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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名稱: 
   2021 第一屆全國幼兒體育教養同樂會 

貳、企劃緣起 

2019 年台灣燈會的空前盛況，2019 年國慶煙火的舉國同慶，到 2020 年全

國中等學校運動會的驕仔舞，「我屏東、我驕傲」翻轉台灣，讓屏東人引以為傲，

也讓屏東成為全台灣的焦點城市，是有史以來最為耀眼的時刻。屏東縣政府為延

續這股焦點力量，展現屏東縣安居樂活的熱力，持續地以在地特色、文化傳承與

友善城市的理念，辦理各種精彩活動，提供縣民與國人共同參與。 

 

 

 

 

 

 

 

 

 

 

 

 
參、幼兒體育教養同樂會賽期與賽場規劃 

本次全國幼兒體能同樂會(以下簡稱體能同樂會)，預計比賽日期於 110 年 4

月 30 日至 5 月 2 日，其中幼兒足球賽比賽日期為三天(4/30、5/1、5/2)，潛能

激發遊戲體驗(5/1、5/2) ，幼幼極限體能王(5/1、5/2)，全國滑步車競賽(5/1)，

所需辦理期間與場地如下。 

一、賽期需求： 

活動名稱 
3/3(三)- 

3/26(五) 

4/12 

(一) 

4/28 

(三) 

4/29 

(四) 

4/30 

(五) 

5/1 

(六) 

5/2 

(日) 

5/3 

(一) 

賽事報名         

賽程公告         

滑步車競賽 

親子觀光遊程 

潛能激發遊戲體驗 

幼幼極限體能王 

幼兒足球賽 

體 

群 

智 

德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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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足球賽   ▲▲ ▲▲ ■■ ■■ ■■ ● 

潛能激發遊戲體驗   ▲▲ ▲▲ ▲▲ ■■ ■■ ● 

幼幼極限體能王   ▲▲ ▲▲ ▲▲ ■■ ■■ ● 

開幕活動     ▲ ■   

全國滑步車競賽   ▲▲ ▲▲ ▲▲ ■■ ● ● 

閉幕活動(暫定)       ▲■ ● 

註：▲籌備期  ■競賽期  ●復原期 

二、場地需求： 
 

 

 

幼兒體育教養同樂會活動場地位置分布圖 

 

 

滑步車競賽場地 

幼兒足球賽場地 

潛能激發遊戲體驗 

幼幼極限體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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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賽事規劃與執行內容 

一、開閉幕活動 

(一)開幕活動 

本次活動最大特色為幼兒系列運動結合教育性質意涵，包含幼兒足球賽、潛

能激發遊戲體驗、幼幼極限體能王及全國滑步車競賽，營造幼兒運動遊戲展能與

交流，並提升家長重視幼兒運動對成長的益處，進而促進親子間和諧緊密的關係。

在政府支持舉辦之下，特訂於 110 年 5 月於屏東縣立田徑場辦理開幕，吸引全

國媒體及民眾聚焦，為「2021 第一屆全國幼兒體育教養同樂會」揭開序幕。 

1、活動資訊 

‧活動名稱：「2021 第一屆全國幼兒體育教養同樂會」- 開幕典禮 

‧活動日期：110 年 05 月 01 日(星期六)上午 10:00-10:30 

‧活動地點：屏東縣立田徑場 

2、活動流程表 

時間 活動內容 

09:30-09:50 運動員集結 

09:50-10:00 長官貴賓簽到 

10:00-10:05 主持人開場 

10:05-10:10 開幕表演 

10:10-10:20 長官及貴賓致詞 

10:20-10:25 開幕焦點儀式 

10:25-10:30 活力大會操 

10:30 媒體聯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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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閉幕活動(暫定) 

1、活動資訊 

‧活動名稱：「2021 第一屆全國幼兒體育教養同樂會」- 閉幕典禮 

‧活動日期：110 年 05 月 02 日(星期日)下午 3:30-4:30 

‧活動地點：屏東縣立田徑場 

2、活動流程表 

時間 活動內容 

15:30-15:35 主持人開場 

15:35-15:50 閉幕表演 

15:50-16:25 頒獎 

16:25 活動圓滿結束 

二、潛能激發遊戲體驗 

(一)活動宗旨：於現場設置廣受幼兒喜愛的靜態闖關活動，適合闔家大小一同來

遊玩，除了讓幼兒寓教於樂外，亦可增進親子共同參與，並提升情感交流之機會。 

(二)活動日期：110 年 05 月 01、02 日(星期六、日) 

(三)活動地點：體育館右側草皮區 

(四)活動內容：邀請縣內機關、學校機關及相關專業團隊一同參與設置闖關攤位， 

    並須依指定之五大主題設計闖關活動，供參加對象體驗。預計設置 20 個闖 

    關攤位，民眾只要依完成指定闖關數，即可兌換闖關小禮物一個，每日限   

    1,000 份換完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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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幼兒足球賽 

(一)活動宗旨：為推展幼兒運動，普及基層運動人口，藉由足球項目推廣及增進 

    幼童對運動之興趣，並養成未來持續運動的好習慣。 

(二)比賽日期：110 年 4 月 30 日、5 月 1 日、5 月 2 日(星期五、六、日) 

(三)比賽地點：屏東縣立田徑場(900 屏東縣屏東市勝利路 9 號) 

(四)比賽組別：幼兒組 – 學齡前得自由組隊參加。。 

(五)報名費用：1000 元報名費，比完賽事全額退費。 

(六)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10 年 4 月 9 日(五)止，逾期不予受理。 

(七)報名須知： 

  1、本錦標賽凡公、私立幼兒園、教保機構、俱樂部符合幼兒園資格者即可報 

     名參加，報名表可至屏東縣體育發展中心網站下載(網址： 

     https://www.pthg.gov.tw/stadium/Default.aspx)。   

  2、具有符合年齡皆可自由組隊報名參加，限報二隊；全部預計至多錄取 128  

     隊。(依序電子信箱傳送報名先後) 

  3、請填妥報名表 E-mail 至 speed0805@yahoo.com.tw，請注意： 

   (1)不同隊伍請將檔案分開，1 支隊伍請用 1 個電子檔案。 

   (2)請以校名、教保機構、俱樂部名稱作為報名檔案。 

   (3)請勿擅自更改報名表格式內容，請以電子打字檔繕打，除 E-MAIL 報名外， 

     另寄一份紙本報名表至僑德國小學務處黃國栓組長(屏東縣枋寮鄉僑德路  

     186 號 )。 

   (4)報名表上的資料需完整及正確，以利獲獎時獎狀製作，請確實核對。 

   (5)每隊可報名選手最多 10 人、最少 7 人(未滿 7 人則不予編排賽程)，隊 

     職員 4 人。 

   (6)球員不得重複報名(每人限參加一隊) 

   (7)隊職員個人大頭照：為製作精美隊職員證，敬請繳交隊職員個人大頭照電 

     子檔，檔名請依每人姓名為準，所有隊職員大頭照存於一個資料夾後壓縮， 

     傳送到報名信箱。未傳送照片者，將只發給公版未具照片之隊職員證。 

  4、收到報名成功回覆 E-mail，始完成報名程序，如於 2 天內未收到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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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覆收件者，請電洽：黃國栓老師 0920-630-067 確認。 

  5、賽程、規則問題請洽：賴建戎校長 0912-746-802 或競賽組組長蔡志彬  

    0913051661 

(八) 抽籤分組、賽程公告及領隊會議： 

  1、抽籤：110 年 4 月 15 日(四)上午 10 點於屏東縣體育發展中心會議室舉 

     行抽籤，賽程於 3 日後公布於屏東縣政府教育處及屏東縣體育發展中心 

     網站。 

  2、領隊會議：110 年 4 月 29 日(四)下午 4 點於屏東縣體育發展中心會議室 

     舉行。 

(九)競賽辦法： 

  1、比賽規定：採用幼童足球簡易規則。 

  2、比賽用球：採用室外三號軟式足球。 

  3、比賽時間：每場 20 分鐘（上、下半場各 10 分鐘:中場休息 5 分鐘）。 

  4、比賽制度： 

   (1)預賽採分組循環賽(四隊為一組)，共分 32 組。每組取前一名進入決賽。    

   (2)決賽採淘汰賽(和局時，不延長加時賽，直接比踢點 1 球決勝負。 

  5、名次判定： 

   (1)循環賽 

     ○1 勝一場得 3 分，敗一場得 0 分, 和局各得 1 分，以積分多寡判定之。 

     ○2 循環賽結束為和局時，不延長加時比賽，直接比踢罰球點 1 球決勝負 

        (惟僅提供循環賽中兩隊積分相同時，便於判定何者為勝)。 

     ○3 兩隊積分相同時，勝隊佔先。 

     ○4 三(含)隊以上積分相同時，依據下列順序判斷名次： 

     A：該循環賽中相關球隊比賽之正負球差多者佔先。 

     B：該循環賽中相關球隊比賽之進球數多者佔先。 

     C：該循環賽中相關球隊比賽之失球數少者佔先。 

     D：該循環賽中全部球隊比賽之進球數多者佔先。 

     E：抽籤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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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淘汰賽：兩隊比賽結束為和局則不進長加時賽即刻比踢點球(兩隊各派踢 

     球球員一名比踢罰點球，贏者立即獲勝，若平手在各派踢球員一名依序比 

     踢罰球點球，以此類推直到分出勝負為止)。 

6、比賽規則： 

   (1)詳細內容詳見「幼童足球簡易規則」。 

   (2)凡棄權、球員互毆、侮辱裁判、不服裁判判決、球員超齡或冒名頂替等之 

      球隊，取消比賽資格並取消原比賽成績及積分。 

(十)獎勵： 

   1、取冠軍 1 隊、亞軍 1 隊、季軍 2 隊(三、四)、殿軍 4 隊、金牌 8 隊、  

  桂冠 16 隊，各優勝隊伍每人頒發獎狀乙張、獎牌乙個、獎盃一只。 

   2、循環賽各組之二、三、四名頒發獎狀乙張。 

(十一)注意事項： 

   1、比賽日大會已為本活動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參賽選手請自行辦理加保個 

     人意外險。請慎重考量自我健康狀況，如有不適，請勿逞強，如有重大傷   

     病者，亦請勿參加。 

   2、為使賽程進行順利，大會可視情況調度場地安排，各隊不得異議。 

   3、參加球隊膳食及交通自理。 

   4、比賽時，因應防疫措施，進入比賽場地每天需量體溫，大會準備各隊選手  

      證及隊職員識別牌，另請備妥參賽證明文件(需有照片)，如需查驗證明， 

      請於比賽前 20 分鐘由各隊領隊向大會提出檢查，逾時不受理，如無法證 

      明身分，則取消該員該場次參賽資格。 

   5、各隊應於排定賽程時間 10 分鐘前報到，逾比賽時間 5 分鐘未出場者， 

      以棄權論，已賽成績不予計算。 

   6、全面禁止吸煙。 

(十二) 申訴： 

    比賽除資格問題應於每場比賽前由各隊提出檢查外(賽後不予受理)，其他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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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事件應於該場比賽後 1 小時內以書面提出，並應繳交保證金新臺幣 3,000 

元，交由大會處理。如申訴理由不成立時，保證金沒收，凡申訴案件以大會判決

為終決，不得異議。 

(十三) 競賽規程如有未盡事宜，由大會視情況修改之。 

 

幼兒足球簡易規則 

※ 幼兒足球尚屬啟蒙階段，此年齡層應以遊戲為重，競技為輔。 

※ 規則之設計依據其年齡而簡化、易懂且兼顧安全性、趣味性。 

(一)球場 : 長 20 米，寬 15 米(天然草皮) 

 

 

  

 

 

 

 

 

(二)球門：樂樂足球球門，寬 2 米，高 1 米。 

(三)比賽用球：軟式 3 號足球。 

(四)球員人數：採 5 人上場比賽(不得少於 3 人)，無守門員，無越位，報名球員  

              均可替補。 

(五) 比賽時間 : 上、下半場各 10 分鐘，以裁判計時為準，中場休息 5 分 

               鐘，兩隊互換球員席。 

(六) 球員替換 : 球員替換不限人次，但替換球員前，請先告知裁判，經裁判 

               示意，再由中線換人。(先出後進) 

(七) 比賽採無守門員及無越位規則。 

(八) 球隊裝備： 

   1、請各隊統一球服(校服亦可)或背心，如遇同色或不易分辨，由大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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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號碼衣。賽程排名在前球隊，須穿著深色球衣；排名後者的球隊，須穿 

     著淺色球衣。(賽程排名者在前球隊球員席區位於記錄台左側) 

  2、一律著帆布或軟性皮革製的訓練或運動用的平底鞋(無顆粒)，鞋底為橡 

     膠或類似質料製成。 

  3、球員不得穿戴對自己或其他球員有危險性的裝備或任何物品(包括眼鏡 

     護目鏡及任何珠寶飾物) 

  4、為安全性盡量配戴軟性護膝護肘。 

(九)附則事項 :  

  1、包括中場開球，球門球、角球、界外球均以直接自由球用腳踢出(直接 

     進球算得分)。 

  2、犯規處罰直接自由球，距犯規處 3 米得排人牆。 

  3、比賽進行中不得故意用手觸接球、衝撞、阻擋、鏟球、推人、拉人、絆 

     人、打人等及其他不正當或傷害性之意圖及行為。 

  4、雙方球員均不得進入禁區線內(須待球停止) 

     (1)守方進入由攻方罰點球。 

     (2)攻方進入由守方取得球門球。 

     (3)禁區線外踢進對方球門才算進球，否則判由守方取得球門球。 

  5、賽前 20 分鐘提交證件(備查)及出場名單至紀錄台(教練簽名)。 

  6、比賽進行中，球隊指導人員或家長，未經裁判同意不得擅自進入比賽       

     場地干擾比賽之進行，且不得使用麥克風及吹哨音等方式於場邊指導。 

  7、罰球點球：守方於罰球區內犯規，由攻方球員於點球處罰踢(雙方球員 

     回到點球處後方三公尺)。踢進得分，未進時由守方在禁區線內任一點 

     發球門球。 

  8、逾比賽時間 10 分鐘以棄權論，凡棄權隊已賽成績不予計算。 

 

 

 

 



11 

 

2021第一屆全國幼兒體育教養同樂會-幼兒足球賽報名表 

 

 

 

 

 

 

隊名  

職  稱 姓 名 電話 

領隊   

教練 1   

教練 2   

管理   

球員 

號碼 
姓 名 出生日期 性別 身高 體重 

聯絡人  1      

手機  2      

電話  3      

傳真  4      

Email 5      

 6      

聯
繫
地
址 

 7      

8      

9      

10      

※聯絡方式：屏東縣枋寮鄉隆山村僑德路 186 號 

        屏東縣枋寮鄉僑德國民小學    

※報名問題請洽：黃國栓組長，0920-630-067，電話：08-8782096 

*13 

※賽程、規則問題請洽：賴建戎校長，0912-746-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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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幼幼極限體能王 

(一)活動宗旨：提倡全民運動風氣，倍增休閒體能運動人口，提昇兒童體能統

合身心水準。 

(二)比賽日期：110年5月1日(星期六)-110年5月2日（星期日） 

(三)比賽地點：體育館前草皮區 

(四)報名人數：300人 

(五)參加對象：2-6歲 

(六)活動押金：500元(於檢錄完賽後退還) 

(七)競賽資訊 

1、報名：於伊貝特報名網。https://bao-ming.com/eb/www/index.php。 

   (內容含相關授權、聲明之同意欄) 

2、獎勵：每組前3名可獲得排名獎盃1座，完賽小選手可領取超炫完賽獎牌1

枚。 

3、參加獎：賽事包1個。 

4、分組資訊： 

組別 年齡分布 

2歲男童組 2018年3月20日~2019年3月19日出生 

2歲女童組 2018年3月20日~2019年3月19日出生 

3歲男童組 2017年3月20日~2018年3月19日出生 

3歲女童組 2017年3月20日~2018年3月19日出生 

4歲男童組 2016年3月20日~2017年3月19日出生 

4歲女童組 2016年3月20日~2017年3月19日出生 

5歲男童組 2015年3月20日~2016年3月19日出生 

5歲女童組 2015年3月20日~2016年3月19日出生 

6歲男童組 2014年3月20日~2015年3月19日出生 

6歲女童組 2014年3月20日~2015年3月19日出生 

https://bao-ming.com/eb/www/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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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賽制規定 

1、本次比賽訂定為計時賽。比賽內容共設有6-8 個關卡，每站設有不同的規定動

作，參賽選手應依序(第1關→第2關→……結束)完成每站所規定的動作，並快速闖

關，爭取最佳成績。 

2、比賽起始點設有計時器，參賽選手應於計時器鳴響後開始進行比賽，闖關完成

後必須衝過終點，由紅外線感應器感應停止計時。  

3、每站所設之規定動作，選手應確實完成，如未完成或與規定動作不同者，視同

此站失敗，將由裁判在此站加5 秒。 

4、每站場地設有裁判，評判該站動作是否完成，當個人比賽計秒結束時，裁判長

會依各站判決，作為失敗站數的加秒依據(動作完成而失敗者不在加秒之內)。 

5、選手進行比賽時，教練應站在場地內側，若教練在引領選手的過程中影響裁判

視線，總秒數追加5秒。(由裁判人員認定) 

6、選手在行進中，從器材掉落時，教練可給予保護。 

7、報到唱名後，唱名3次未上場視為棄賽。 

8、裁判長宣布比賽開始，立即按鈕進行比賽，違者總秒數追加5秒。 

9、如需家長陪同進行比賽，請在比賽前向裁判長報備。 

10、本比賽規則如有未盡事宜，經大會修改後由公佈。 

(九)其他 

1、比賽當天若遇到氣象局發佈暴雨、颱風警報或地震等不可抗拒之天然災害發生，

主辦單位有權決定中止比賽並延期再辦。 

2、比賽請著方便運動之服裝，嚴禁配帶項鍊、手錶、眼鏡、運動鞋等，可能造成

運動傷害之配件參賽。違者後果家長需自行負責。 

3、小選手請攜帶健保IC卡或兒童健保手冊，「報到時需核對身份資料」。 

4、主辦單位及承辦單位有權將此活動之錄影、相片、於世界各地播放、展出或登

載於主辦單位網站及刊物上、參加者必須同意肖像權，用於活動相關之宣傳活動

上，其相關版權由主辦單位所有。 

(家長需簽署肖像使用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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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如因違反規定，或未遵守工作人員指示，造成危害，需自行負責。 

6、比賽開始前20分鐘為檢錄時間，需請家長特別留意比賽進度及大會廣播，並提

早20分鐘至檢錄區檢錄，大會將於檢錄完畢後統後帶至比賽會場。如大會唱名3次

選手依然未抵達出發區，大會將視為自動放棄參賽權。 

7、主辦單位將對本次活動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活動險），如需加保意外險，需

由家長自行投保。 

8、主辦單位保有活動內容變更及修正之權力 

 

關卡路線圖 

3 歲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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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歲組 

 

 

5 歲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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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歲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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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全國滑步車競賽 

(一)活動宗旨：提升幼兒體適能培養運動習慣，推動屏東縣幼兒滑步車運動。  

(二)比賽日期：110年5月1日(星期六) 09：00-完賽 

(三)比賽地點：屏東市仁愛路(勝利路至公園路之間) 

(四)報名人數：300人 

(五)參加對象：2-6歲 

(六)活動押金：500元(於檢錄完賽後退還) 

(七)競賽資訊 

1、報名：於伊貝特報名網。https://bao-ming.com/eb/www/index.php。 

   (內容含相關授權、聲明之同意欄) 

2、獎勵：每組前8名可獲得排名獎盃1座，完賽小選手可領取超炫完賽獎牌1枚。 

3、參加獎：賽事包1個。 

4、分組資訊： 

組別 年齡分布 

2歲男童組 2018年3月20日~2019年3月19日出生 

2歲女童組 2018年3月20日~2019年3月19日出生 

3歲男童組 2017年3月20日~2018年3月19日出生 

3歲女童組 2017年3月20日~2018年3月19日出生 

4歲男童組 2016年3月20日~2017年3月19日出生 

4歲女童組 2016年3月20日~2017年3月19日出生 

5歲男童組 2015年3月20日~2016年3月19日出生 

5歲女童組 2015年3月20日~2016年3月19日出生 

6歲男童組 2014年3月20日~2015年3月19日出生 

6歲女童組 2014年3月20日~2015年3月19日出生 

 

https://bao-ming.com/eb/www/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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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天候因素說明： 

1、比賽當天若遇到氣象局發佈暴雨、颱風警報或地震等不可抗拒之天然災害發

生，主辦單位有權決定中止比賽並延期再辦。 

2、比賽當天若遇到下雨，因顧慮到小騎士安全考量，主辦單位有權決定比賽繼

續、暫停或延期再辦，參賽者自行棄賽不參加。 

3、目前計畫為因比賽場地是柏油路，主辦單位會發給每一位選手雨衣及浴帽，

將依照RCS賽會精神完賽，如有異動將另行通知。 

(註：RCS為亞洲最指標與歷史最悠久之滑步車賽事)。 

(九)注意事項： 

1、車輛需為12吋輪之2輪滑步車，不限廠牌。下場比賽需自備安全帽及護具，

若需租借可洽協辦攤位，需另租借費用。 

(請各位家長自行檢查車輛狀況，大會不負車輛檢查之責) 

2、為顧及競賽中之選手安全，下場比賽之小選手一律需載安全帽、護肘、護膝

及手套。未依規定者大會有權取消競賽資格，如家長不聽裁判人員勸導執意讓小

選手下場比賽，大會不負擔受傷責任。 

3、小選手請攜帶健保IC卡或兒童健保手冊，「報到時需核對身份資料」。 

4、參加人員需保證身體健康，請慎重考量自我健康狀況，如有心臟病、血管、

糖尿病、慢性病等方面疾病者，請勿隱瞞病情並請勿參加，違者後果需自行負責。

(家長需簽署健康聲明書)。 

5、主辦單位有權將此活動之錄影、相片於世界各地展出或登載於主辦單位網站

及刊物上，參加者須同意肖像權用於活動相關之宣傳上，其版權由主辦單位所有。 

(家長需簽署肖像使用同意書) 

6、競賽時全面禁止家長進入賽道，除選手無法繼續進行比賽時，請家長通知賽

事工作人員，由工作人員協助引導小選手至醫療組。 

7、比賽開始前10分鐘為檢錄時間，需請家長特別留意比賽進度及大會廣播，並

提早10分鐘至檢錄區檢錄，大會將於檢錄完畢後統後帶至比賽會場。如大會唱

名3次選手依然未抵達出發區，大會將視為自動放棄參賽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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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親子觀光遊程 

(一) 共融遊戲場：大會接駁每 30 分鐘 1 班 

 1、行駛日期：自 110 年 4 月 30 日起至 110 年 5 月 2 日止，共計 3 天。 

 2、行駛時間：每日上午 9 時起至下午 6 時止，共 9 小時。 

 3、行駛路線：【屏東轉運站】出發－光復路－中山路－逢甲路－民生路－仁  

    愛路【屏東縣立體育館】－勝利路－自由路－瑞光路三段－華正路【和平 

    公園】－廣東路－中正路－自由路－中山路【勝利星村】－民族路－重慶   

    路－光復路【屏東轉運站】－復興路－自由路－建南路－永大路【永大公 

    園】－大武路－建南路－建國路－台糖街【縣民公園】－復興路－民族路 

    －重慶路－光復路【屏東轉運站】，共 6 站。 

 4、大會接駁：單趟行駛時間：約 45~60 分鐘 

 5、班距時間：每整點及半點自屏東轉運站發車，每 30 分鐘 1 班 

(二)建議遊程：自行安排 

建議遊程係以屏東市為主題的 4 條一日遊、鄰近鄉鎮的 4 條一日遊、2 條  

二日遊，共計 10 條遊程。藉由一日建議遊程將屏東市景點劃分為靜態文青、網

美拍照、吃貨美食、公園放電等路線，家長於賽事之餘，可參考建議遊程路線於

屏東市遊完，也可藉由遊程的分類，單獨挑選自己喜愛的景點及美食來安排路線。 

 1、【小小文青之旅】 

  屏東縣立體育館(出發點)→屏東縣立圖書館總館→午餐→勝利星村 

 2、【小小網美之旅】 

 屏東縣立體育館(出發點)→屏東勝利動物溜滑梯公園→勝利星村→午餐→青創 

 聚落→職人町 

 3、【小小吃貨之旅】 

 屏東縣立體育館(出發點)→劉記早點(勝利路)→菜寮豆花(周日公休)→秋林牛 

 乳大王(大埔)→詹記屏東肉燥飯(大埔)→中央市場雞蛋糕→小日子地瓜球(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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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一碗豆腐(點心)→屏東夜市 

4、【屏東公園趴趴造】 

 屏東縣立體育館(出發點)→屏東公園→和平公園→屏東勝利動物溜滑梯公園→  

 午餐→永大公園→台糖縣民公園 

5、【可可客家好好玩】 

 屏東縣立體育館(出發點)→六堆客家文化園區→萬巒吊橋→萬巒豬腳餐→可茵  

山可可莊園(巧克力 DIY) →五溝水客家聚落 

6、【原民森呼吸】 

 屏東縣立體育館(出發點)→山川琉璃吊橋→原民文化園區→原民風味餐→琉璃 

 珠 DIY→涼山遊憩區 

7、【最潮放電行】 

 屏東縣立體育館(出發點)→潮州日式歷史建築文化園區→屏東戲曲故事館→潮  

 州圓環午餐→潮州綠色隧道→林後四林平地森林園區 

8、【生態農牧 FUN 輕鬆】 

 柚園生態休閒農場→五溝水客家聚落→萬巒豬腳餐→可可園區→囍羊羊牧場 

9、【花現原民之美】 

Day1: 大花農場→農業生物科技園區觀賞水族展示廳→午餐→大路觀主題園區 

      →住宿 

Day2: 地磨兒公園→谷川大橋→神山愛玉冰/小米甜甜圈→岩板巷→原民風味餐 

      →里納里部落→涼山遊憩區→回程 

10、【可可客家半島二日遊】 

Day1: 屏東縣立體育館(出發點)→艾米達精靈谷茶樹莊園→佳冬蕭家古厝→午  

      餐→四重溪溫泉公園→阿信巧克力農場(可可 DIY)→後壁湖晚餐→住宿 

Day2: 墾丁國家公園→鵝鑾鼻燈塔→恆春老街午餐→鹿境梅花鹿生態園區 

      →回程 

(三)優惠店家：活動期間至店家消費即可享有折扣(依各店家提供之優惠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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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新冠肺炎」防疫措施 
 
 

 

 

 

 

 

 

 

 

 

 

 

 

 

 

 

 

 

 

 

醫院就醫 

若有不願配合離場者或

是符合通報標準者，播

打通報專線，立即安排

鄰近就醫。 

配戴口罩 

請有呼吸道症狀者，全

程配戴口罩，並與他人

距離 1 公尺以上。 

開心參與活動  

測量體溫正常者，則可

以前往活動會場，現場

備有酒精供民眾使用。 

勸導離場  

測量體溫高於37.5度的

民眾，直接勸導民眾回

家休息，不得逗留於活

動現場。 

主動測量  

於活動主要入口處，加

派人力進行額溫測量。 

告示宣導 

製作告示牌，請民眾注

意個人衛生清潔與咳嗽

禮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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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附件一: 報名及聯絡資訊 

 

 

 

 

 

 

 

2021第一屆全國幼兒體育教養同樂會 

項目 內容 活動日期 參加方式 
活動 

地點 
聯絡方式 

1 
幼兒

足球

賽 

110年 4月 30至 5月 2日 

4/30 
(09:00-12:00；13:00-19:00) 

5/1 
(08:00-12:00；15:00-17:00) 

5/2 
(09:00-12:00) 

email報名 
speed0805 

@yahoo.com.tw 

即日起至 110年 4月 9 日

17：00止 

屏東縣

立田徑

場 

▲報名請洽:黃國栓老師 0920-

630-067  

▲賽程、規則問題請洽：賴建

戎校長 0912-746-802或競賽組

組長蔡志彬 0913051661 

2 

幼幼

極限

體能

王 

110年 5月 1至 5月 2日 

5/1 
(09:00-12:00；13:00-17:00) 

5/2 
(09:00-12:00；13:00-16:00) 

於伊貝特報名網 
https://bao-

ming.com/eb/www/index.php 

110年 3月 20日至 3 月 

31 日止 

體育館

前草皮

區 

愛玩 PLAY Facebook 粉絲專頁網址: 

https://www.facebook.com/ioneplay.tw/) 
 
 

愛玩 PLAY LINE@生活

圈:https://line.me/R/ti/p/%40ioneplay 
 
 

 3 
滑步

車錦

標賽 

110年 5月 1 

 5/1 
(9:00-12:00；13:00-17:00) 

於伊貝特報名網 
https://bao-

ming.com/eb/www/index.php 

110年 3月 20日至 3 月 

31 日止 

勝利路

至公園

路間仁

愛路段 

4 

潛能

激發

遊戲 

體驗 

110年 5月 1至 5月 2日
5/1(09:00-17:00) 

5/2(09:00-17:00) 
自由參加 

體育館

旁草坪

區 

 

https://www.facebook.com/ioneplay.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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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2021 第一屆全國幼兒體育教養同樂會優惠店家名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