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9 中華科技大學航空服務管理系冬令營活動計畫 
     

壹、活動目的：為啟發及充實青少年對航空科技領域之興趣及知識，培養團

結互助合作之精神。 

貳、活動特色: 

1.本活動主要場地在中華科技大學航空學院新竹校區，為全國唯一的航空

學院，擁有全國最多且最完整之飛機及發動機及其各系統、全國最新式

的全罩式 A320模擬飛行器，絕對有意想不到的超值。 

2.本活動由豐富經驗的航空專業教師，講授航空科技基本知識，登入參觀

各式實體飛機，實際操作模擬飛行器等，為全國絕無僅有之航太科技冬

令營。 

3.本活動學生全程住宿及參與團隊活動，每日按時作息，競賽活動，鍛練

體魄，養成生活規律，團結互助合作，遵守生活紀律。 

4.本活動以小分組為基礎，由專職老師輔導和密切觀察每一個訓練任務的

執行，全天候帶領及協助學生參與各項活動，安全可靠。 

叄、活動作法： 

  由中華科技大學航空學院航空服務管理系全體教師，講解航空科技基本

知識，以各型實體飛機、模擬機等為實習教具，實物實作操作體驗。 

肆、活動日期及行程: 

    第一梯次 109年 1月 13-15日，共 3天(三天兩夜)。 

    活動行程如附表一。 

伍、活動地點:中華科技大學新竹校區(新竹縣橫山鄉中華街 200號) 

陸、住宿地點: 一律住宿於中華科技大學新竹校區學生宿舍。 

柒、住宿設施及裝具:  

 1.每間寢室入住 2~4人。每張床位提供有床墊、枕頭及棉被。 

 2.每間寢室設有 1~2套獨立洗浴間、分離式冷氣、通風扇、個人書桌、

台燈、有線網路、書架及衣櫃、24小時供應洗浴熱水及冷氣。 

3.寢室外面(同樓層)，設有公用廁所、冷熱飲機，24小時供應經過濾之

冷熱飲水。 

4.寢室外及上層樓，設有公共投幣式洗衣機、乾衣及晾衣間。 

捌、個人須攜帶物品: 

1.個人漱洗用具、清潔皂精、毛巾、換洗衣物、拖鞋、衛生紙等。 

2.其它視個人需要之物品。 

玖、報名費用: 報名費每人新台幣 3000元 (含平安保險及每名學員新台幣 



100萬元意外及醫療保險) ，兩人以上報名報名費用打 7

折,10人以上報名(含)以上團體打 6折優惠，20人(含)以

上團體打 5折優惠。 

拾、報名截止日:自 108年 11月 11日起至 109年 01月 10日止。 

拾壹、報名對象: 高中、高職學生，每梯次預計招收 40人(額滿為止)。 

拾貳、活動證書：完成本活動所有行程之學生，由主辦單位發給結業証書。 

拾叁、至活動會場( 新竹校區)之交通資訊 

   1.客運系統 

 新竹客運：於竹東總站，搭往中壢(經關西)線，於下公館站下車，步行 

           約 20分鐘可達。  

 國光客運：搭乘台北-竹東線，於榮民醫院站下車，步行約 15分鐘可達。 

 2.鐵路系統:搭乘高鐵至新竹站轉乘台鐵內灣線，或搭台鐵轉乘內灣線於 

    橫山站下車，步行約 10分鐘可達。 

  3.自行開車 

 3.1行駛國道 3號(北二高)：  

         竹林交流道(120縣道往竹北方向) -直走第二個紅綠燈左轉 115縣  

         道新中正大橋 -台 68東西向快速道路(往竹東方向) - 中豐路出口 

         -左轉上竹東大橋直走-下橋第二個紅綠燈右轉(依指示牌，下交流 

         道後約 10分鐘可達)。 

    3.2行駛國道 1號(中山高)：  

竹北交流道(往芎林方向) -自強南路右轉-台 68東西向快速道路  

(往竹東方向) -中豐路出口 -左轉上竹東大橋直走-下橋第二個紅綠 

燈右轉 (依指示牌，上 68號道後，約 10分鐘可達)。 

拾肆、聯絡方式 

      中華科技大學航空服務管理系 

      1.系助理：蔡馥薇小姐 

        電話：03-5935707#402 

        傳真：03-5933590 

E-mail: vivian0429@cc.hc.cust.edu.tw       

      2.許揮彬老師 

       電話：03-5935707#401 

       傳真：03-5933590 

E-mail:hbsheu@cc.cust.edu.tw 

     3. 中華科技大學航空服務管理系系網頁         



       http://ab.hc.cust.edu.tw/new_website/index.php/tw/ 

 

 

 



附表一 

     109中華科技大學航空服務管理系冬令營活動行程表 

時間 
1/13(星期一) 

第一天 

1/14(星期二) 

第二天 

1/15(星期三) 

        第三天 

0730~0800 

  

報到 

起床/漱洗 起床/漱洗 

0800~0830 早操/早餐 早操/早餐 

0830-0900 參觀航機系 
參觀航電系 

參觀觀旅系 

0900~1000 1.西斯納 172飛行操作

(分兩組一組飛 A320) 

2.A320空中巴士全罩式 

  模擬機飛行體驗(全國 

  唯一實體模擬機) 

1. 報到櫃台體驗 

2.AR/VR(虛擬)客艙 

體驗 

 

1000~1100 始業式 

1100~1200 相見歡迎 

1200~1300 
午餐及休息 午餐及休息 

午餐及休息 

(含整理行李) 1300~1400 

1400~1500 
飛行原理與實作 

 

A320空中巴士全罩式

模機飛行體驗 

參觀校內各型飛機 

1.波音 727客機 

2.C-119運輸機 

3.UH-1H直昇機 

4.BN-2及 F-104.F-5E等 

各型飛機 

1500~1600    1.航空產業介紹 

   2飛機操縱面體驗 

   

模擬客艙體驗 

(含實作) 
結業式 

1600~1700 
美姿美儀體驗 

(含實作) 

高高興興回家 

(賦歸) 

1700~1800 .    課外活動    課外活動 

1800~1900 晚餐 晚餐 

1900~2000 
團康活動 惜別晚會 

2000~2100 

2100~2130 
星空物語 

(供應簡式點心) 

星空物語 

(供應簡式點心) 

2130~2200 晚點名/就寢 晚點名/就寢 

 



附表二       

         109中華科技大學航空服務管理系冬令營活動報名表 

學生姓名  性別  

出生日 年   月    日 身份證號 
 

學生電話  Email 
 

飲食習慣 
□一般 □ 素食 

□其它____________ 

健康情況 

(辦保險用) 

□健康  

□慢性病或其它(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 

保險 

受益人 
 

與被保險人

之關係 

 

居住地址  

家長姓名  
與學生 

之關係 

 

家長電話 

公： 

宅： 

手機： 

家長之

Email 

 

學生簽名  家長簽名 
 

活動時間： □第一梯次 109年 1月 13-15日，共 3天。 

            

每梯次招收名額：40人(額滿為止) 

結業証書：學生完成冬令營活動所有行程，由主辦單位頒發結業証書。 

活動費用：報名費每人新台幣 3000元,兩人以上報名報名費用打 7折,10人以

上報名(含)以上團體打 6折優惠，20人(含)以上團體打 5折優惠 

繳費方式：報到時親自繳交 

＊為便利本次冬令營之籌備作業，務請於 109 年 1 月 10 日前填寫本報   

  名表，傳真或 E-mail 至本系聯絡人。謝謝！ 

＊如傳真或 E-mail 報名後，請於上班時間(週一〜週五)08:30—16:30 來電確認 

  報名成功。 

＊聯絡方式 

中華科技大學航空服務管理系 

系助理蔡馥薇小姐 電話：03-5935707#402  傳真：03-5933590 

E-mail:vivian0429@cc.hc.cust.edu.tw 
 

許揮彬老師 

電話：03-5935707#401 

傳真：03-5933590 

E-mail:hbsheu@cc.cust.edu.tw 
 



  

    

 

 

 

 

 

 

 

 

  

 

 

 

 

 

波音客機 727  

Boeing-727為我國空軍 專機中隊

(即總統與政府首長之專機-俗稱空

軍一號)原有之飛機，本校為民間目

前唯一完整之除役空軍一號。  

F-5E飛機 

F-5E為我國首架自行組裝生產之噴

射戰鬥機(由美國 Northrop 公司設

計，空軍航發中心組裝生產)。  

F-104 飛機 

F-104 為世界第一架達到二倍音速

之噴射戰鬥機。  

C-119飛機 

本校之 C-119於 1997 年 12 月 19日

由屏東基地飛抵新竹空軍基地，為世

界上 C-119之最後一次飛行任務，且

有國際紀錄。  



 

 

 

 

 

 

 

 

 

 

 

 

 

 

 

 

 

 

 

 

  報到櫃檯 

BN-2飛機 

是全球離島運輸最受歡迎之飛機，且為國

內預防土石流執行航拍任務之主要機種。  

UH-1H直昇機 

空勤總隊贈與退役的 UH-1H 直升機，交機

儀式於 105年 6月 28日舉行，由空勤總

隊飛行到本校進行交機。  

DA-40模擬飛機 
 



 

   

A320全罩式飛行模擬機駕駛艙    A320 模擬客機(親自飛行體驗) 

 

 

 

  

      模擬客艙空服訓練               美姿美儀訓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