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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主人翁職涯體驗英語營  報名簡章 

炎炎夏日，要為孩子們安排甚麼樣的活動呢？每年暑假，有著學齡兒童的家長總

是會面對這樣的困擾。擔心孩子輸在起跑點，卻也不願意再讓孩子接受填鴨式的

學習模式。今年夏天，我們為小朋友精心策劃了一個與眾不同的營隊活動，讓一

群永保赤子之心的大學教授以英語為主要溝通語言，帶小朋友從遊戲中認識不同

的專業領域。 

我們的活動，包括數學好好玩、遊戲程式學習、機器人組裝、工程小體驗、建築

模型組裝、認識農村生態、手工創作、點心烘焙與餐桌禮儀等12個涵蓋各個不同

職業特色的主題，生活美語則是所有遊戲課程中的共同語言，我們的團隊在過去

五年，陸續於新埔鎮的清水社區與巨埔社區舉辦過七次冬令營與夏令營，相信今

年的活動，也會讓您的孩子滿載而歸！ 

一、 活動名稱：2019主人翁職涯體驗英語營 

二、 活動目標： 

(一) 認識百工：從遊戲中讓孩子對文理工農各式專業有初步認識。 

(二) 創意啟發：透過遊戲激發孩童的創意想像。 

(三) 生態體驗：帶領孩童走進偏鄉社區，解讀農村與生態的密碼。 

(四) 手工創作：創意媒材運用，製作小小公仔與組裝機器人。 

(五) 團隊合作：學習團體生活，培養互助合作的精神，共同完成營隊任務。 

(六) 培養個人魅力：活動中將鼓勵每位學員都能勇於表達，建立自信。 

三、 主辦單位：中華大學建築與設計學院 

協辦單位：新竹縣清水國小、新埔鎮吳校長科學農場 

四、 活動資訊： 

(一) 營隊時間：2019年7月7~13日七天六夜(7月7日晚上入住實習旅館) 

(二) 營隊地點：新竹市香山區中華大學、新埔鎮巨埔農場與清水社區開心農場。 

(三) 活動費用：每人20,000元整(含六天實習旅館住宿、營隊期間三餐餐食、

點心、校外活動接駁交通車、導覽解說、DIY材料、課程講師、助教與保

險等費用)，同一家庭兩位小朋友報名者，第二位小朋友以9折計，五位(含)

以上團體報名者打89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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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報名對象：各縣市國小三~六年級學生(含應屆畢業生) 

五、報名資訊與方式： 

報名自2019.04.20日起至2019.06.30止，限額40名，額滿為止，請儘速報名，

以免向隅！(視報名情形，備取若干名做為後補人員) 

(一) 洽詢名額：報名前請先來電03-5186676，詢問剩餘名額，勿直接將報名費

匯入收款帳號。 

(二) 報名表填寫 

  請於「綠色養生實踐」FB臉書粉絲團下載報名簡章，

詳閱並徵得家長同意後填寫，每張報名表限填寫一名

參加者(可掃描QR CODE)。 

  線上報名https://forms.gle/d53iJ732pv2YFToF7 

(三) 繳費 

報名前電話洽詢尚餘名額並取得名額保留後，三天內將參加費用匯入如

下收款帳號： 

 帳戶名稱：中華大學景觀建築系劉育廷(本帳號為景觀系學會帳戶) 

 郵局代碼：700 

 匯款帳號：0061416-0083593 

 繳款方式：以ATM轉帳匯款、郵政匯款、網路銀行等方式將費用匯入中

華大學景觀建築學系系學會帳戶，並於匯款後以e-mail將匯款日期、匯

款帳號後四碼、匯款金額、參加人數、參加姓名等告訴中華大學陳湘媛

老師(e-mail: sharon@chu.edu.tw )，也可以將匯款單(匯款證明)或列印網

路匯款畫面，並註明參加人數、參加者姓名，傳真至中華大學景觀建築

學系辦公室-傳真號碼：03-5186670)，以確認順利繳費。 

(四)繳交報名資料 

請於活動當天繳交下列報名資料以完成相關作業 

1. 報名表 

2. 家長同意書 

 (五)報名完成公告 

1.報名完成名單將公告於綠色養生實踐FB臉書粉絲團

https://www.facebook.com/綠色養生實踐-1044330885664933/ 

2.為維護您的權益，請務必密切注意FB臉書粉絲團。 

https://forms.gle/d53iJ732pv2YFToF7
mailto:sharon@chu.edu.tw
https://www.facebook.com/綠色養生實踐-1044330885664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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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其他注意事項： 

(一) 報名後因各人因素不克參加者，請儘速與主辦單位聯繫，並於各梯次活動

前五天(2019.7.2前)完成退費手續(將退還營隊報名費用九成金額，需以匯

款退費者，再扣除匯款手續費用)，逾期者恕不受理任何退費要求。 

(二) 凡遇天災或其他不可抗拒的因素，需延期舉辦活動時，將另行通知報到日

期；若因不可抗拒的因素無法舉辦，將全額退費，並以電話及網路告知。 

(三) 本營隊主辦單位保有活動舉辦與否之權力。 

(四) 本營隊活動係以安全為優先考量，並以此為原則對學員作出合理的規範或

要求。 

(五) 為培養獨立精神，並增加認識新朋友的機會，營隊活動期間嚴禁擅自離營

或單獨行動。 

(六) 建議攜帶物品：健保卡、個人衣物、防曬用品(乳液、帽子)、環保餐具-至

少有碗.筷.湯匙、個人醫藥用品、水壺、雨具、防蚊用品、其他…（請勿攜

帶非必要之貴重物品至營隊，遺失概不負責；營隊中有準備飲用水，請務

必攜帶水壺。） 

(七) 本營隊在活動當天將安排工作人員於中華大學實習旅館一樓指引報到，家

長們亦可事先於網路查詢中華大學地圖。 

(八) 權責聲明：本營隊不接受報名人以不知或未瞭解等事由做為抗辯之理由，

因此，報名時請務必詳細閱讀本活動的報名簡章和相關規定。 

七、營隊活動師資群： 

(一) 陳湘媛 副教授兼工業產品設計學系主任 

學歷：台北科技大學 工程科技研究所 博士 

專長：景觀規劃與設計、景觀工程、生態設計 

Email :sharon@chu.edu.tw 電話:03-5186676   

 

(二) 翁千惠 助理教授 (創新創意中心主任) 

學歷：交通大學土木工程學系 建築與電腦輔助設計組 博士  

專長：工業產品設計 

E-Mail：chien@chu.edu.tw 電話：03-5186661 

(三) 黃思蓴 特聘教授 

學歷：美國愛荷華大學 土木工程研究所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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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長：綠設計/智慧產品 

E-Mail：sjh@chu.edu.tw 電話：03-5186724 

(四) 李華倫 副教授 

學歷：美國普渡大學 數學研究所 博士 

專業領域：電腦輔助設計/幾何仿生  

E-Mail：hualun@chu.edu.tw 電話：03-5186423  

(五) 杜嘉琪 副教授 

學歷：美國東密西根大學 藝術研究所 碩士 

專長：金工，珠寶設計 

E-Mail：chiachi0501@gmail.com 電話：03-5186749 

(六) 巫銘紘 助理教授 

學歷：國立台灣科技大學 建築研究所 博士 

專長：互動與產品設計/機構裝置設計 

E-Mail：superqqming@gmail.com 電話：03-5186713 

(七) 廖柏晴 助理教授 

學歷：荷蘭愛赫霍芬設計學院(楚格設計) 碩士 

專長：工業產品設計 

E-Mail：poching.liao@gmail.com 電話：03-5186721 

(八) 吳宗矜 助理教授 

學歷：國立台灣大學 園藝研究所造園組 碩士 

專長：景觀規劃與設計、社區規劃、農業休閒產業規劃 

Email : wucc@chu.edu.tw 電話：03-5186678 

(九) 李少甫 助理教授 

學歷：英國卡地夫大學 威爾斯建築學院 博士 

專長︰建築設計、建築電腦、認識建築 

E-mail：shaofu@chu.edu.tw 電話：03-5186029 

(十) 陳堯鈴 副教授 

學歷：國立台灣海洋大學 水產食品科學研究所 博士 

專長：食品加工技術、餐飲產品研發與設計、西點烘焙、點心製作 

E-Mail：ylchen@chu.edu.tw 電話：03-5186777 

(十一) 特別顧問：清水國小周德知校長 

(十二) 特別顧問：峨眉國小吳聲淼校長（退休） 

mailto:superqqming@gmail.com
mailto:poching.liao@gmail.com
mailto:ylchen@c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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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營隊活動內容及流程：（為因應突發事件或氣候變化，本營隊保

有更正以下活動流程之權利） 

 

 

 

 

 

 

 

 

 

 

 

 

時間 7月7日 7月8日 7月9日 7月10日 7月11日 7月12日 7月13日

06:30

7:00~7:30

7:30~8:30

8:30~12:00
小小工程師:機器

人組裝

小小數學家:桌遊/

數學好好玩

小小生態學家:生

態探索在巨埔

小小結構師:倫敦

大橋垮不了、炸

蛋客

小小景觀師:多肉

微景觀、葉脈書

籤

小小建築師:積木

疊疊樂

12:00~13:30

13:30~17:00

小小設計師:3D列

印體驗、公仔製

作

小小工藝家:彩色

軟陶捏塑工藝

小小農夫:釣魚、

摸蜆、磨米漿、

採菜

小小廚師:客家米

食體驗

小小美食家:餐桌

禮儀指導及西餐

烹調

小小烘焙師:噱頭

蛋糕西點製作

活動影片與成果

分享

17:00~18:00 大合照/賦歸

18:00~19:00

19:00~20:00

20:00~21:30

21:30

休閒運動時間

洗澎澎

充電做好夢

晚餐時間

小筆記時間(寫日記卡片給爸爸媽媽)或閱讀時間

起床盥洗

晨操時間

早餐，開啟活力的一天

午餐時間與午休

入住實習

旅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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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主人翁職涯體驗英語營 報名表 

姓名  生日  身分證字號  

學校名稱  
目前 

就讀年級 
 

血型  性別  餐食 
□葷 

□素 

地址  

電話  手機  

E-mail  

緊急聯絡人  關係  
聯絡人 
手機 

 

緊急連絡 

電話 
(宅)：                       (公)： 

請註明參加者有無特殊疾病(如：氣喘)或過敏(如：食物、藥物)等特殊

身體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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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主人翁職涯體驗英語營家長同意書 

 

 

茲  同意  本人之子女 _____________同學參加  貴

單位主辦之「2019 主人翁職涯體驗英語營」，本人已

詳閱活動簡章，並同意  本人子女接受營隊於活動期

間之所有相關規範與合理指導。如有因違反營隊相關

規範或指導而造成意外事故時，本人願無異議自行負

責。 

 

 

     家長簽名： 

 

     報名人簽名：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