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火車大富翁 

愛盲基金會夏令營 

你知道什麼是鐵路縱貫線嗎? 

山線、海線、支線傻傻分不清楚? 

日常搭乘公車或捷運通勤上下學的你 

火車是不是熟悉又陌生呢? 

這次活動讓你運用火車從北闖到南 

準備好出發一起去探險了嗎? 

火車大富翁，等你來報名! 

 

1. 活動日期：7 月 6 日至 7 月 10 日，7 月 6 日為行前課程，7 月 7 日至

7月 10 日為夏令營，報名同學須全程參加。 

2. 活動地點：台灣西部地區，台北到高雄。 

3. 集合時間與地點： 

(1) 行前課程：7月 6日早上 8點 50 分於本會大會議室集合。 

(2) 營隊始業式：7月 7日早上 8點於本會大會議室集合。 

4. 結束時間與地點：預計於 7 月 10 日下午 4 點 30 分於台北車站東三門

解散。 

5. 活動方式：從台北車站出發，透過擲骰子前往設有任務關卡的城市，

搭乘火車及搭配其他大眾運輸工具闖關，活動過程中小組需獨立規劃

交通路線，並全程同心協力完成任務。 

6. 活動津貼：住宿(含早餐)為本會提供，並給予活動津貼，用於支付交

通、活動任務及午晚餐等費用。 

7. 完賽獎勵：活動採取完賽機制，四天都按照規定完成賽程後，每人均

可獲得禮品組。 

8. 招生對象： 

(1) 領有視覺障礙證明之全台高中、大學生，可單獨報名，也可組隊報

名，每組最多四人，錄取後未滿四人的組別將由本會隨機組隊。 

(2) 預計招收 3-4 組，未滿 3組不辦理活動。 

9. 招生期間：即日起至 4月 29 日，額滿為止。 

10. 報名方式： 

(1) 單獨報名者：需繳交一份個人報名表。 

(2) 團隊報名者：每隊須繳交一份團體報名表，另外每位學員需各別

填寫一份個人報名表。 

(3) 欲報名之未滿 20 歲學員，請填寫報名表時，務必由家屬協助簽署

未成年家長同意書，始能報名活動。 



(4) 報名表填寫完成後，請利用電子郵件、傳真、郵寄或是至本會等方

式繳交，並來電確認是否收到您的報名表。本會將擇優錄取，請等

候電話通知。 

11. 活動規範： 

(1) 為鼓勵學員能全程參與四天之活動，費用完全免費，僅暫收保證

金每人一千元，錄取後請於一週內完成繳款，保證金於全程參與

活動後發還。 

(2) 活動中途缺席或退賽者，恕不退費，費用將轉為捐款用途，並開立

捐款收據，且不得領取完賽獎勵。 

12. 繳交方式：接獲本會錄取通知後，可選擇親自至本會繳款或匯款，請

於一週內(含週末)完成繳費手續，即完成錄取程序。 

13. 防疫措施： 

(1) 因應疫情，活動搭乘大眾運輸工具期間需全程配戴口罩，請報名

時謹慎思考。 

(2) 為保持社交安全距離及避免發生群聚感染之風險，本會所設計的

景點及任務皆盡量以戶外為主，維護你我健康。 

(3) 本會將遵守中央流行疫情指揮中心之建議，因應疫情發展，活動

方式及內容未來可能會有所調整。 

14. 注意事項： 

(1) 7 月 6 日將舉辦行前課程，學習活動相關定向及手機課程，並說明

活動規則、注意事項等等，請報名者自備 3C 設備，並確認可配合

參與再行報名。 

(2) 請依照本會規定進行報名，並考量個人體力及健康狀況，若身體

有需要特別注意的情況，請於報名時補充說明。 

(3) 本活動將搭乘火車從北到南進行探險活動，請攜帶身心障礙證明

正本、健保卡及個人相關藥品以備不時之需。 

(4) 本活動為增加視障學員互動之機會、鼓勵不依賴家人陪同，期待

視障者獨立參與，將會安排工作人員陪同協助。 

15. 報名窗口： 

財團法人愛盲基金會 社工員 陳亞廷 

電話：(02)2361-6663 轉 8903 

傳真：(02)2375-3976 

電子郵件：cookie600782@tfb.org.tw 

聯絡地址：100506 台北市忠孝西路一段 50 號 13 樓之 19 

 

 



110 年財團法人愛盲基金會 

火車大富翁個人報名表 

1. 姓名:                             

2. 性別:（ ）男 （ ）女 

3. 出生年月日:                       

4. 就讀學校及年級:                   

5. 手機號碼：                        

6. 電子信箱：                         

7. 障礙類別及等級: (  )二類 （ ）二類加                  類 

                (  )輕度 （ ）中度 （ ）重度 （ ）極重度 

8. 視力狀況： ( )全盲 ( )有光覺 ( )無光覺 

           ( )低視能，簡述狀況                                    

9. 使用字體: ( )點字  ( )放大字體，    號字體  ( )一般字體 

10. 餐飲：( )葷 ( )素  用餐注意事項：                                 

11. 健康及服藥狀況：( )健康良好無特殊用藥情況 

                ( )疾病名稱                                       

                ( )藥物名及服藥情形                               

12. 聯絡人(家長)姓名：            電話：            關係:             

13. 報名身分：( )個人報名 ( )團體報名，團隊名稱                       

14. 手機型號：                                                        

15. 從何得知本活動資訊？ 

( )本會官網  ( )本會 LINE@好友  ( )本會臉書粉專  ( )親友告知 

( )其他：                                                         

16. 想報名火車大富翁夏令營的原因?  

 

 

 

17. 請說明你平常可獨自往返的地點有哪些?使用的交通方式有哪些? 

 

 

 

 



18. 你是否有獨自搭乘火車的經驗，請詳述那次經驗是從何處搭往何處、自己是如何購

票、找到月台、找到正確的火車和座位。如果沒有請說明本次活動中預計如何完成? 

 

 

 

19. 除了前往不同地點外，本次活動還設計了各種任務關卡，有些任務需要查詢資料解

答問題，請說明你預計使用的方法?以及會準備哪些輔具、3C 設備或是 APP 來幫忙? 

 

 

 

20. 你認為在此次夏令營中最擅長的是什麼?你最害怕跟擔心的又是什麼?而你準備怎

麼克服? 

 

 

 

21. 試想某天你要從板橋出發，前往台中的自然科學博物館，請簡述你會搭哪一班火車、

可用什麼方式前往?會經過的地方(路線、街道名稱、店家等等)有哪些?並說明你是

如何查詢到這些資料的。 

 

 

 

 

※欲報名之未滿 20 歲學員，請由家長協助簽署下頁「未成年家長同意書」，並掃描以郵

件回傳(cookie600782 @tfb.org.tw)，或傳真(02-2375-3976)回本會。如報名學員已滿

20 歲，就無需簽署此份同意書。 

  



110 財團法人愛盲基金會 

火車大富翁團體報名表 

1. 請為你們的團隊取一個名稱： 

2. 為何你們會選擇彼此來組隊報名參加? 

3. 火車大富翁活動全程會面臨到交通規劃、查詢任務解答、找到並移動到陌生地

點，你們需獨立完成四天三夜的各種挑戰，並利用團隊合作完成任務，你們會怎

麼分配彼此在活動中擔任的角色或工作任務? 

 



110 年 財團法人愛盲基金會 

火車大富翁未成年家長同意書 
 

茲同意本人未成年子女(未滿 20 歲)               (參加活動之視障生姓名) 

參加愛盲基金會 110 年火車大富翁 

法定代理人(未成年參加者之家長或監護人) 

姓名、簽章：                                     

聯絡電話：(宅)                    (手機)                    

地址：                                                                         

 

此致 

財  團  法  人  愛  盲  基  金  會 

 

 

 

 

 

中    華     民     國      年      月       日 

 



個案資料使用聲明 
 

 

 

＊我同意提供個人資料給愛盲基金會於進行視障服務中使用。 

 

 

 簽 名：                                     

        日 期：                                     

 

個資使用聲明： 

財團法人愛盲基金會，向您蒐集之個人資料；包含個人姓名、公司名稱、職稱、地 

址、 電話及電子郵件地址等，得以直接或間接識別個人的相關資訊，將僅限使用

於愛盲基金會合於營業登記項目或章程所載之目的事業，依公益勸募條例業務需要

之客戶管理、募款及營業範圍內相關服務使用，並遵守「個人資料保護法」之規定

妥善保護您的個人資訊。 

於此前提下，您同意愛盲基金會得於法律許可之範圍內處理及利用相關資料以提供

資訊或服務，並得於愛盲基金會之營運地區向您提供服務活動資訊，但您仍可依法

律規定之相關個人資訊權利主張如下事項：查詢、閱覽、複製、補充、更正、處理、 

利用及刪除，請於上班時間以電話或電子郵件向愛盲基金會聯繫。電話：

02-2361-6663；Mail：eyelove@tfb.org.tw。您亦可拒絕提供相關之個人資料，惟

可能無法及時 享有愛盲基金會提供之相關活動 與獲取各項資訊之 權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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