。各地點也都有連繫夥伴們

最為緊急的後勤工作人員支援，作為保母車的功用而無後顧之憂。 

  譬如每到休息站或目的地，就會先行檢查胎壓，以確保每一輛單車都在正常

狀況；還會分配人手，沿途採買補給品，或是分段休息，讓夥伴們有充沛的體力， 

  如遇緊急突發狀況，單車出問題，也有先行採買好補胎劑、板手等等緊急維

修設備隨身攜帶，出隊也也會確定所有安全設備的齊全，安全帽、護溪等等防護

設備，單車所租借的捷安特公司在全台各點也都有維修門市，也會連絡門市維修

人員第一時間為休，以應付突發狀況。 

  旅途中若遇到隊員們有身體不適的情況也會隨時停下來作休息，也有準備隨

身的醫護箱，可以緊急處理包括抽筋、拉傷、蚊蟲叮咬、皮肉傷的情形，此外每

到定點也會先確認所有隊員的身體狀況，中途休息吃點心及午餐前，雙手必須先

用稀釋酒精消毒，確保每位夥伴的飲食安全，隊員們如有患任何疾病會立刻緊急

就醫，請各點的後援工作人員幫忙協助，以便繼續這趟單車公益服務環島行程。 

  如遇到下雨或是颱風等天災，若雨勢較小也會有雨備先行定點尋找可紮營的

地方，前往附近國小學校等單位，設備也會也會有防雨套來保護，若遇到颱風則

只能選擇暫時避難，延期活動等到官方警報結束之後再繼續旅程，一切皆以安全

為第一最高考量。 

地點:苗栗 

淨灘服務: 

苗栗後龍海岸 

 

起點終點:台南 

淨灘服務: 

安平 

地點:花蓮 

教學服務: 

信望愛少年學園 

淨灘服務: 

七星潭 

 
地點:台東 

教學服務: 

海山扶兒家園 

淨灘服務:美麗灣 

 

地點: 宜蘭 

教學服務:  

普賢慈善育幼院 

 

地點:屏東 

教學服務: 

旭海小學堂 

淨灘服務:港口灣 

 

地點:彰化 

教學服務: 

恩惠兒童及少年之家  

 

 

地點:桃園 

教學服務: 

桃園睦祥育幼院 

 

地點:台中 

淨灘服務: 

高美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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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貳、預期效益: 

(一) 各定點受服務的當地弱勢孩童、能因為我們的服務而學會一技之長、並且

啟發對生涯規劃、自我肯定，提升短期服務的的價值以及延續性，口袋拿

出來的東西不再是 3C產品，而是充滿希望的一把口琴。 

(二) 透過深度旅遊的方式體驗、關懷、了解那些偏鄉部落，藉以反思自身的價

值，反應出台灣的現代的城鄉差距所造成相關現象，進而激勵當下的社會

更正視這些問題關懷弱勢、消弭存在於相對落後地區的先天不公平的差

距。 

(三)我們要還的夢不只是對我們自我的突破與成長，也不僅是開拓孩子生命視

野，啟發孩子對生命的態度、對萬物的欣賞及感激的心態，更是一個更大

格局的延伸，是台灣的整體社會的提升，共創一個更好的台灣新世代！ 

(四)期望每位參與這次環島計畫的人能有不同的體驗，並感受生命就像單車的車

輪一樣，轉動著的同時亦轉著我們的希望與感動，有夢最美、希望相隨！ 

(五)透過這次環島公益服務隊，激發更多人明年也能從事環島公益服務，讓這個

有意義的活動可以傳承下去，引發更多人學習效法，讓這份愛與溫情延續

不滅。 

(六)希望環島的每一站育幼院服務過後,我們都會寫日記以及把其他地方孩子的

故事,透過明信片或 FB與高雄的這些孩子分享.並且完成環島服務隊之

後，高雄後會再回到高雄育幼院與孩子分享一路所見所聞，也啟發他們夢

想，讓孩子心中種下一個服務的種籽，希望服務可以感染，讓愛遠永傳下

一代。 

拾參、器材清單: 

可依個人需求增減，行李應掌握「簡單、輕質、實用」三原則 

※行李打包小技巧 

1.所有物品請務必先用塑膠袋裝袋，避免下雨時淋濕。 

2.行李的內容應以實用與重量同步考慮，行李的重量會影響整體單車的行進   

  速度，需輕量化。 

3.盡量以一項物品具有多種功能，可減輕行李的重量。 

4.放置於馬鞍袋中的物品，可依經常使用或常用區分，便於途中方便拿取。 

5.雙邊馬鞍袋的重量應平均，放置物品將重的放下方，輕的放上方。 

6.衣物盡量是快乾排汗的材質，便於換洗。 

7.單車維修工具另置於坐墊下的工具包便於取用 

8.車前袋的功能可放地圖或相關緊急連絡的文件 

9.雙肩背包不宜過重，增加背部及腰部的負荷，身體過度疲勞。 

10.電子器材用品的使用應避免撞擊而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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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單車器材 

□ 單車□ 安全帽□ 手套□ 水壺（架）□ 碼表□ 車前燈□ 車尾燈 

□ 車鎖□ 貨架□ 後照鏡□ 馬鞍袋□ 車前袋□ 工具包□ 小型打氣筒 

□ 備內胎□ 補胎包□ 六角板手□ 活動板手□ 車衣□ 車褲□ 車鞋 

□ 襪子□ 風（雨）衣□ 袖套（褲套）□ 防水拉鍊袋□ 分區地圖□ 螺絲起子 

二、生活用品 

□ 盥洗用具□ 換洗衣物□ 禦寒衣物□ 毛巾衛生紙□ 塑膠袋□ 洗衣粉 

□ 個人用藥□ 腸胃藥□ 感冒藥□ 蚊蟲藥□ 酸痛劑□ 個人餐（鍋）具 

□ 汽化爐□ 瓦斯□ 頭燈□ 瑞士刀□ 行動糧或零食□ 拖（涼）鞋 

□ 運動鞋□ 太陽眼鏡□ 帽子□ 手錶□ 伸縮繩□ 帳棚□ 睡袋（墊） 

□ 防曬用品□ 曬衣夾 

  

三、旅行文件 

□健保卡□ 身分證□ 親友電話表□ 緊急連絡電話□ 旅遊平安保險 

□ 單車保養點資料□ 住宿連絡表□ 筆及筆記本□ 電話卡 

□ 旅遊景點（資訊）□ 收支紀錄表□ 行程表□ 環島日誌□ 個人書籍 

□ 家人照片□ 指北針□ 錢包□ 提款卡□ 隨身聽□ 電腦□ 充電器、電線 

□ 相機、記憶卡□ 手機、sin卡□ 備用電池□ 訪友伴手禮 

□ 個人雙肩背包□ 童軍繩 

 

 

四、教案器材 

□打氣筒□火棍 □ 螢光棒 □ 汽油 □ 毛巾 □火球 □童軍繩 □造型氣球 

□筆電 □大隨身碟 □V8 □攝影機 □腳架 □ 攝影機記憶卡 □ 傳輸線 □ 

隨身資料夾 □小型音箱 □吉他 □沙沙 □調音器 □倚調夾 □ 口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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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肆、經費預算表： 

 

※經費說明: 

(一)單車租借費: 

舉例:捷安特腳特車出租  1台 5000  x4   

旅行車長時間租賃辦法( 適用 3天以上租賃) 

麻吉車種 建議售價 
前三日 

總費用 

第四日後,  

每加一日加

  

  

編號 款項 項目 單價 單位 數量 小計 備註 

01  單車租借費  單車及配備   5,000 一趟 10人 50,000    備註明細說明 

02  餐費  三餐    200 18天 10人   36,000   備註明細說明 

03  住宿費  住宿    500 18天 10人 90,000   備註行程細節 

04 器材維修費 
 自行車及 

 器材維修 
   1500 一趟 10人    15,000  

 補胎劑打氣筒

角特車維修等 

05  服裝費  環島制服    300 件 10人 3,000   
 設計費+ 

團服製作費 

06  運貨費  口琴 80 箱 6箱 480  備註明細說明 

07  運輸交通費 火車票費 258  一趟 10人 2,580  備註明細說明 

08  醫護費 隨身醫療設備    500 一趟 10人     2,500 
醫療箱，防曬、

防蚊、痠痛劑等  

09  保險  旅行平安險     36 19天 10人 6,840     

18天活動-身故

500萬，醫療 2

萬 

10  教案費 
 教案道具、影

印、講義等 
10,000 一趟  1次     10,000 

拾伍、器材教案

為清單 

11  教案禮品  口琴 250 支 
100

人 
25,000 

育幼院孩童總人

數約為 100人 

1 風險管理費  備用金 5,000 一趟  1次   5,000 

逢天氣及特殊狀

況應變、緊急住

宿及路線調整 

11 雜資 旅遊必備用品 1000 一次 10人 10,000 
拾伍、器材生活

用品為清單 

總預算 金額為：256400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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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 

CRX 2 
$19,800 $1,200 $200 

  

Great Journey 1   

(二)行李託運費明細: 

(三)寄件明細: 

普通資費 (客戶到郵局窗口交寄以重量計算)94年 10月 25日起實施 臺字第 35號 

計費標準 掛號包裹 

 

5公斤內 5~10公斤 10~15公斤 15~20公斤 

  台灣本島同縣市

內互寄 

  台北—基隆互寄 

  各外島島內互寄 

70 90 110 135 

  台灣本島 不同

縣市互寄（包含南

沙、東沙群島） 

80 100 120 145 

  台灣本島、澎湖 

  金門、馬祖 

  東引、烏坵 

  綠島、蘭嶼、琉

球 

100 125 150 180 

 

 (四)餐費明細: 

早餐一餐估算 30 元、午餐 50元、晚餐 50元、水 20、其他伙食開銷 50元 

拾伍、連絡方式： 

總召:洪健耀 –台南科技大學 管理資訊學系 

TEL:0955519961    

副召: 陳韋旭-國立高雄大學化學電機工程學系 

TEL:0919139608   

里  程   1－300 公里 301－600 公

里 

601 公里以上 

費率 (重量每十

公斤) 

未含稅 26.00元 35.00元 42.00元 

含 稅 27.00元 37.00元 44.00元 

DocuSign Envelope ID: 41A35C18-68B5-40E3-9CC9-F584D8EFCE84


		2017-11-22T08:04:50-0800
	DocuSign, Inc.
	Digitally verifiable PDF exported from www.docusig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