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0 年環境知識競賽 國小組 參賽者您好： 

感謝各位報名參加「桃園市 110年環境知識競賽」，以下幾點注意事項提醒您： 

 

一、時間：110年 10月 02日(星期六) 報到時間：09:40~10:10 

二、地點：新屋農博環境教育園區 (桃園市新屋區東興路二段 888號) 

三、參賽者請依規定時間完成報到程序，並於 報到時領取大會名牌。 

四、當日請務必攜帶 附有照片的身分證件及牢記選手序號 (請參閱「附件一、選

手序號表」)以供檢錄。如：國民身分證、健保卡、市民卡、駕照、學生證、

臨時學生證(請事前印出並請校方簽核「附件三、臨時學生證」)或在學證明，

若當日無法出示者將取消參賽資格。 

五、防疫提醒：新冠肺炎防疫期間，為保護每位參與者健康，活動當日參賽人員

須配合進行量額溫及手部酒精消毒，如額溫超過 37.5度、耳溫超過 38 度，

請聯繫 1922防疫專線並盡快就醫，當日恕不開放入內考試，並請 自備口罩

並全程配戴 ，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六、請自行攜帶  2B 鉛筆及橡皮擦 應試，並請自備環保杯(活動當日恕不提供包

裝水)。請參賽者在競賽結束後於試場出口處 憑名牌 領取餐盒，並提供陪同

人員餐盒一份(須為在報名時有填寫者 )。 

七、交通方式：搭乘火車、公車或搭乘接駁車，請參考「附件四、交通資訊」 

，如為開車前往，請將車輛停放於停車場，再步行至競賽會場，停車場座標為

(25.009599,121.047347)。 

八、為防疫安全，本次接駁車採預約搭乘制，並進行實聯制及安排固定座位，當

天恕不開放現場登記搭乘，請有需求的考生於 9/29(三)中午 12點前完成線

上登記。接駁車預約：https://forms.gle/PUsxWD5Q35ZCSzjJA 

九、園區地圖、考場位置與座位圖請參考「附件五、地圖資訊」。 

十、本活動如遇颱風、地震、豪雨等不可抗力之天災，將以桃園市政府發布停班

(課)之規定辦理；即活動當日如發布停班(課)，則停止相關活動，異動後之

活動日期將由承辦單位另行通知。活動相關訊息公告於桃園市環境教育全球

資訊網最新消息處，請隨時上網查詢 http://tydep-eew.com.tw/news.php 

 

※若有疑義歡迎來電或 LINE洽詢桃園市 110 年環境知識競賽執行小組 

0905-105732、(03)462-7312、ID：dingzetyee 

祝順心愉快 

                                           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敬上 

 

 

 

  



附件一、選手序號表 1-1 

序號 姓名 學校名稱 
 

序號 姓名 學校名稱 

001 王成祐 青埔國小  036 梁詠昕 興國國小 

002 王和彥 員樹林國小  037 許宸熙 菓林國小 

003 王聿翎 青埔國小  038 郭承燁 蘆竹國小 

004 王耀霆 蘆竹國小  039 陳又嘉 菓林國小 

005 戎恆嵩 大業國小  040 陳育楷 大業國小 

006 何沛恩 員樹林國小  041 陳冠竹 青埔國小 

007 吳秉恩 興國國小  042 陳彥綸 興國國小 

008 吳思嫻 石門國小  043 陳學允 南美國小 

009 呂星佑 青埔國小  044 陳禹璇 石門國小 

010 巫星禾 石門國小  045 陳禹臻 大業國小 

011 彤恩 長興國小  046 陳苡柔 南美國小 

012 李孟璇 康萊爾國(中)小  047 彭祥赫 興國國小 

013 李岱霖 瑞塘國小  048 彭歆彧 諾瓦國小 

014 李庚育 五權國小  049 曾勻秀 中平國小 

015 李昀朔 康萊爾國(中)小  050 曾禹宸 興國國小 

016 李培睿 員樹林國小  051 曾榆甯 普仁國小 

017 沈昀杰 祥安國小  052 游紫薇 蘆竹國小 

018 易妍徽 青埔國小  053 馮詳崴 石門國小 

019 林孜孟 興國國小  054 黃欣羽 長興國小 

020 林宏豫 員樹林國小  055 黃詩芸 菓林國小 

021 林泰羽 蘆竹國小  056 黃霆宇 大華國小 

022 林詠沅 大業國小  057 楊幼君 長興國小 

023 邱可俐 青埔國小  058 楊紫淳 義興國小 

024 金端洇 中平國小  059 楊凱翔 蘆竹國小 

025 邱宇平 青埔國小  060 楊凱順 興國國小 

026 范允瀚 會稽國小  061 楊紫涵 義興國小 

027 孫則綱 龍潭國小  062 楊舒涵 蘆竹國小 

028 徐婕渝 興國國小  063 葉恩愷 后厝國小 

029 崔晉榮 大業國小  064 葉詠晨 石門國小 

030 張立翰 菓林國小  065 廖耘希 大業國小 

031 張語萱 青埔國小  066 劉語欣 五權國小 

032 張妤庭 中平國小  067 劉珈語 大華國小 

033 張品涵 興國國小  068 劉博文 五權國小 

034 張庭庭 青埔國小  069 蔡侑廷 光明國小 

035 康羽捷 大業國小  070 鄧詠心 林森國小 



附件一、選手序號表 1-2 

序號 姓名 學校名稱 
 

071 蕭浚庭 西門國小  

072 賴壬萱 中平國小  

073 賴正勳 瑞塘國小  

074 賴彥希 興國國小  

075 賴羿君 中正國小  

076 鍾采妍 瑞塘國小  

077 戴祁楨 四維國小  

078 鍾宛儀 瑞塘國小  

079 簡誠佑 普仁國小  

080 魏子晴 永安國小  

081 魏子馨 青埔國小  

082 魏子琳 永安國小  

083 魏羽萱 茄苳國小  

084 魏辰翰 永安國小  

085 蘇宥溱 青溪國小  

 

  



附件二、活動議程表 

 

國小組及高中(職)組 
時間 內容 備註 

09:40~10:10 報到  

10:10~10:30 
國小組 (A 試場) 高中(職)組 (B 試場) 2 組同時進行競賽 

參賽者就位及競賽規則說明 參賽者至競賽會場就位 

10:30~11:10 進行淘汰賽 以題目卷方式呈現題目，同時司

儀將宣讀題目及選項。 

11:10~11:30 公布淘汰賽答案及前 10 名得獎者 

1. 以司儀宣讀方式公布答案。 
2. 若有疑義可舉手反映，待裁判

團判定後公佈。 
3. 公佈前 10 名得獎者。 
4. 未進入前 10 名者請至服務台繳

回名牌並領取餐點。 
11:30~11:40 驟死賽參賽者就位及競賽規則說明 前 10 名同分者進入驟死賽 PK 

11:40~11:50 進行驟死賽 
1. 以投影方式呈現題目，同時由

司儀讀出題目及選項。 
2. PK 分出名次。 

11:50~12:00 國小組及高中(職)組頒獎典禮 
國小組及高中(職)組各組前 10 名

一同進行頒獎 
(視疫情狀況調整) 

 

  



附件三、臨時學生證 

 

 

 

查學生為本校學生，本學期就讀屬實，特發給學生證以資證明，此

證限學生參加「桃園市 110年環境知識競賽」身分驗證用，不得用於其

他管道。 

 

 

臨時學生證 

請黏貼照片 
學校名稱： 

就讀班級：    年    班 

學號： 

姓名： 

生日：民國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校印 

 

 

 

 

 

校方審查人員簽章 

 

________________ 

 

中華民國 110年    月    日 

  



附件四、交通資訊 

一、搭乘火車→接駁車 

採預約搭乘，請於9/29(三)中午12點前登記完成。 

接駁車預約：https://forms.gle/PUsxWD5Q35ZCSzjJA 

分別於桃園火車站、中壢火車站設立接駁車，集合地點與發車時間如下表所

示，請提早抵達，逾時請自行前往。 

接駁車接送時刻表 

接駁點 桃園火車站 中壢火車站 

去

程 

集合點 
桃園火車站後站出口1 
(機車接送區旁廣場) 

中壢車站後站 

出站後右側公車站旁 

發車時間 
上午場08時40分 

下午場12時00分 

上午場08時40分 

下午場12時00分 

回

程 

集合點 
新屋農博環境教育園區 

大門口(下車地點) 
新屋農博環境教育園區 

大門口(下車地點) 

發車時間 
上午場12時10分 

下午場15時30分 

上午場12時10分 

下午場15時30分 

 

二、搭乘公車 

  (一) 5030路公車 

在桃園客運中壢總站搭乘5030路桃園客運，在北湖國小下車，沿東興路步行

約3分鐘即可抵達。 

 

三、自行開車 

參賽者車輛請停往指定停車場，停車場座標(25.009599,121.047347)，位置

如園區地圖所示。 

  (一) 北上→平鎮交流道→台66線 

國道一號高速公路：於65-平鎮系統出口下交流道，走台66線，朝觀音前進。 

 

  (二) 南下→平鎮交流道→台66線 

國道一號高速公路：於65-平鎮系統出口下交流道，走台66線，朝觀音前進。 

 

  (三) 台66線→新屋農博環境教育園區 

於台15線(濱海路)向左轉，直行銜接文化路(即台15線)約2.7公里後，於東

興路二段/桃93鄉道處迴轉，直行約400公尺後右邊即是停車場，請在步行前往會

場。 

 

 

 



附件五、地圖資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