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劉其偉生態‧藝術‧探險營」 
 

你知道劉其偉爺爺是誰嗎？劉爺爺最為人熟知的是婆憂鳥系列

作品，其實呢~劉爺爺是個電機工程師，同時也是位畫家、作家、人

類學家、教授、更是位優秀的探險家及保育代言人喔。劉爺爺一生

用藝術及積極的態度表達了對環境的尊敬，對大自然的美好與熱愛，畫作中傳達

滿滿對動物的關懷以及對環境破壞的感慨，在「叢林的哭泣」、「流浪犬」、「寂靜

的春天」、「憤怒的蘭嶼」等畫都可以看出劉爺爺對環境保育的付出與心意... 

我們以劉爺爺的精神出發，在奧萬大裡透過各種生態、藝術以及探險活動，

帶領小朋友們進入不一樣的森林世界。這幾天小朋友們將與大自然做最直接的接

觸，與森林裡可愛的住民們來一場美麗的邂逅！小朋友將成為小小藝術家、探險

家、森林工程師，透過生態繪畫、攀樹及其他許多的探險活動，讓參與者學習技

能和各式各樣的知識。 

 

就讓我們跟著劉爺爺的赤子之心來一場團隊合作的森林冒險吧！小朋友們

不僅可以在營隊中獲得豐富的自然知識，創造屬於自己的綠色回憶，更能培養關

心周遭萬物的人文情懷，成為愛護自然的探險家。豐富的森林冒險，等你來體驗！ 

 



 

【主辦單位】：林務局 南投林區管理處 奧萬大自然教育中心 

【活動主題】：以劉其偉精神為活動設計理念，進行生態觀察、森林探險、生態繪畫活動等相

關課程組成。 

【活動地點】：奧萬大國家森林遊樂區 

【活動時間】：2017年 07 月 10日(二) ~ 07月 13日(五) 

【活動名額】：36人，備取 20人。 

【活動對象】：升國小 4年級至升國中 1年級學生。 

對象下限：升國小 4年級，98年 09月 01日(含)前出生之在學學生。 

對象上限：升國中 1年級，94年 09月 02日(含)後出生之在學學生。 

【師資陣容】：奧萬大自然教育中心環境教育教師，並特別聘請麥香魚幼兒遊戲塗鴉樂園講師、

攀樹趣工作團隊、部落原住民講師擔任教學講師。 

【活動費用】：6,000元/人，費用包含下列項目： 

 ☆來回台中高鐵站 25人座遊覽車接駁 

 ☆攀樹趣專業團隊攀樹體驗費用 

 ☆兒童美術發展專業師資藝術課程 

 ☆部落原民文化體驗課程 

 ☆四天三夜食宿、保險及奧萬大國家森林遊樂區門票費用 

 ☆奧萬大夏令營專屬紀念服 

【報名方式】：報名時間：2017年 05月 21日(上午 9:00)起至 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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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任何問題請電奧

萬大自然教育中心（049）297-4499。完整報名作業如下三點說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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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繳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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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通過後請於審核當日三日內進行匯款（不含例假日），逾期視同放

棄資格。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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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真至本中心（049）297-4895，並來電（049）297-4499至本中心確認後完成報名。 

 

 

http://nc.forest.gov.tw/AWD


 

 

【退費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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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開始前第二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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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日以內取消者，退費 70%。 

4. 活動開始前一日解除契約者，退費 50%。 

5. 活動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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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合時間與地點】 

（1） 『出發』：本次活動報到時間依梯次分別為 7/10（二）早上 8：30~ 8：50 於高

鐵台中站 6 號出口集合，9：00 準時出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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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草屯林管處 9：30；國道 6號埔里終點

10：10。 

（2） 『回程』：本次活動回程時間依梯次分別為 7/13（五）亦有專車送回，預計約

下午 5：00 抵達高鐵台中站。（視當日交通狀況而定） 

【注意事項】：中心將於 6/27(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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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壺、

碗筷等。 

（4） 本活動包含攀樹課程，請參與前評估身體狀況與體能狀況。 

【營服尺寸】：表格為紀念 T恤尺寸，煩請協助確認參加學員衣服尺寸。（單位：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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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劉其偉生態．藝術．探險營」活動流程表 

時 間 活 動 內 容 

Day1 劉爺爺獵人篇 

08：30-09：00 集合 

09：00-11：00 臺中高鐵—奧萬大 

11：00-12：00 
小小探險隊抵達-相見歡，認識

環境與團隊介紹 

13：30-14：00 認識老頑童-劉其偉爺爺 

14：00-14：20 劉爺爺真人劇場 

14：20-15：00 名牌製作 

15：00-16：40 破冰與小隊建立 

16：40-16：50 劉爺爺小故事-part1 

16：50-17：50 劉爺爺探險去 

19：00-19：30 
溫馨時間—打電話回家報平

安！ 

19：30-19：40 劉爺爺小故事-part2 

19：40-21：40 獵人的爐邊夜話 

21：40- 盥洗及就寢 

 

時 間 活 動 內 容 

Day2 劉爺爺工程師篇 

08：20-08：30 劉爺爺小故事-part3 

08：30-12：30 
森林工程師 A-森林大冒險 

森林工程師 B-樹冠探險趣 

13：30-17：30 
森林工程師 A-森林大冒險 

森林工程師 B-樹冠探險趣 

19：00-19：30 
溫馨時間—打電話回家報平

安！ 

19：30-19：40 劉爺爺小故事-part4 

19：40-21：40 蛙蛙交響曲 

21：40- 盥洗及就寢 

 

 

時 間 活 動 內 容 

Day3 劉爺爺畫家篇 

08：20-08：30 劉爺爺小故事-part5 

08：30-11：00 小小劉其偉—生態繪畫 

11：00-12：00 畫作 Live秀 

13：30-16：30 自然色彩．彩繪自然 

16：30-18：00 小隊時間 

19：00-19：30 
溫馨時間—打電話回家報平

安！ 

19：30-21：30 奧萬大小劇場 

21：30-22：00  盥洗及就寢 

 

時 間 活 動 內 容 

Day4 劉爺爺探險家篇 

08：20-08：30 劉爺爺小故事-part6 

08：30-12：30 森入探索，吊橋大進擊 

13：30-14：20 回饋及榮耀時刻 

14：20-17：00 
平平安安回家去，帶著收穫回到

溫暖的家 

 

 

 

 

 

 

 

 

 

 

☆☆活動內容僅作參考， 

本中心保留更動活動內容之權利☆☆ 



營隊家長同意書及匯款帳號回傳表 

2018年「劉其偉生態．藝術．探險營」 

★ 報名申請單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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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本國籍填寫護

照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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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dnc@forest.gov.t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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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其偉生態藝術探險營」之活動，並遵守營規及

各項相關規定。如活動過程中發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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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7-4895，傳真後請撥電話（049）297-4499 確認。 

3. 請詳細閱讀本簡章，凡參加本活動者，即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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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awdnc@forest.gov.tw


身體狀況調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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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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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經系統方面的疾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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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7.10-13 

參與者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今天的日期：_____/_____ /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