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惠蓀森林探索營‧森林部落 
■主辦單位：國立中興大學實驗林管理處 

■活動地點：國立中興大學惠蓀林場 

■活動梯次：第一梯 07/11-14、第二梯 07/18-21、第三梯 07/25-28 

            第四梯 08/01-04、第五梯 08/08-11 

■活動對象：新學期升國小三年級至六年級學生，報名額滿截止，每梯 48 名。 

■集合時間與地點：早上 08:00，中興大學校內(集合接駁至惠蓀林場) 

■營隊講師群：惠蓀林場咖啡學堂、樂葉樹藝(攀樹團隊)、築苗園區(生態團隊) 

■報名網址：https://forms.gle/yCHRKcM89Tg99dsB7 

■官方 line：https://lin.ee/AJfFHkU 

■報名有禮： 

  贈送惠蓀林場及新化林場雙園券各乙張，家長於營隊期間可馬上使用。 

  惠蓀林場優惠：憑券不分平假日，入園門票優惠價 100 元； 

                住宿平日 6折、假日 8折(一張限定住一間一晚)。 

  新化林場優惠：憑券不分平假日，入園門票優惠價 50 元； 

                寄宿平日 6折、假日 8折(一張限定住一間一晚)。 

探索營費用：NT8,800/人 

優惠價格： NT7,900/人(現省 900 元) 

(5/30 日前早鳥報名、中興大學教職員生子女、3人以上團體報名) 

(費用含講師費、課程教材費、三日住宿、四日餐飲、來回車資、保險費) 

惠蓀林場於日治時期即隸屬於北海道帝大之「演習林」，場內具有高山、峽谷、地形

起伏、風景綺旎，海拔自本場入口之迎翠橋的 450 公尺至守城大山的 2,419 公尺，

高度差異近 2,000 公尺，因而具備了亞熱帶、暖帶、溫帶氣候等不同的氣候特色，

森林亦隨之呈垂直分布，而兼有三帶的植物種類，場內大部分的區域保存了原始的

狀態，孕育了多樣性的生態系，動植物等自然資源豐富。 

林場位於新生村仁愛鄉東南角，屬北港溪流域，西邊緊鄰國姓鄉北港村，是仁愛鄉

海拔最低的地區， 居民以泰雅族和賽德克族原住民為主。 

惠蓀森林探索營即將利用四天時間，結合專業講師團隊帶領小朋友一探究竟實驗林

場的周邊原民人文風情及原始森林生態饗宴。 



  

◆部落廚房： 

  體驗賽德克民族傳統紅豆飯，結合林場竹材製作專屬原民竹筒飯。 

◆樹林守護者： 

  了解攀樹與樹的故事，環境及樹木風險評估、攀樹裝備介紹及使用。 

◆樹冠層風景： 

  進入樹冠層感受大自然魅力，增進肢體協調性，學習與自然相處。 

◆夜間森林探險： 

  林場夜間點燈誘集昆蟲觀察。 

◆標本製作： 

  利用製作昆蟲標本課程讓小孩在解構過程了解昆蟲結構。 

◆蟲友會： 

  看遍各類昆蟲書籍不如親自接觸，來場近距離接觸。 

◆部落烘培： 

  體驗戶外無家電的情形，如何獲得香噴噴麵包？戶外活動新技能解鎖。 



  

 



  

 

 



  

惠蓀森林探索營 QA 問答 
 

Q1：請問隊輔比例是多少？ 

A1：我們注重營隊品質，小隊輔比例維持 1:6。營隊人數 48 人額滿。 

Q2：餐飲安排方式？ 

A2：愛護森林從營隊生活中做起！減少一次性垃圾的無塑飲食，以打菜方式用餐，請記得 

    小朋友攜帶環保餐具！如有特殊餐飲要求，請在報名時備註。 

Q3：住宿地點是哪裡呢？ 

A3：惠蓀林場研習中心雙衛浴 8人通鋪，男女生分開住宿，隨隊隊輔住於房間第一間，有狀 

    況可即時處理，並於每天晚上 10 點定時巡房，請家長放心。 

Q4：請問接駁時間及地點是哪裡？ 

A4：第一天接駁地點中興大學校園內，統一接駁至惠蓀林場，集合時間為 08:00~08:30。 

    第四天一樣送回中興大學校園內，送回時間為 17:00-17:30 之間。至惠蓀林場接送家長 

    於 15:00 自行在林場接送。 

Q5：最小可參加年齡(或年級) 

A5：建議 9歲(暑假升上三年級)，如有疑問歡迎來訊洽詢。 

Q6：最大可參加年齡(或年級) 

A6：12 歲(暑假升小上六年級) 

Q7：是否會製作課程講義？ 

A7：會提供一本學習手冊供小朋友於營隊紀錄使用。 

Q8：使否頒發課程結業證書？ 

A8：有的，會有結業證書及紀念合照。 

Q9：家長是否可以陪同？ 

Q9：營隊主要是讓小朋友學習獨立及團體生活，因此不開放家長同行孩子的活動，如有特殊 

    叮嚀，歡迎私訊團隊。 

Q10：營隊期間如何與小朋友聯繫？ 

A10：▲報名時請家長留下 LINE ID，我們將於活動前建立家長群組，做為家長與本團隊共同    

       聯繫窗口，活動中傳送照片讓家長了解孩子活動情形。  

     ▲每天晚上 9:00 開放房間電話，讓小孩與家長聯繫報平安，但不建議孩子帶手機來參 

       加營隊，期待孩子有更多時間與自然相處。 

Q11：是否會有收據？ 

A11：我們皆會開立中興大學收款收據。 



  

報名流程及方式 
 

 

1. 請於本處、惠蓀林場官網預約名額或下載報名表傳真(傳真電話：04-22861455) 

2. 活動訊息皆以 mail 通知，請務必填寫經常使用信箱。 

3. 每梯次滿 30 人(成團)寄專屬虛擬帳號至 mail 通知繳費。 

4. 繳費(通知成團 5天內完成繳費)。 

(1) 親至本處育樂組報名繳費 

(2) 利用 ATM 轉帳或銀行匯款繳費 

5. 完成報名可來電或至惠蓀森林探索營 FB粉絲團查詢名單(每周一更新) 

 

 

退費說明： 

◆因個人因素於活動日期 31 日前：需扣除百分之 10 費用，餘額退款。 

◆因個人因素於活動日期 21 日至 30 日前：需扣除百分之 20，餘額退款。 

◆因個人因素於活動日期 2日至 20 日前：需扣除百分之 30，餘額退款。 

◆因個人因素於活動日期 1日前：需扣除百分之 50，餘額退款。 

◆因個人因素未為通知或未到達活動集合地點：百分之百。 

 

 

 

 

 

 

 

 

報名

‧填寫報名表單

繳費

‧每梯滿30人，
寄匯款虛擬帳
號至電子信箱，
於5日內匯款
完成。

報名完成

‧繳費完成後，
請至營隊fb、
林場官網查看
報名更新資訊
(每周一更新)。



  

 

營隊注意事項： 
 

1. 本營隊包含各項戶外活動，若有不適應參與之活動項目或患有各類疾病及身體不適之症

狀，請勿勉強報名。 

2. 營隊活動由主辦單位為學員投保活動平安保險。 

3. 請詳細填寫線上報名表，以利後續聯繫及資料寄送。 

4. 報名額滿截止，每梯次限額 48 位；於報名滿 30 人成團後寄送繳費通知。 

5. 活動日一周前寄發行前通知至電子信箱，並電話連絡確認；如需取消請盡速與我們聯絡，

以便安排候補名額。 

6. 營隊期間如遇天災、疫情等不可抗力因素，主辦單位將以學員安全考量，有權決定延期、

取消變更活動行程內容。 

7. 如有任何問題可詢問官方 line 或致電 04-22840397 轉 602 羅小姐 

 

配合 COVID-19 疫情特別注意事項： 

1. 營隊實際辦理狀況將配合政府因應相關疫情政策。 

2. 因應 COVID-19，若報名者為海外歸國者，必須完成自主健康管理之後才能參加。 

3. 本活動以戶外為主，活動期間因 COVID-19 將實施相關防疫措施：含活動前防疫自主聲明、

每日測量體溫，提供酒精消毒、需要時配戴口罩等，請大家配合。 

 

 

 

 

 

 



  

2022 惠蓀森林探索營 報名表 
 

□第一梯次：07/11-07/14   □第二梯次：07/18-07/21 
□第三梯次：07/25-07/28   □第四梯次：08/01-08/04 

□第五梯次：08/08-08/11 

學員姓名  性 別 □男      □女 

身分證字號  生 日 民國    年     月    日

就讀學校  年 級 國小升      年級 

飲食需求 □葷   □素 健康狀況 □良好    □其他______   

連絡地址  

LINE ID  

E-mail  

聯絡人資料 
姓 名：         關係：       手機：       

電 話：(O)          (H)                

營隊結束接

送地點 
□中興大學校園(預計 17:00-17:30)  □惠蓀林場研習中心(15:00) 

匯款資料 

說明 

(滿 30 人成團，mail 通知繳費) 

梯次成團後將寄送專屬於虛擬帳號至電子信箱通知繳費 

請勾選匯款

金額 

□原價 8,800 元 

□早鳥優惠價 7,900 元(5 月 31 日前報名) 

□教職員優惠價 7,900 元(請填寫單位及職員證號)____________ 

□團體優惠價 7,900 元(請填寫團體成員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訊息取得 

(請勾選) 

□電子郵件   □本校網站   □本處網站   □惠蓀網站   

□親友介紹   □本校師生   □來電洽詢   □其他      

備註 

1. 活動內容會依現地狀況進行調整。 

2. 如有疑問請洽詢國立中興大學實驗林管理處育樂組(04)22840397轉602

3. 報名表傳真電話：04-22861455 



  

【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 

國立中興大學農資學院實驗林管理處為落實個人資料之保護，依照個人資料保護法第 8條

規定進行蒐集前之告知，若您未滿二十歲，應於您的法定代理人閱讀、瞭解並同意本同意

書之所有內容及其後修改變更規定後，方得使用本服務，但若您已接受本服務，視為您已

取得法定代理人之同意，並遵守以下所有規範： 

1. 蒐集之目的：統計學生報名人數及其他合於教育部需要之業務 

2. 蒐集之個人資料類別：包含姓名、性別、身份證字號、生日、學校、電話、地址、健康

狀況、連絡人資料、電子郵件、等。 

3. 個人資料利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1) 期間：依照教育部所規範之資料保留年限。 

(2) 地區：您的個人資料將用於本處業務所需之機關團體(如：保險公司)。 

(3) 對象及方式：您的個人資料將提供保險公司辦理保險並由本處管理。 

4.個人資料之權利：您可依個人資料保護法第 3條規定，來電 04-22840397 行使相關權

力。 

5.若您不願意提供真實且正確完整的個人資料，將可能導致無法成功報名此次活動。 

如果您同意以上條款，請於下方簽名後再填寫報名表，填寫後代表您已閱畢本次活動報名

之個資告知事項，並同意本處處理及利用您的個人資料，在此感謝您的配合。 

 

同意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肖像權同意使用聲明】 

茲就本人參與「2022 惠蓀森林探索營」之活動影片拍攝（包括但不限於照片、圖片、影片

或影音檔）等所含肖像，本人暨法定代理人/監護人同意國立中興大學實驗林管理處使用，

包括但不限於發表於各類戶外看板、平面、網路、電視、廣播及新聞稿等媒體及內外部宣

傳品等，使用地域及期限不限。 

 

□同意 

□不同意 

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