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活動手冊 



【活動期間】2017年8月6日(日)～2017年8月12日(六)，
共7天  

【活動地點】臺灣海洋大學、臺灣中部參訪 

【報名人數】每校以30名學生為原則及1名領隊老師為限 

【住宿安排】學生4人一間，師長2人一間 

//校內課程期間// 校內宿舍 

//校外參訪期間// 日月潭青年活動中心  

【餐食安排】提供每日早、午、晚三餐 

            (除特定行程外，詳見行程表) 

【活動團費】美金$750元 

【團費包含】 

 1.入臺證簽證費用 

 2.學校課程、教材費及參訪費 

 3.住宿費用及餐費(除特定行程不提供晚餐，詳見行程表) 

 4.活動期間之活動平安險、旅行業責任保險 

 5.桃園/松山機場至臺灣海洋大學接送費用 

 6.校外參訪活動費用 

行程景點如因氣候問題無法開放時，則行程將作適度修改， 

課程及活動內容以本校安排為主，且本校得保留更動之權
利。 

 



日期 時段 活動名稱 

8月6日 (日) 全天 接機 

8月7日 (一) 

上午 相見歡：開幕式 

下午 認識校園新朋友：校內參訪暨團康活動 

晚間 繁華臺北：101、信義區商圈 (晚餐自理) 

8月8日 (二) 

上午 
課程(1) 海洋環境：與我們共生共存的海洋 

課程(2) 海洋文學：以文字記錄這藍色土地 

下午 藍色世界的文化拼圖：陽明海洋文化藝術館 

晚間 夜市巡禮：基隆夜市 (晚餐自理) 

8月9日 (三) 

上午 
課程(3) 海洋生物：深海世界的萬花筒 

課程(4) 海洋飲食：大海與美食的火花 

下午 當現代科技遇上狀況海洋：海洋科技博物館 

晚間 平價奢華：五分埔、饒河街夜市 (晚餐自理) 

8月10日 (四) 全天 

復古手作：廣興紙寮 (導覽+DIY) 
山城風光：車埕車站 
波光粼粼：日月潭水社碼頭 
原民歌舞：邵族歌舞表演 
宿：日月潭青年活動中心 

8月11日 (五) 全天 
原民文化：暢遊九族文化村 
歡送晚宴（北都大飯店） 

8月12日 (六) 全天 送機 



【報名方式】  

請詳閱活動報名須知（含【營隊學員守則】、【學員住宿
公約】) 

請填寫報名表 (Excel檔) 

請填寫入臺證申請表 (Excel檔) 

請繳交以下資料「彩色」掃描檔(格式須為JPG或JPEG) 

A. 大陸地區居民身分證正反面 

B. 證件照(白底2吋彩色照片，需露耳) 

C. 在學證明文件 

   若申請人身分為領隊老師，請檢附在職證明文件 

請填寫報名確認單，並確認是否完成每一個報名程序 

備註:請向就讀學校報名，由就讀學校統一向臺灣海洋大
學報名，恕不接受學生單獨遞交報名表。 

【聯絡資訊】 

承辦人員：臺灣海洋大學國際事務處 許媁涵 

連絡電話：886-2-2462-2192 (分機1223)  

傳真電話：886-2-2463-4786 

電子郵件：marberthsu@email.ntou.edu.tw 

 



一.本次活動由臺灣海洋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及嚕啦啦旅
行社有限公司基隆分公司（以下以合作單位代稱）合作
辦理。報名前請詳細閱讀【營隊學員守則】及【學員住
宿公約】等相關營隊活動公約，繳交報名表後視同願意
接受營隊一切之規定。 

二.營隊於活動期間首要重點在於全力保護並維護學員享有
安全、健康之學習環境，然考量營隊並無專業醫療急救
能力與人力，所以有特殊體質或身體病況者，請於事前
斟酌考量參加十天大型團體活動之安全風險。建議學員
自行備妥個人必備或習用相關藥物，此外，提醒同學營
隊期間常見的健康問題(如便祕、腸胃不適、感冒、腹瀉、
生理痛等)，請自備平時習慣用藥，營隊無法提供任何口
服成藥。 

三.繳費辦法及發票(收據)樣式： 

1. 繳費辦法： 

本校確認各校報名人數後，將提供匯款資訊說明
（如下一頁附件1所示），請各校統一辦理匯款，
統一辦理匯款係指各姐妹校集合參與同學之費用匯
至合作單位指定之帳戶，一校以一筆匯款為原則，
並非要求一定要由貴校帳戶匯款。 

2. 發票(收據)樣式：  

此文件統一由合作單位「嚕啦啦旅行社有限公司基
隆分公司」開立。 

A. 旅行業代收轉付收據：以實際收入之臺幣開立，
請參考附件2。 

B. 銀行匯款水單：提供加蓋合作單位正式用章之
銀行匯款水單，做為實際收入金額之佐證文件，
請參考附件3。 



附件1 



附件2 

請注意：此為臺灣旅行業正式發票之樣本。 



附件3 



四. 退費辦法： 

以下所稱之活動開始日為本次活動首日，活動費用以文
宣上之費用乘以匯款當日臺灣銀行即期買入之匯率為計
算標準，以臺幣辦理退費。 

1. 本次活動行程開始前第31日前取消申請者，退還活
動費用百分之九十。 

2. 本次活動行程開始前第21日至前30日以內取消申請
者，退還活動費用百分之八十。 

3. 本次活動行程開始前第2日至前20日以內取消申請者，
退還活動費用百分之七十。 

4. 本次活動行程開始前一日取消申請者，退還活動費
用百分之五十。 

5. 本次活動行程開始日或開始後取消申請者，或未通
知而不參加者，不退還任何費用。 

6. 因重大天災或不可抗拒之因素至無法成行，扣除已
代繳之費用及匯回款項之匯款手續費外，餘額將全
部無息退回。 



一.每位學員需承諾本人於活動期間，於任何時間地點皆願
意認同並遵守營隊相關公約，共同維護團體生活的平安、
健康、和樂，不違背師長指導及相關規範。以合乎禮節
之言行態度，尊重並對待營隊所有人員，若有違者願接
受營隊之裁決。 

二.活動期間，請妥善保管個人貴 

   重物品（入臺證、相機、手機 

   、錢包等）。 

三.請穿著方便行動(參訪)之輕便 

   服裝、背包，切勿穿著裙子、 

   皮鞋、拖鞋、涼鞋或不適於長 

   時間行走及活動之裝備。 

四.遵守出席承諾並維持團體行動： 

1. 營隊於活動結束後將核發中 

   英文版「結業證明書」予完 

   成活動之學員，結業證明書如右圖所示。 

2. 學員如缺課達4小時者(課程總時數為16小時)，將無
法領取結業證書。 

3. 如因故須暫離營隊，需先請求師長同意，並於離開
及回到營隊時，告知師長及工作人員；如無故曠課
或離營者，將無法領取結業證書，並通報領隊老師
及原就讀學校。 

4. 活動全程需配戴營隊發放的識別證於明顯可辨識之
位置，不論於上課、用餐或其他休息時間，請遵守
領隊工作人員的帶領，維持團體行動。 

 



五.教室(演講廳)使用規則： 

1. 教室(演講廳)內除白開水外，不得攜帶任何食物飲
料入內及飲食。 

2. 請愛惜公物，如有損壞需按市價賠償。 

六.上課時請專心聽講，勿打瞌睡，有問題請先舉手後由授
課老師許可再發言；發言之前請先起立向講者介紹自我
姓名，發言過程請保持應有禮節，共同維護課堂秩序。 

七.學員於任何時間地點，皆請勿從事吸菸、飲酒、賭博等，
有違自我與他人安全健康或團體優良形象之活動。 

八.以上事項請學員配合，若有嚴重違規情形，營隊將通報
領隊老師及就讀學校。 

九.主辦單位得保留變更活動行程、課程、授課教授、上課
時間、地點等權利。 



一. 住宿期間請遵守本校「學生宿舍管理辦法」暨「暑假
學生宿舍管理執行細則」，不得擅接、改變電源線，
或使用超過100W之電器；禁止攜帶易燃物品入內。 

二. 本次營隊住宿安排：男女分住男一舍及女一舍，學生4
人一間，老師2人一間，宿舍內無電梯，房間與洗手間、
衛浴分離，衛浴內有隔間，宿舍資訊如附。 

 男一舍：
http://www.stu.ntou.edu.tw/sd/Page_Show.asp?P
age_ID=8119 

 女一舍：
http://www.stu.ntou.edu.tw/sd/Page_Show.asp?P
age_ID=9503 

 

  圖1：男一舍內部       圖2：女一舍內部 

http://www.stu.ntou.edu.tw/sd/Page_Show.asp?Page_ID=8119
http://www.stu.ntou.edu.tw/sd/Page_Show.asp?Page_ID=8119
http://www.stu.ntou.edu.tw/sd/Page_Show.asp?Page_ID=9503
http://www.stu.ntou.edu.tw/sd/Page_Show.asp?Page_ID=9503


宿舍名稱 床板尺寸(長X寬) 

男一舍 
194cm X 92cm 

204cm X 92cm 

女一舍 180.5cm X 90.5cm 

 床舖尺寸： 

 床舖可分為上下舖或單人上床下桌，如因身高或是其
他重大因素需特別安排者，請於報名時提出，其餘皆
由營隊安排，不得自行更換。有特殊狀況者，由營隊
了解個案狀況後予以協助及處理。 

三.營隊活動期間，所有學員皆住宿於指定分配之寢室，不
得自行更換或對調寢室。有特殊狀況者，由營隊了解個
案狀況後予以協助及處理。 

四.宿舍採門禁管制，每天晚間10點至隔日早上6點前，不
開放進出宿舍，如因特殊狀況有進出需求，請與領隊老
師及工作人員說明並請求協助，如於門禁期間無故外出，
將通報兩校以校規懲處。 

五.離開寢室務必鎖門，重要物品請隨身攜帶。 

六.學員對宿舍之財產物品應負共同保管維護之責，如因使
用不當損壞，應照價賠償。使用公共衛浴設備，請保持
清潔，如有汙損，請隨手清潔或通知營隊工作人員。 

七.入住時將核發一人一把鑰匙，請妥善保管，如遺失將以
違規處理，並請於退宿時繳回給工作人員。 

八.每間宿舍提供一張已加值新臺幣$200元之冷氣卡，每天
離開宿舍前務必將冷氣關閉，未關閉冷氣的寢室將以違
規處理。冷氣卡請妥善保管，並請於退宿時繳回給工作
人員，若用完、損壞或不慎遺失，請自行付費補發。 

九.學員衣物請自行清洗，宿舍區設有投幣洗衣機、烘衣機，
同學請自備零錢及洗衣精，以便清洗衣物。衣物清洗完
畢請立刻帶回寢室，以便他人接續使用。 



十.本校宿舍的床為木板製，本次營隊提供簡單寢具（充氣
床墊、枕頭、毯子，尺寸及樣式如附件所示），枕頭及
毯子可由學員於活動結束後攜回；此外，請考量自身需
求準備額外寢具或於抵達時添購，如需添購請注意抵達
時間，以免時間過晚無店家營業。 

 

 
 寢具規格： 

規格 
  

品項 
長度 寬度 厚度 

睡墊 190cm 64cm 3.5mm 

枕頭 45cm 28cm X 

毯子 180cm 155cm X 

 寢具圖示： 

   

  

圖3：充氣床墊        圖4：枕頭   圖5：毯子 

十一.學員如未於退宿時帶走所購置之寢具，將統一由工作
人員整理後轉贈給有需要的單位(如低收入戶、急難救
助家庭等)。 

十二.個人攜帶物品：個人用品請符合「實用」和「必要」
原則，行李盡量輕便，避免攜帶過多不必要之物品，
以下表格提供參考： 

盥洗 

用具 

毛巾、牙膏、牙刷、
漱口杯、沐浴乳、洗
髮精、洗面乳等 

生活 

雜物 

洗衣粉/洗衣精、洗
衣袋、衣架、臉盆、
抹布、吹風機等 

衣物 
換洗衣物、運動鞋、
薄外套(教室及寢室
皆有冷氣)等 

個人 

用品 

慣用藥物、口罩、防
曬用品、文具、筆記
本、雨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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