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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台灣女童軍總會 

大會師 60 

一號通報 

 編隊概況 

參加單位 團數 人次 參加單位 團數 人次 參加單位 團數 人次 

臺北市 4 124 臺南市 3 116 南投縣 1 40 

高雄市 4 175 新竹縣 1 50 雲林縣 1 32 

新北市 1 44 新竹市 1 30 嘉義市 1 34 

桃園市 2 83 彰化縣  3 臺東縣 1 33 

臺中市 5 194 宜蘭縣  2 國際貴賓  30 

工作人員  150 亞太之友  10 國內貴賓  20 

 活動日程 

    日期 

時間 

6 月 2 日 

(星期六) 

08：00-13：00 女童軍列車/大會準備時間 

13：00-16：00 城市尋寶 

15：00-17：00 展覽會/暖場活動 

16：00-17：00 團報到 

17：00-19：00 

展望 空拍機大合照 

迎賓 國際貴賓、各縣市貴賓、亞太之友、全國女童軍 

頒獎 60 週年各活動獎項頒發 

表演 台中蕙質花博舞、明道中學藍色動感樂團 

活力飛躍 GST60 主題歌舞帶動跳/薪火相傳 

回顧 60 週年系列活動影片回顧 

19：00- 
領餐盒/快樂賦歸 

聯團接待 

註一：女童軍列車、暖場活動、團報到程序及頒獎名單將於下期通報中公告。 

註二：遊覽車接送及停放位置將於下期通報中公告。 

 紀念品袋：大會手冊、蛋糕毛巾、大會師 60 布章、大會師 60 環保提袋、

明信片套組(別忘了活動當天檢查是否齊全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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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會 

攤位編號 攤位名稱 展出內容 負責單位 

1 GST 女童軍文物 中華民國台灣女童軍總會 

2 GSOTC 各縣市文物交流及觀摩 臺中市女童軍會 

3 60 印象 歷史回顧展 中華民國台灣女童軍總會 

4 喜願行 環保食品 喜願行 

5 小農聯盟 環保農夫市集 小農聯盟 

6 60DIY 紀念品 DIY 展覽組 

7 石虎風華 

花現光復 

花博特展 
臺中市政府 

8 花博特展 

9 F 特區 打卡區 展覽組 

10 S 特區 SWAP 展覽組 

城市尋寶 

 遊戲規則： 

1. 自行選擇一個打卡點為起點，開始尋寶時請先發佈自己的 GPS 位置。 

2. 由小隊討論另外選擇打卡點三個，依據打卡點內說明，完成打卡點任務。 

3. 最後，請於下午四點前回到台中市「光復國小」報到，並利用時間完成「光復國小」內的“已

完成的打卡點任務”表單填寫，方便報到時檢核。 

4. 各小隊小隊長在報到後，請於「光復國小」的“活動組”報到處檢核打卡點任務完成度，通過

後可獲得最終寶藏。 

 遊戲方式： 

1. 請先行使用具有網路的 3C 行動裝置（如手機、平板等）， 

2. 掃描以下並確認已有安裝 Google Map 的 App。QRcode 

獲得女童軍大會師的尋寶地圖。 

3. 可在此尋寶地圖中看到以下圖例： 

紅色星星代表”打卡點”。 

綠色相機代表”好拍好玩點”。 

藍色刀叉代表”好吃名產點“。 

• 各團只需要自行選擇三個打卡點串連即可。（不含起點） 

• 在前往各個打卡點時，可以順便經過”好拍好玩點“拍照留念，或

是經過”好吃名產點“時坐下來吃點小東西。 

• 每個打卡點由小隊自行討論及決定。 

• 每個打卡點內含簡介和任務連結，依任務連結中的說明完成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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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行方式： 

1. 移動方式可利用台中市公車（使用悠遊卡或是一卡通，10 公里內免費），或是市區內腳

踏車，或是徒步旅行。請善用 google 地圖內的路線規劃功能。 

2. 尋寶過程中會使用到網路執行任務，所以請確認手機或平板具有 3G/4G 網路或是利用免

費的 wifi 據點 ，或是可以購買單日的 wifi 網卡。 

 貼心小提醒： 

1. 打卡點是台中著名或是好玩的景點，歡迎拍照打卡上傳至社群媒體，讓更多朋友知道台

中很好玩。 

2. 請盡量使用大眾交通工具或是徒步的方式認識台中。 

3. 需要設備和相關網址： 

台中 Youbike 帳號申請與租借規定 https://i.youbike.com.tw/register/step1 

台中公車動態查詢 http://citybus.taichung.gov.tw/ibus/RealRoute.aspx 

愛台灣免費無線網路 https://itaiwan.gov.tw/hotspotQuery.php 

中華電信 一日 wifi 預付卡 https://goo.gl/DVAiqG 

台哥大 日租型 wifi https://goo.gl/NgFkpn 

遠傳 日租型 wifi https://goo.gl/l1ymBJ 

 活動Ｑ＆Ａ： 

1. 是不是所有的打卡點任務一定要完成？ 

Ａ：如果此處打卡點任務無法完成，可以移動到另一個打卡點，並非一定要完成每一個打卡

點任務，只要完成三個就可以了。 

3. 究竟如何才算是活動開始和結束？ 

Ａ：自己選擇一個打卡點發布自己小隊的ＧＰＳ位置，就可以算是開始了（尋寶開始）。小

隊自己規劃要去那一些打卡點，完成三個打卡點內的任務就可以回到光復國小報到（尋寶結

束）。 

4. 開始的打卡點算在「須完成的三個打卡點」任務內嗎？ 

Ａ：開始的打卡點用來發布自己小隊的 GPS 位置，所以不算在打卡點任務內。 

5. 非打卡點的地方一定要去嗎？ 

Ａ：不一定，路上看到其他好吃好玩的地方都可以停留，如果小隊自己發掘了好吃好玩地

點，也可以發布位置給其他伙伴。總之請好好享受在台中的小旅行，記得在下午四點前回到

光復國小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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