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奧萬大野FUN營
活動簡章

奧萬大自然教育中心

特有生物保育中心



您是否嚮往自然，想要了解野生動物們的生活?
您是否熱愛環境，想要保護動物們的棲息地?
您是否在路上看過受傷的動物，卻苦無辦法?

今年，我們邀請特有生物保育中心的講師

讓我們了解野生動物們住哪裡、吃什麼、平常的活動

也能告訴我們如何正確幫助野生動物們

想要知道更多，快來報名今年的活動吧!



活動報名

地點 奧萬大國家森林遊樂區 南投縣仁愛鄉親愛村大安路153號

時間 2018/08/01(三)-08/03(五)

講師 奧萬大環境教師與特有生物保育中心講師

費用 4500元/人

主題
以野生動物保育為主題，以遊戲和戲劇方式讓小朋友理
解野生動物面臨的危機，並能思考如何降低彼此的衝突

人數與對象
32人/候補20人
暑假後升小三至小六(不含升國一)，優先錄取首次參加學生

1. 『報名時間』： 2018年5月21日(上午9:00)起至 6月 19日止或額滿截止，
一律採「線上報名系統報名」，報名審核後進行繳款及資料回傳，有任何
問題請洽奧萬大自然教育中心（049）297-4499。完整報名作業如下說明：

2.『線上報名』：請上林務局台灣山林悠遊網自然教育中心網頁
http://nc.forest.gov.tw/AWD＞ 線上報名＞登錄帳號＞填妥資料報名後，
經審核通過將寄發「匯款通知書」(內含虛擬帳號，不另電話通知)，請持
匯款通知書中之虛擬帳號進行繳款。

3. 『報名繳費』：本報名系統採用台灣銀行「虛擬帳號」繳款方式，每組
匯款帳號皆為獨一無二之匯款帳號，請牢記並持虛擬帳號至提款機（ATM）
或是親至郵局、銀行櫃檯轉帳繳款。審核通過後請於三日內（不含例假日）
進行匯款，逾期視同放棄資格。

4.『回傳家長同意書並來電確認』：繳款成功後，請將簡章中之「營隊家
長同意書」與「身體狀況調查表」傳真至本中心 (049)297-4895，或以清
楚的相片回傳至 aowandanc@gmail.com，於主旨註明「奧萬大野放營
回傳資料－ＯＯＯ(學生姓名)」，並來電 (049)297-4499至本中心確認後
完成報名。



匯款後若因故欲「取消」，其退費標準如下：
1. 活動開始前第三十一日以前取消者，退費 90%。
2. 活動開始前第十一日至第三十日以內取消者，退費 80%。
3. 活動開始前第二日至第十日者以內取消者，退費 70%。
4. 活動開始前一日解除契約者，退費 50%。
5. 活動日即活動開始後取消或未通知不參加者，不予退費。
以上活動取消退費，需扣除轉帳手續費 30元後退回；如遇天災或不可抗
拒事件，致活動被迫取消，本中心將全額退費。

退費標準

集合時間與地點

1.『出發』：本次活動報到時間為 8/01 (三)早上 8：30~ 8：50於高鐵
臺中站集合， 9：00準時出發；南投草屯林管處9：30；國道6號埔里終
點 10：10。請準時上車，逾時不候，若無特殊原因，視為自動放棄，
不予退費。

2.『回程』：本次活動回程時間為8/03（五）亦有專車送回，一樣會於
國道六號終點與南投草屯林管處下車，預計約下午5：00抵達高鐵臺中
站。(視當日交通狀況而定)

中心將於活動前兩週寄發行前通知，相關注意事項請詳閱通知內容，並
回傳家長回條

1. 山上早晚溫差較大請攜帶輕薄外套。
2. 珍惜大自然、力行環境保護，活動期間請自備水壺及碗筷。
3. 攜帶物品：健保卡、個人盥洗用品 (換洗衣物)、拖鞋、雨具、個人藥
品等

注意事項

SIZE 小S 小M 小L 小XL S M L XL 2L
衣寬 82 85 90 94 98 104 108 114 122
衣長 55 58 60 63 66 69 72 74 76
袖長 15 16 17 18 19 21 22 23 24

建議
身高

110

-119

120

-130

130

-140

140

-145

145

-155

155

-165

165

-175

175

-185

183以
上

衣服尺寸



8/1(三) DAY1
時間 活動 地點
8:30-9:00 集合 台中烏日高鐵站
9:00-11:10 搭車前往奧萬大 國道風光
11:10-12:00 分組、活動介紹 多功能教室
12:00-13:00 午餐時間 楓紅餐廳
13:00-1400 彩繪名牌 多功能教室
14:00-15:30 破冰遊戲 肖楠草坪
15:30-16:40 神秘金字塔: 生態系組成 生態教室前廣場
16:40-17:40 Animals, Where are you? 肖楠草坪
18:00-19:00 晚餐時間 楓紅餐廳
19:00-19:30 入房、電話報平安 研習館
19:30-21:00 Happy Birds Day 多功能教室
21:00- 入寢 研習館

8/2(四) DAY2
7:00-8:00 起床早餐 楓紅餐廳
8:00-12:00 森林小偵探 奧萬大吊橋步道來回
12:00-13:30 午餐時間 楓紅餐廳
13:30-14:30 福爾MOS-猜猜我是誰 多功能教室
14:30-16:00 福爾MOS-案發現場 多功能教室
16:00-17:30 危機「飼」伏 肖楠草坪
18:00-19:00 晚餐時間 楓紅餐廳
19:00-19:30 電話報平安 研習館
19:30-21:00 夜晚的精靈 多功能教室、生態池
21:00- 入寢 研習館

8/3(五) DAY3
7:00-8:00 起床早餐 楓紅餐廳
8:10-10:10 野生動物緊急救援 多功能教室
10:00-12:00 領角鴞的回報 多功能教室
12:00-13:00 午餐時間 楓紅餐廳
13:00-14:00 問卷回饋、結業典禮 多功能教室
14:00-17:00 搭車返回台中烏日高鐵站 國道風光
17:00 解散返家 台中烏日高鐵站

活動流程



2018年「奧萬大野FUN營」

★報名申請單號：AWD-TA0710-_____（必填）

小朋友姓名 出生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性別 □男 □女 學校 縣/市 國小

身份證字號
或
護照號碼(非本國籍填寫）

年級
□升三年級 □升四年級

□升五年級 □升六年級

學員餐飲 □葷食 □素食

衣服尺寸
(營隊提供紀
念服乙件，
請家長協助
確認紀念服
尺寸)

家長姓名 關係：
聯絡
電話

白天：(   ) 
夜晚：(   )
手機：

緊急聯絡人
（緊急聯絡用，
請務必填寫）

緊急聯絡人1
關係：

聯絡
電話

緊急聯絡人2
關係：

聯絡
電話

E-mail
（行前通知寄發用請務必填寫）

通訊地址

個資法請詳閱

◼ 奧萬大自然教育中心為辦理主題活動的保險、聯繫等事宜，將請您提供姓名、
出生年月日、身分證字號、聯絡方式（電話、地址、電子郵件）、緊急聯絡
人姓名及聯絡電話等資料。您的個人資料使用期間自報名起至活動結束後三
個月止。您可以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3條行使相關權利。若您不願意提供資
料，中心將無法受理您的報名。

◼ 活動過程中，中心將拍攝照片作為教育推廣用。如果您不同意中心使用有您

的照片，請主動來信告知。（電子郵件：aowandanc@gmail.com）
☆ 請問您是否同意中心使用您的姓名及聯絡方式（電話、地址、電子郵件），作為
後續其他活動訊息通知用呢？

□同意 □不同意

茲同意本人子弟 參加 2018年「奧萬大野FUN營」之活動，並遵守營規及各項相關規
定。如有任何病痛可由營隊工作人員送醫診治。

家長： （親筆簽名）

1. 為辦理平安保險，請務必詳實填寫。本活動每人旅遊平安保險200萬（傷殘）加20萬（意外醫療
給付），共220萬元整。【依99年2月生效之保險法第107條規定，15歲以下未成年人，無死亡
給付】

2. 請將本同意書傳真至（049）2974895或以清楚的相片回傳至 aowandanc@gmail.com，於
主旨註明「奧萬大野放營回傳資料－ＯＯＯ(學生姓名)」，回傳後請撥電話（049）2974499確
認。

3. 請詳細閱讀本簡章，凡參加本活動者，即是認同本簡章之各項規定。
4. 為維護參加人員安全，活動中請與中心教師配合，勿擅自離隊，否則責任自負。
5. 非本國籍報名者，請另檢附護照影本或電子圖檔（需有清楚的照片及護照號碼）。

營隊家長同意書



【第一部份】基本資料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  。性別： □男 □女。 血型：___________
緊急聯絡人：_____________  。關係：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
出生日期：民國 _____ / _____ 月/ _____日。 身高：__________ 體重：__________
【第二部分】醫療紀錄
1.請問你有或曾經有…
□呼吸的問題、氣喘 □腸胃不適□糖尿病 □心律不整 □精神方面的疾病(如：癲癇)
□暈眩或昏倒 □偏頭痛 □心臟病 □頻尿、泌尿系統的問題□其他疾病，
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對蟲叮咬或蜜蜂過敏？ □否 □是，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其他過敏問題？ □否 □是，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對任何藥物過敏？□否 □是，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曾經中暑或與熱相關的疾病？ □否 □是。何時何地發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你會在課程中攜帶何種處方或非處方用藥？ □否 □是。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注意：在課程中，隊輔及講師會攜帶急救包和非處方用藥，但不會攜帶處方用藥。
學員必須瞭解個人有需要時，需自行準備，且在不受外力支援的情況下使用處方用藥。
7. 曾經發生高山症？ □否 □是，
何時何地發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三部分】體能狀況
你經常運動嗎？

項目 頻率 持續時間
/距離

等級

□入門 □中等程度 □競賽

※我保證以上我所填寫的內容皆為真實，並且清楚描述了個人的身體狀況，而無虛偽隱
匿之情。請問經過評估後，您認為自己是否可以參加體驗、冒險教育課程？ □否 □是
本人保證前開所提供之身體狀況資訊皆為可信任、正確且完整的。確知若對這些資訊
有所隱瞞或故意遺漏，可能會影響自身安全，故若因此而使我造成在參加課程時遭遇
危險或損害時，本人願負完全之責並放棄對南投林區管理處、奧萬大自然教育中心及
相關人員一切法律上之請求。本人同意在參加該課程期間，若遭有任何疾病或傷害時，
願意接受緊急醫療措施、住院或其他的處置。
參與的活動編號：AWD-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參與的課程日期：107.08.01-03
參與者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今天的日期：_____/_____ /_____

營隊活動的進行均以安全為第一優先考量，因此所有參加營隊活動之學童皆須投保險並具備基
本的體能狀態。本調查表之目的在協助奧萬大自然教育中心了解參與學童的身體狀況，奧萬大自然教
育中心並鄭重的保證這些資料將被保密，除非經過您的允許才能公開。

奧萬大自然教育中心會為每位學員皆投保旅行平安險，具有二百萬元保額的保障。
請你仔細閱讀以下的問題，並在「是」或「否」的位置打勾。回答「是」則加註日期。請特別

注意「是」「否」的狀況並非無法參加營隊的依據。

身體狀況回傳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