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 年東眼山自然教育中心暑期營隊 

東忍學堂之森林修鍊帖－攀樹之術 

暑假的東眼山森林將化身為修道場，讓小忍者們修習森林生態、團隊合作、自我挑戰與溝通技

巧，除了有限定的選修課程等你來學習外，還有忍者們互相合作的溫馨晚會及夜間生態觀察體驗，

特別版的東忍學堂讓孩子攀上樹冠，甚至在樹上過夜，讓孩子們跟大樹有最親密的接觸，安全地在

樹上享受風吹樹梢的快意。安全為我們營隊的第一考量，將由合格攀樹師全程陪伴孩子攀樹。希望

拉近人與人、人與自然之間的關係，請與我們及夥伴們一同在森林裡冒險，創造一個有美好回憶的

暑假。 

 

  【主辦單位】新竹林區管理處東眼山自然教育中心  

  【執行單位】與人環境股份有限公司 

  【課程對象】暑假過後升 4～7年級學生，共招收 20位。 

              滿 15人成行，歡迎相約報名！ 

  【課程時間】111/7/4～7/8（週一～五） 

  【課程地點】東眼山自然教育中心（桃園市復興區霞雲里佳志 35 號）  

  【課程費用】13,800 元（原價），12,600元（早鳥價） 

  【集合及解散地點】桃園火車站延平路出口  

  【集合時間】7 月 4 日（一） 08：00 集合  

  【解散時間】7 月 8 日（五） 16：00 解散  

  【活動流程】如下頁所示 

  



營隊課程表 

※活動內容將視天候及現場狀況進行調整 

  

活動內容 DAY1 DAY2 DAY3 DAY4 DAY5 

0800-0900 

車程 

早餐 

0900-1000 

忍術解析 

（攀樹認識） 

忍術修煉Ⅱ 

（植物辨識與應

用） 
森林忍者 

護衛隊任務 

（低空探索） 

森林修煉帖 

（森林解謎） 

1000-1200 

忍者現身大會 

（環境介紹／大

團康／小隊時

間） 
忍術修煉Ⅲ 

（避難所任務） 

1200-1300 午餐 

1300-1400 

忍者家法Ⅰ 

（營歌教唱、全

方位價值契約） 

忍術修煉Ⅰ 

（攀樹練習） 

忍術修煉 IV 

（動物追蹤師） 

神秘修道場 

（選修課） 

忍者休業式 

離山誓詞、頒發
證書 

（回程／車程） 

 

16：00桃園火
車站解散 

1400-1500 
忍者家法Ⅱ 

（小隊旗製作） 

1500-1600 
忍者團隊密技 

（平面探索） 

1600-1700 

加菜大作戰 

（民俗植物烹調
應用） 

野孩子時間 

(戲劇排演) 

1700-1800 晚餐 

1800-2000 

夜襲之術 

（夜間生態觀

察） 

忍術修煉Ⅰ 

（攀樹架設） 

原火的考驗 

(用火安全) 

星夜任務 

（晚會時間） 

2000-2100 回顧與分享 
輕功上樹 

（森林夜宿） 

回顧與分享 回顧與分享 

2100 
休息是為了明天

的冒險 

休息是為了明
天的冒險 

休息是為了明
天的回家 



活動內容簡介 

1. 忍者家法Ⅰ：不同的忍者流派，會有不同的忍者家規，我們要運用創意與腦力激盪，創造屬於自

己的小隊默契。 

2. 夜襲之術：忍者們常常會運用夜幕，隱身在夜間執行任務，觀察與留意夜間的一草一木，蟲鳴蛙

聲，好在夜間暢行無阻。 

3. 忍術解析：認識忍術所需使用的工具如攀樹裝備、繩結、安全規定等。 

4. 忍術修煉Ⅰ：忍者們一起來學習如何安全的攀樹，判斷樹木健康、在不傷害樹木的情況下架設繩

索，親近大樹。 

5. 輕功上樹：學習跨出自己的舒適圈，讓我們跟忍者一樣嘗試一下在樹上睡覺的感受吧! 

6. 忍術修煉ⅡⅢ：在野外生存技能中，搭建避難所是很重要的任務，才能在遭遇危險時，能有棲身

之所，同時也需學習植物辨識，認識哪些植物可以在野外求生時食用。 

7. 忍術修煉 IV：透過追蹤動物的蛛絲馬跡來尋找獵物，瞭解和遵守狩獵倫理與信仰，是忍者的重要

工作。 

8. 原火的考驗：用火是人類演化的轉捩點，忍者們要建構一個安全且對得起土地的生火場域，呵護

火苗並將生火文化維繫下去，並且學習回歸自然初始徹底滅跡。 

9. 森林忍者護衛隊任務：森林是需要強而有力的忍者來保護，而且單靠一個人的力量是不夠的，因

此我們要運用小組之間的互相溝通和支持，執行保護森林的任務。 

10. 神秘修道場：大忍者們都各自有自己的秘技，他們開了幾門課程，讓小忍者有機會依自己的喜

好，選擇不同的秘技，大忍者們絕對不會藏私哦！ 

11. 星夜任務：溫馨的晚會讓我們一起拉近忍者們之間的情感。這趟森林的修煉將讓小忍者們，有

能力面對未來更多的挑戰，創造出許多的回憶。 

12. 森林修煉帖：想要學習更多忍者的專業忍術嗎？在森林修煉帖裡，我們有各種忍術關卡等你來

挑戰，相信你一定能夠通過這嚴格的考驗。 



東眼山自然教育中心－報名、收費與退費辦法 

 

  
 

 

 請記住報名日期，09：00開始報名。 

 中心收到表單後 3日工作天內，將電聯確認您的資料，並寄發正、備取匯款通知信件至您的

信箱。 

 若無收到此信，可自行上網於中心主題活動頁面查詢，或來電詢問。 

台灣山林悠遊網報名 

 

 

 個人報名 

 請收到「匯款通知信」3個工作天內完成繳費。(請暫時保留匯款單據，以備查詢) 

 自中心寄發匯款通知信件，逾 3個工作天未繳費者，視同放棄。 

 團體報名 

 請收到「匯款通知信」3個工作天內完成繳費。(請暫時保留匯款單據，以備查詢) 

 另外，如要選擇銀行臨櫃匯款，請填寫以下收款帳戶資訊： 

     繳費專戶 

 銀行代碼：004台灣銀行 

 分行代碼：0336南門分行 

 戶名：與人環境股份有限公司 

 中心核對款項，寄發匯款確認信件。 

 請注意：匯款帳號為虛擬帳號，僅能使用一次，不得重複匯款。 

匯 款 方 式 

 

 

 活動前一週，中心將寄發 email行前通知。 

核對匯款金額無誤，完成報名 



退費辦法 

1.如報名後因故無法參與課程，且已完成匯款需辦理退費者，請先參考下方退費規定；如有退費

問題，請於週一至週五，上午 8點 30分至下午 5點來電（03）382-1533分機 303告知欲辦理退

費。 

2.如需退費請提供報名本人之帳戶封面照片，寄至 dysnc2007@gmail.com並註明姓名、活動名

稱、活動日期，方能進行退費流程。 

3.活動日 15天前告知欲取消報名，可受理全額退費，惟銀行將扣除手續費 30元。 

4.活動日前 8-14天取消者，可找資格符合的人員替補；若無，僅受理總費用 70%退費，惟銀行將

扣除手續費 30元。 

5.活動日前 3-7天取消者，可找資格符合的人員替補；若無，僅受理總費用 50%退費，惟銀行將扣

除手續費 30元。 

6.活動日前 2天取消者，可找資格符合的人員替補；若無，則視同自願放棄權利，恕不予辦理退

費。 

7.活動日當天取消者，恕不接受更換人員，且不予退費。 

8.如遇天災或不可抗力等因素，致活動被迫取消或延期辦理，可辦理全額退費，惟銀行將扣除手

續費 30元。 

 

注意事項 

1.活動日前一天如遇颱風、地震、豪雨等突發狀況而無法進行活動時，本中心會在下午 5:00以前，

主動致電通知活動取消或延期，如需退費事宜，則由與人團隊辦理全額退費（惟銀行將另扣除手

續費 30元）。 

2.活動內容、行程與時間將視現況調整，中心保有最後修改決定權。 

3. 中心於課程執行期間將以攝、錄影方式作為活動紀錄並收集評估資料，提供中心日後推廣、宣傳

及研究使用，若有疑義請事先告知。  

mailto:寄至dysnc2007@gmail.com


附件二、安全注意事項及辦理地點 

攀樹活動注意事項 

參照《林務局自然教育中心安全管理實務操作守則》 

一、活動前 

（一）執行活動人員-攀樹師翁恒斌具備攀樹專業相關證照，如國際樹木培育學會 （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Arboriculture，簡稱 ISA）之「認證攀樹師（ISA Certified Tree Worker， 簡稱 CTW）」。 

（二）場地勘查應注意下列項目，檢視結果短期可改善項目應立即處理；無法立即改善項目應規劃課

程活動替代方案，並於該場域、設施周圍設置警告標示，並回報工作站或育樂課進行後續修繕、維護

事宜。 

1、四周立體環境。如：地形、草木、蜂窩、毒蛇、毒蟻、毒蟲。 

2、樹木種類及樹上生態、枯木、殘枝。 

3、召開攀登會議，確定是否能攀爬、攀登方式、目的、順序、救援方式、分工。 

4、確認攀樹設備及器材。 

5、妥善佈置地布。 

（三）中心人員應注意事項： 

1、應攜帶下列物品： 

（1）繩索與樹木防護：地布、護繩套管、繩袋、洗繩器。 

（2）人員防護： 

a.頭部防護：頭盔。 

b.身體防護：長褲、長袖、長統鞋、手套。 

2、攀樹裝備、器材應符合國家安全標準。 

3、研擬攀樹計畫，內容應包括工作目的、確認所需設備及器材功能正常且操作順暢、確定工作

區域是安全的、決定安全攀爬的路徑、方式和順序等資訊。 

4、中心人員應事先確認通訊設備運作是否正常及定時回報及緊急狀況回報之流程。 

  



二、活動中 

（一）應該在嚴謹的控制環境中接受專業人員的指導，俟精熟技術之後，方可實際操作。 

（二）教學團隊需有確保、防墜系統及救援系統。 

（三）向學習者宣達攀樹安全注意事項時，至少應包括下列項目： 

1、應隨時保持警戒。禁止喧嘩、奔跑。 

2、應隨時聽從中心人員引導，如上樹、下樹、遇急難時。 

3、若發生下列情形，不應攀樹： 

（1）無保繩及防墜器時。 

（2）學習者意見不合時。 

（3）身體不適者。 

4、謹防隨身物品掉落。 

5、長髪應綁起；不可戴戒指、吃口香糖。 

6、器材使用注意事項： 

（1）無確保繩時不可攀樹。 

（2）禁踩繩索，且繩索應遠離星火。 

（3）不可把玩打開攀樹繩上之安全鉤環。 

7、確保人員不可擅自離開崗位。 

8、各種口令要明確清楚。 

9、上樹時不得越過掛繩的支撐點、不可抓其他學習者的繩索、不可以摘除樹上之附生植物。 

10、應保持集體行動，不落單、不落隊。 

11、提供緊急聯絡資訊，含中心電話、教育推廣人員姓名及聯絡方式。 

三、活動後 

（一）若學習者傷亡，應依安全事件通報標準作業流程處理。 

（二）檢討環境及教學活動是否有危險因子，並提出因應對策。 

  



專業攀樹師 翁恒斌 

【經歷】 
• 2015 年考取美國國際樹木學會（ISA，

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Arboriculture）認證，台灣首位合格攀

樹師 

• 2014 HKTCC香港攀樹錦標賽 

• 采風戶外探索有限公司(至 2014/10) 

• 2010林務局新竹林區管理處東眼山自然

教育中心專案教師 

【學歷】 

台中教育大學環境教育所 

中原大學土木工程學系 

【相關訓練】 

• AAEE亞洲體驗教育學會副引導員 

• ISA 國際樹藝木學會 CTW(攀樹師) 

• CRAA中華繩索技術協會攀樹訓練 L3 

• CAA中華樹藝師學會攀樹士 

• 中華民國童軍木章持有人 

• 中華民國童軍 9103服務羅浮 

• 荒野保護協會桃園分會第二期解說員 

•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高級急救教練 

• 中華民國 C級獨木舟教練 

• IRIA&中華民國急流泛舟協會急流救生員 

• 台北市消防局基礎搜救課程 

• 中華漆彈運動暨山野訓練協會技術檢定 

• 林務局 L.N.T.無痕山林種子教師 

 

主要攀樹地點 

初步規畫為行政管理中心週邊及小木屋支線，照片如下： 

  

行政管理中心週邊 小木屋支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