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奧萬大生態藝術探險營 

我們將透過豐富的活動內

容，帶領孩童們用不同角度認識

森林的世界。這幾天孩童們將與

大自然做最直接的接觸，與森林

小夥伴來一場美麗的邂逅！掛

在枝條上，用別緻的視角享受奧

萬大的景色。在營隊中能獲得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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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環境教育學會 

活動地點 

奧萬大國家森林遊樂區 

活動時間 

2023/ 07 / 10（一） – 07 / 13（四） 

2023/ 07 / 17（一） – 07 / 20（四）【延期預備梯次】 

活動對象 

暑假後升國小 4年級至升國中 1年級學生。 

對象下限： 

升國小 4年級，103年 09月 01日（含）前出生之在學學生。 

對象上限： 

升國中 1年級，99年 09月 01日（含）後出生之在學學生。 

活動名額 

正取 24 人，備取 15 人。 

師資陣容 

奧萬大自然教育中心環境教育教師 /攀樹趣 攀樹師。 



活動費用 

四天三夜活動費用 12000 元/人。 

4/30 前完成報名及繳款享有 9000 元/人早鳥優惠。 

活動費用說明 

＊ 四天三夜餐食、住宿、保險及門票之費用。 

＊ 台中高鐵至奧萬大森林遊樂區交通接駁。 

＊ 攀樹體驗課程費用。 

＊ 野外求生及原民文化體驗。 

＊ 活動教材及課程費用。 

＊ 200 萬意外險＋20 萬醫療險。 

報名及繳費方式 

2023 年 03 月 27 日（一），上午 10:00 開始受理報名，至 2023年 06月 16日 17

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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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業。有任何問題請致電奧萬大自然教育中心（049）297-4499 許先生。完整

報名作業如下說明： 

請至林務局台灣山林悠遊網奧萬大自然教育中心網頁 

→ 課程類型 → 非學校戶外教學(兒童與青少年) → 奧萬大生態藝術探險營 

→ 立即報名 → 填妥報名資料後送出 



→ 經 3-5 工作天審核通過，中心將寄發「正取通知書」及「家長同意書」 

→ 待人數到達開課人數 14 人以上(含)將寄發「匯款通知信」 （內含綠界科技

繳款連結） 

→ 透過綠界科技之信用卡線上付款、超商代碼及 ATM 虛擬代碼繳費進行繳款

（手續費需繳款人自行吸收）。 

→ 經 3-5 日(超商繳費需 7-10 日)確認款項無誤，中心將寄發「已收款通知」 

→完成活動報名 

 

退費說明 

匯款後若因故欲「取消」，其退費標準如下： 

1. 06/18前(含)通知取消活動者，可協調更動人員或全額退費。 

2. 06/19-07/02通知取消活動者退費 50%，或可進行參與活動人員更替。 

3. 07/03-07/09或 10日活動當天無法取得聯繫者將不予退費，亦無法進行人

員更替。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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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附

上證明） 



5. 因應新型冠狀病毒傳染疾病影響，如學員於活動過程中出現呼吸道症狀或發

燒等相關症狀，快篩陽性後，將會終止後續行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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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如遇天災、疫情或不可抗拒事件，致活動被迫取消，本中心將全額退費。 

7. 以上活動取消退費，需扣除轉帳手續費 30元後退回。 

8. 因應行政作業流程，會於活動結束後始進行退費作業，作業時間約 1-2個

月。 

注意事項 

1. 集合時間及地點： 

出發：7/10(一)8：30～8：50 於台中高鐵站 4B 出口集合，9：00 準時出發「請

務必準時抵達，逾時不候，若無特殊原因，視同自動放棄資格，不予退費」。 

回程：7/13(四)由專車接送回台中高鐵站 6 號出口，預計 16：30 抵達。 

2. 已達報名截止日時，但未達最低開課人數，將會取消活動並與報名者致電通

知。 

3. 中心將於 6/26(一)寄發行前通知，相關注意事項請詳閱通知內容。 

4. 若因不抗力因素導致活動延至 7/17 至 7/20 期間，將無法辦理攀樹體驗之課

程，會視情況調整課程內容。 



課程內容 

第一天 07/10(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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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30 前往奧萬大~ 

11：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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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0 - 14：30 小隊時間 
製作屬於自己的個性名牌，破冰與小

隊建立 
多功能教室 

14：00 - 15：00 探險家入門 認識如何安全地在森林中活動 奧萬大園區 

15：00 - 15：30 休息時間/自由活動 

15：30 - 17：00 LNT 無痕山林 
學習如何降低戶外遊憩對於山林環境

的衝擊 
奧萬大園區 

17：00 - 18：00 分配房間/休息時間 教育研習館 

18：00 - 19：00 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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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奧萬大園區 

21：30 -  盥洗及就寢 研習館 

第二天 07/11(週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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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2：00 山林守護者 實際利用無痕山林技巧守護山林 奧萬大吊橋 

12：00 - 13：30 午餐 / 休息 楓紅餐廳 

13：30 - 15：00 生存堡壘 利用自然物進行創作避難所 奧萬大園區 

15：00 – 15：30 休息時間/自由活動 

15：30 - 17：00 森林藝術家 
創作心中的一片山林，讓其幻化成

「時空乘載器 」帶著回憶回到家 
奧萬大園區 

17：00 – 18：00 休息 奧萬大園區 

18：00 - 19：00 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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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勇者的洗禮 在森林中與自己獨處，通過黑暗的考

驗 
友誼圈 

21：30- 盥洗及就寢 研習館 

第三天 07/12(週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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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9：30 攀樹達人入門 攀樹活動介紹及安全宣導 員工舊宿舍 

09：30 – 12：30 綠巨人肩膀 
A：攀樹體驗 

B：森林定向大挑戰 

員工舊宿舍 

奧萬大園區 

12：30 - 13：30 午餐 / 休息 楓紅餐廳 

13：30 - 14：30 攀樹錦標賽 攀樹技術比賽 員工舊宿舍 

14：30 - 15：00 休息時間/自由活動 

15：00 - 17：00 缺失的篇章 原民實境解謎 奧萬大園區 

17：00 - 18：00 休息 奧萬大園區 

18：00 - 19：00 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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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之考驗 
認識原始的生火方式並瞭解用火的安

全及注意事項 
奧萬大園區 

20：30 - 盥洗及就寢 研習館 

第四天 07/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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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9：30 飯糰 DIY 自製美味午餐 多功能教室 

09：30 - 13：30 北溪大進擊 到森林探險，感受自然之美 萬大北溪 

13：30 - 14：00 榮耀時刻 活動精彩時刻回顧 多功能教室 

14：00 -  預計 16：30 抵達車站，因交通狀況而定 台中高鐵站 

※本中心保有視場域及天候狀況調整課程之權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