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奧萬大「生態‧藝術‧探險營」 
我們將在奧萬大裡透過各種生態、藝術以及探險活動，帶領小朋友們進入不一樣的森林世

界。這幾天小朋友們將與大自然做最直接的接觸，與森林裡可愛的住民們來一場美麗的邂逅！

小朋友將成為小小藝術家、探險家、森林工程師，在營隊中獲得豐富的自然知識，創造屬於自

己的綠色回憶，更能培養關心周遭萬物的人文情懷，成為愛護自然的探險家。豐富的森林冒險，

等你來體驗！ 

    

 

 

 

【主辦單位】：林務局 南投林區管理處 奧萬大自然教育中心 

【活動地點】：奧萬大國家森林遊樂區 

【活動時間】：2019年 07月 21日(二) ~ 07月 24日(五) 

             2019年 08月 03日(一) ~ 08月 06日(四)(天災延期預備梯次) 

【活動名額】：24人。 

【活動對象】：暑假後升國小 4年級至升國中 1年級學生。 

【活動費用】：7,000元/人，費用包含下列項目： 

 ☆來回台中高鐵站 25人座遊覽車接駁 

 ☆攀樹趣專業團隊攀樹體驗費用 

 ☆部落原民文化體驗課程 

 ☆四天三夜食宿、保險及奧萬大國家森林遊樂區門票費用 

~中心將於 07/06(一)寄發行前通知，相關注意事項請詳閱通知內容。~ 

 

  



 

【報名方式】：報名時間：2019年 04月 06日(上午 9:00)起至 06月 24日止或額滿截止，一律

採「線上報名系統報名」，報名審核後進行繳款及資料回傳，有任何問題請電奧萬大自然教育

中心（049）297-4499。完整報名作業流程如下：

 

 

＊因應新型冠狀肺炎影響，7/6(一)前出國者，恕無法參加活動。依衛服部 109 年 1月 15日

公告，新型冠狀肺炎已為第五類傳染病。傳染病防治法第 62條規定：若隱匿以致他人感染

者，將面臨刑期、拘役或罰金等刑責，勿以身試法。 

 

  

線上報名 

完成報名 

請上「台灣山林悠遊網自然教育中心網頁」 

https://recreation.forest.gov.tw/Education/Course?id=AWD-TA0909 

點選活動頁面右上角進行報名 

達開團人數後將以 E-mail 通知，請於通知日三日內完成 

回傳家長同意書 繳款 

填寫線上表單，回傳學員

身體狀況。 

本活動採用台灣銀行「虛擬帳號」，可

至提款機(ATM)、網路銀行或臨櫃繳

納。 



 

 

【退費標準】： 

匯款後若因故欲「取消」，其退費標準如下： 

1. 於 06/18 前通知取消者，退費 90%或可更換參加人員。 

2. 於 06/19-06/29 通知取消者，退費 70%或可更換參加人員。 

3. 於 06/30-07/13 通知取消者，退費 50%。 

4. 於 07/14-07/20 或 21日活動當天無法取得聯繫者，不予退費。 

5. 活動參與者如遇天災、罹患重大傳染病等不可抗力之因素，以致無法進行活動

者，或經中心教師評估後，不適合參與活動者，中心將全額退費。 

6. 因應新型冠狀肺炎影響，如學員於活動過程中出現呼吸道症狀或發燒，緊急送醫

後確診為新型冠狀病毒而導致活動取消時，活動費用將扣除已發生之費用（如餐

費、講師、教材等）後，再進行退費。 

以上活動取消退費，需扣除轉帳手續費$30元後退回。退費作業會於活動結束後進

行，行政作業時間約 1個月。 

【集合時間與地點】 

（1） 『出發』：本次活動報到時間依梯次分別為 7/21（二）早上 8：30~ 8：50於高鐵

台中站 6 號出口集合，9：00 準時出發『請準時上車，逾時不候，若無特殊原

因，視為自動放棄，不予退費』；國道 6 號埔里終點 10：10。 

（2） 『回程』：本次活動回程時間依梯次分別為 7/24（五）亦有專車送回，預計約下

午 5：00抵達高鐵台中站。（視當日交通狀況而定） 

  



~活動內容~ 

第一天 07/21(週二) 

時間 活動名稱 單元內容 地點 

08：30 - 09：00 集合 場域、工作人員介紹 台中高鐵站 

09：00 - 11：00 前往奧萬大~ 

11：00 - 12：00 相見歡 環境介紹、工作人員自介 多功能教室 

12：00 - 13：30 午餐 / 休息 楓紅餐廳 

14：00 - 15：00 名牌 DIY 製作屬於自己的個性名牌 多功能教室 

15：00 - 16：30 小隊時間 破冰與小隊建立 奧萬大園區 

16：30 - 17：30 探險家入門 認識如何安全地在森林中活動 奧萬大園區 

17：30 - 19：00 晚餐 / 休息 楓紅餐廳 

19：00 - 19：30 溫馨時間 打電話回家報平安 多功能教室 

19：30 - 21：00 拜訪夜精靈 拜訪晚上出現的動物們 友誼圈 

21：30 -  盥洗及就寢 研習館 

第二天 07/22(週三) 

時間 活動內容 單元內容 地點 

07：00 - 08：30 起床盥洗 /早餐時間 研習館 

08：30 - 09：30 藝術家入門 在森林中打開自己的五感和想像力 奧萬大園區 

09：30 - 12：00 森林藝術家 利用自然物進行創作 奧萬大園區 

12：00 - 13：30 午餐 / 休息 楓紅餐廳 

13：30 - 17：30 獵人初體驗 
學習布農族的獵人如何射箭、佈陷

阱，以及打獵的相關禁忌。 
奧萬大園區 

17：30 - 19：00 晚餐 / 休息 楓紅餐廳 

19：00 - 19：30 溫馨時間 打電話回家報平安 多功能教室 

19：30 - 21：00 夜晚的考驗 
在夜晚中用星辰指引方向，合作完成

地理尋寶任務。 
奧萬大園區 



21：30- 盥洗及就寢 研習館 

第三天 07/23(週四) 

單元內容 單元內容 單元內容 單元內容 

07：00 - 08：30 起床盥洗 /早餐時間 研習館 

08：30 - 12：30 森林工程師 

A 組：攀樹體驗 

B組：森林實境遊戲 

奧萬大園區 

12：30 - 13：30 午餐 / 休息 楓紅餐廳 

13：30 - 17：30 森林工程師 
A 組：森林實境遊戲 

B組： 攀樹體驗 

奧萬大園區 

17：30 - 19：00 晚餐 / 休息 楓紅餐廳 

19：00 - 19：30 溫馨時間 打電話回家報平安 多功能教室 

19：30 - 20：30 勇者的洗禮 
在森林中與自己獨處，通過黑暗的考

驗 
奧萬大園區 

20：30 - 盥洗及就寢 研習館 

第四天 07/24(週五) 

單元內容 單元內容 單元內容 單元內容 

07：00 - 08：30 起床盥洗 /早餐時間 研習館 

08：30 - 10：30 飯糰 DIY 自製美味午餐 多功能教室 

10：30 - 13：30 吊橋大進擊 到森林探險，感受自然之美 森林步道 

13：30 - 14：30 榮耀時刻 活動精彩時刻回顧 多功能教室 

14：30 - 17：00 回家囉～ 台中高鐵站 

奧萬大自然教育中心：（049）297-4499，aowandanc@gmail.com 

mailto:aowandanc@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