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海洋大學 
2019暑期陸生海洋夏令營 

‧2019年08月04日(星期日)～2019年08月10日(星期六)‧ 

Ocean Summer Camp 



8月4日 
(星期日) 

8月5日 
(星期一) 

8月6日 
(星期二) 

8月7日 
(星期三) 

8月8日 
(星期四) 

8月9日 
(星期五) 

8月10日 
(星期六) 

上
午 

接機 

開幕式 
校園導覽 

課程&參訪 參訪 

臺灣中部兩天一夜旅遊 
(含日月潭遊湖、 
九族文化村等景點) 送機 

下
午 

課程&參訪 課程 
課程 

(潮境工作站) 

晚
間 

基隆廟口 
(晚餐自理) 

臺北101 
(晚餐自理) 

九份老街 
(晚餐自理) 

住
宿 

海洋科技博物館 容軒園區 
日月潭青年 
活動中心 

劍潭青年 
活動中心 

備註： 
1.考量教授行程、天氣等因素，本校得保留變更課程、授課教授、參訪景點等活動安排之權利。 
2.如遇暫定之住宿地點無法提供住宿服務，本校得變更住宿地點（海洋科技博物館容軒園區將由本
校校內宿舍替代、日月潭及劍潭青年活動中心將由附近地區同級旅店替代）。 

行程表 



活動特色 

海洋特色課程(1學分) 
• 海洋科學導論 

Introduction to Marine Science 
• 以海洋為主，但不以海洋為限 

• 將海洋與生活結合 
如：海洋與飲食、 
     海洋與觀光等 

兩天一夜小旅行 
• 走訪廣興紙寮，了解 
   造紙原理並DIY體驗 
   造紙樂趣 
• 遊覽日月潭，感受臺灣美景 
• 走訪九族文化村，原民文化結合 
   遊樂設施的創新感受 

 

參訪海洋相關機構 
• 參訪海洋科技博物館及和平島 

地質公園，將海洋教育融入生 
活當中 

• 參訪隱藏版景點，潮境公園     
與潮境海洋中心(僅研究     
與教學使用，須申請才     
可入內參觀) 

臺灣道地文化體驗 
• 走訪夜市，享用道地美

食，感受臺灣庶民文化 
• 遊歷101商圈，感受臺灣最新

潮流 
• 漫步九份老街，欣賞電影場景，

體驗濃厚懷舊風情 
 



 1.入臺證簽證費用 

 2.學校課程、教材費 

 3.校內、外參訪費、交通費 

 4.接送費用 

• 請選擇臺北桃園機場或松山機場之航班 

• 抵達/離開臺灣班機時間勿晚於下午4點 

 5.活動期間之保險 

• 活動平安險及旅行業責任保險 

6.住宿費用及餐費 

• 住宿 

 學生4人或6人一間 

 領隊老師2人一間 

• 餐費 

 活動期間提供每日三餐 

 特定行程將發放餐費每人新臺幣100元 

 學生：美金$850元/人(每校以20人為原則) 

 領隊老師：免費(每校僅限1位) 

活動費用說明 

團費包含 

團費 



報名方式 

步驟1 

步驟2 

步驟3 

備註 

請詳閱活動報名須知 
(含營隊學員守則) 

請繳交以下「彩色」
掃描檔(格式須為JPEG) 

• 大陸地區居民身分
證正反面 

• 證件照(白底2吋彩
色照片，需露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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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報名表(Excel) 

• 入臺證申請表(Excel) 

• 報名確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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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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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報名前請詳細閱讀本須知（內含營隊學員守則），繳交報名表後視同願意接受營

隊一切之規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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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前斟酌考量參加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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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須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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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須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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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須知 



報名須知 

請注意： 
此為臺灣旅行業正式發票之樣本。 

附件1 附件3 附件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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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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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4. 本次活動行程開始前一日取消申請者，退還活動費用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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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須知 



2. 遵守出席承諾並維持團體行動：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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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如有缺課者(課程時數為18小時，1學分)，將無法領取證書。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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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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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隊學員守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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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對待營隊所有人員，若有違者願接受營隊之懲處。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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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請穿著方便行動(參訪)之服裝，切勿穿著裙子、皮鞋、拖鞋等不適合長時間活
動之裝備。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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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教室(演講廳)使用規則：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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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請愛惜公物，如有損壞需按市價賠償。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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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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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隊學員守則 



反饋&聯絡資訊 

參加同學反饋 

能夠了解臺灣原住民文化及遊
覽日月潭，非常難忘 

雖然我的本科專業和海洋無關，
但課程活潑有趣，非常喜歡 

雖然行程有點趕，但很充實，
意猶未盡 

컨텐츠에 대한 내용을 적어요 

喜歡臺灣海洋大學的環境、老
師及同學，活動充實有趣 

巧妙安排參訪潮境工作站及九
份，很特別的經驗 

對於活動安排很滿意，老師
授課認真、小夥伴熱情體貼 

 

PowerPoint is a computer program 

created by Microsoft Office 

Microsoft Office PowerPoint is the 

presentation program used the most 

in the world. 

CONTENTS B 

歡迎通過電子郵件及QQ與我聯繫！ 

承辦人員 
聯絡資訊 

臺灣海洋大學 
國際事務處 

許媁涵 
marberthsu@email.ntou.edu.tw 

+886-2-24622192 
QQ：29396374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