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森優生態實驗教育學校
夏令營活動簡章
2019 森優暑期營隊
『勇者無懼．自我實現體驗營』
五天四夜；全程露營
█|營隊特色|█
㇐個梯次涵蓋多元課程!! 大部分的孩子都去過動物園，也許當中部分孩子有親自餵食動物的經
驗。但是您的孩子知道動物園是如何運作的嗎?知道動物們日常生活習性嗎?知道動物們的喜怒哀樂情
緒表現嗎?透過參加本次森優夏令營，可以滿足孩子們對於動物的好奇心，藉由實際參與、體驗式學
習，孩子們透過觀察可以掌握動物們情緒，透過照顧動物可以培養建立孩子們的「同理心」。而這些
對孩子們的好處近在咫尺，只要報名本次夏令營營隊即可。
五天課程中除了主軸『勇者無懼．自我實現體驗營』之外，㇐樣延續森優傳統「做中學」的精
神，保留歷年來最受歡迎的「溯溪課程」、「攀樹垂降」、「獨角仙或鍬形蟲琥珀製作」、「荒野求
生」等課程，讓孩子們動手體驗學習，寓教於樂。
南投縣中寮鄉蘊藏獨㇐無二的豐富自然景觀，提供多元的戶外冒險教育活動。透過大自然這位導
師的訓練，培養孩子們因應未來的能力，從生活中找答案，從挫折中找勇氣，從挑戰中找獨立。相信
會帶給孩子們不㇐樣的暑假，找回失落的體驗生活，增加自我認同與建立自信心、同理心。

█|營隊師資|█
由荒野保護協會解說員古國順老師(現任本校生態課程教師)，Peter 老師(森優可愛動物園園⾧與自
然生態老師)，與森優學校教師群共同指導。

█|營隊日期|█ 2019 年 7 月 8 日〜8 月 2 日，共有三個梯次。
(營隊報名截止日為參加梯次的前㇐週)
第㇐梯次

第二梯次

第三梯次

2019 年 7 月 8 日(㇐)

2019 年 7 月 15 日(㇐)

2019 年 7 月 29 日(㇐)

至 7 月 12 日(五)

至 7 月 19 日(五)

至 8 月 2 日(五)

█|活動對象|█ 開學升國小㇐年級至國中三年級(依年齡分組)。
█|活動人數|█ 每梯次 60 人額滿，報名人數未達 15 人則本梯次不予舉辦。
█|活動費用|█ 每梯次原價 NT$9,800。(不含交通費用)
█|活動地點|█ 森優生態實驗教育學校。(地址：南投縣中寮鄉永平路 53 號之 1)
█|交通方式|█ 學員可自行前往，或搭台中烏日高鐵接駁車(每人單趟車資 25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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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行程|█ (活動內容將視天候或實際情況調整順序，但所有行程都會讓學員參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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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優惠|█ (不含交通費用，早鳥或團報優惠擇㇐適用)
早鳥優惠 2019 年 5 月 31 日前

每梯次

早鳥優惠價

完成報名並繳費

原價 NT$9,800/人

NT$8,800/人

2019 年 6 月 1 日起

每梯次

95 折優惠價

團體報名 2~5 人以上 (含 5 人)

原價 NT$9,800/人

NT$9,300/人

2019 年 6 月 1 日起

每梯次

9 折優惠價

團體報名 6 人以上 (含 6 人)

原價 NT$9,800/人

NT$8,800/人

可享 9 折優惠
可享 95 折優惠
可享 9 折優惠

█|報名方式|█
．報名表下載：請至森優官網下載。
．傳真報名：04-2265-6923
．Email 報名：junecheng@mail2000.com.tw
．洽詢電話：04-2265-7581
(請列印報名表填寫及簽名後，傳真或 Email 回傳，報名順序以完成繳費為優先，我們收到報名表後將
會於上班時間內與您聯繫，謝謝!)

█|繳費方式|█
．匯款：國泰世華銀行市政分行 (銀行代號 013)
．戶名：中華民國森優實驗教育學會蔣小梅
．帳號：234-03-501118-9
．匯款完畢請將匯款收據傳真或 email 給鄭小姐，或電話通知轉帳日期及後 5 碼即可。因會計作業及
寄送紙本收據常有家⾧反映未收到問題，繳費收據紙本將變更於活動第㇐天報到時交給家⾧或學員。
．搭乘接駁巴士的學員，於活動開始當日上午在『台中烏日高鐵站大廳星巴克前』集合。去程車資每
人 250 元／回程車資每人 250 元，車資請與報名費同時繳付。因須事先租賃車輛，活動開始前 7 日至
活動當日及開始後，取消搭乘者，已繳費車資恕不退款，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主辦單位|█ 森優生態實驗教育學校、中華民國森優實驗教育學會
█|協辦單位|█ 跨界主題式教育股份有限公司
█|注意事項|█
．為維持團隊課程學習效果，各梯次最低開班人數為 15 名。
．提醒您，本費用僅包括課程費，往返營區之交通方式請自理。
．取消／退費規定：冬/夏營隊開始前第 31 日起前取消，每梯次酌收 2,000 元行政材料費；營隊開始前第 21 日至第
30 日以內取消，退回 50%學費；營隊開始前 8 日至第 20 日以內取消，退回 40%學費；營隊活動開始前 7 日至活動
當日及開始後，皆無法退費。申請延梯限開營前 7 天，超過 7 天恕不接受延梯申請。)
．為提供更完善的品質，主辦單位將保留活動調整權利。若因天候及其他不可抗力因素有改期或變動場地之必要，將
於第㇐時間公告週知。
．營隊活動開始前若遇天災或氣候等不可抗力因素無法如期開課，活動停辦或延期與否以行政院人事行政局發佈之停
止上班上課公告為依據，並將個別通知參加學員。若活動延期舉行，確定之上課時間將另行通知。
．為提供客戶管理或其他合於營業登記項目之目的，本公司之營運期間及地區內，將以 email、傳真、電話、簡訊、
郵寄或其他公告方式使用您提供之資料。

2019 森優夏令營活動簡章．第3頁

2019 森優生態實驗教育學校夏令營報名表
學生姓名

學生性別

□男 □ 女

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就讀學校名稱

就讀年級

血型:

O/ A/ B/ AB
年

月

日

通訊地址
聯絡電子信箱
法定代理人
姓名
緊急聯絡人
姓名
前往森優營隊
交通方式

住家電話
法定代理人
聯絡電話
緊急連絡人
聯絡電話

與學生關係
與學生關係

去程：□自行前往□接駁巴士(需自付車資 250 元/人)
回程：□自行前往□接駁巴士(需自付車資 250 元/人)

飲食習慣：□葷 □素
□其他______________

※搭乘接駁巴士於活動開始當日上午於『台中烏日高鐵站大廳星巴克前』集合。去程車資每人 250 元／回
程車資每人 250 元，車資請與報名費同時繳付。因須事先租賃車輛，活動開始前 7 日至活動當日及開始
後，取消搭乘者，已繳費車資恕不退款，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特殊病史(請務必詳實填寫)：

請告知身高體重， 身高：
以方便準備營服 體重：

公分
公斤

2019 年夏令營報名梯次請打√

□第㇐梯次 7/8(㇐)-7/12(五)

□第二梯次 7/15(㇐)-7/19(五) □第三梯次 7/29(㇐)-8/2(五)

若為團報學員，請在此註明㇐起團報學員姓名及人數，謝謝!
洽詢電話：04-2265-7581／傳真報名：04-2265-6923／Email 報名：junecheng@mail2000.com.tw
報名順序以完成繳費為優先，我們收到報名表後將會於上班時間內與您聯繫，謝謝!

【活動說明】
■冬/夏令營注意事項：為維持團隊課程學習效果，各梯次最低開班人數為 15 名。
■提醒您，本費用僅包括課程費，往返營區之交通方式請自理。
■取消／退費規定：營隊開始前第 31 日起前取消，每梯次酌收 2,000 元行政材料費；營隊開始前第 21 日至第
30 日以內取消，退回 50%學費；營隊開始前 8 日至第 20 日以內取消，退回 40%學費；營隊開始前 7 日至活
動當日及開始後，皆無法退費。延梯申請須於原營隊開始前 7 日提出申請。)
■為提供更完善的品質，主辦單位將保留活動調整權利。若因天候及其他不可抗力因素有改期或變動場地之必
要，將於第㇐時間公告週知。
■匯款完畢請將匯款收據傳真或 email 給鄭小姐，或電話通知轉帳日期及後 5 碼即可。因會計作業及寄送
紙本收據常有家⾧反映未收到問題，繳費收據紙本將變更於活動第㇐天報到時交給家⾧或學員。
■營隊活動開始前若遇天災或氣候等不可抗力因素無法如期開課，活動停辦或延期與否以中華民國行政院人事行
政局發佈之停止上班上課公告為依據，並將個別通知參加學員。若活動延期舉行，確定之上課時間將另行通知。
■為提供客戶管理或其他合於營業登記項目之目的，本公司/單位之營運期間及地區內，將以 email、傳真、電
話、簡訊、郵寄或其他公告方式使用您提供之資料。

□我已了解以上所有說明，並同意所有規定。(請確認後打勾)

簽名：_______________日期：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