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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池南自然教育中心「溯，森林--獨木舟奇遇記」生態探索營隊簡章 

 

熱情耀動的夏日時光，是孩子展現活力的時刻，邀請小朋友與我們在美麗的鯉魚潭划獨

木舟，飽覽湖光山色；一同走入河谷，回溯蜿蜒溪流，感受奇幻森林的生命脈動；並在

農場裡進行創意野炊料理，享受來自土地與自然的美味風味餐。中心期盼藉由豐富有趣

的探索教育體驗活動，讓孩子在自然環境裡學習團隊合作，勾勒出屬於自己與仲夏時光

的驚奇探索旅程。 

一、主辦單位：林務局花蓮林區管理處。 

二、協辦單位: 光合作用戶外探索學校、花蓮縣棲地保育學會、月彎舟休閒企業社。 

三、活動日期：2019 年 7 月 25 日（四）至 7 月 27 日（六）（三天過夜型營隊）。 

※如遇人力或不可抗拒因素之突發事件，則另行公告通知活動取消及辦理退費。 

四、活動地點： 

 1.池南國家森林遊樂區（花蓮縣壽豐鄉池南村林園路 65 號） 

 2. 鯉魚潭；鯉魚山周邊。 

 3.青陽農場（花蓮縣壽豐鄉池南村池南路 4 段 8 號）。 

 4.台十一線 12 號橋水域。 

五、集合地點、時間： 

 1.花蓮火車站後站 09：00～09：40 

 2.池南國家森林遊樂區林業陳列館 10：00～10：30 

六、解散地點、時間： 

 1.池南國家森林遊樂區林業陳列館 14：00～14：30 

 2.花蓮火車站後站 14：50～1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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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活動對象：9 月開學後升國小 4、5、6 年級之學生，每梯次 35 人（報名人數若不滿 20 人，活動將

不予辦理）。 

八、活動費用：3400 元（學員負擔課程費、門票、保險費、講師費、餐費、教材及交通等費用）。 

九、【營隊活動內容】 

時間 
第一天 

07/25（四） 

第二天 

07/26（五） 

第三天 

07/27（六） 

上午 集合報到 

1. 花蓮火車站後站 

09：00～09：40 

2.池南園區 

10：00～10：30 

溯溪歡樂行 

海岸山脈沁涼的溪水，豐富

的生態等你來探索 

池南尋寶大冒險 

來一趟世界性的定向競賽，

找尋池南秘寶 

做童玩，玩科學 

認識有趣童玩背後的科學原

理 完美同盟 

在遊戲中，建立團隊，凝聚

默契 

下午 獨木舟奇遇記 

專業教練群帶領下，在美麗

的鯉魚潭划獨木舟，飽覽湖

光山色，感受自然脈動 

 

創意野炊料理 

學習用木柴升火，炭烤蛇麵

棍，並享用農場豐盛且美味

的風味餐 

結業式 

恭喜完成任務的小勇士，獲

頒榮譽獎狀 

 

離營解散 

1.池南園區 

14：00～14：30 

2.花蓮火車站後站 

14：50～15：30 

 

夜間 尋找夏夜精靈 

伴著夏夜星空，探訪迷人且

熱鬧夜間生態 

桌遊大競技 

池南精心研發，超高人氣的

桌遊，等你來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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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報名方式：                      

 1.本活動採取線上報名：詳細報名程序請參閱【附件一】。 

  報名網址：https://reurl.cc/9nbkd  提醒您，本系統需預先註冊成為會員始能登入報名。 

 2.報名時間：108 年 5 月 3 日（五）上午 09:00 起受理報名。 

 3.本中心收到報名資料後於 3 個工作天內即與您聯繫並確認，報名資格審核通過者，請於接獲通知的隔

日起，3 日內需完成轉帳程序，否則視同放棄報名。若未接到來電，請主動洽詢池南自然教育中心教

育推廣組（03）864-1594＃15。 

4.繳費方式：報名審核通過後，系統會以電子郵件通知轉帳銀行帳號及金額，若您沒收到電子郵件，請

主動聯繫我們，中心確認款項後才完成報名手續。屆時依收件及完成繳費確認，排定報名先後順序。 

十一、轉帳須知：轉帳帳號為虛擬帳號，請使用實體、網路 ATM 轉帳。 

 1.轉帳完成後，請以 e-mail 告知已完成轉帳，並隨信附上轉帳交易明細表照片，中心收到信件及款項後

將與您確認，即完成報名程序。 

 2.池南自然教育中心信箱：chihnannc@gmail.com。 

十二、注意事項： 

 1.請家長提醒小朋友參加營隊課程時，須確實遵守活動工作人員及隊輔所有的安全指示，以免發生危

險。 

 2.活動進行期間，中心工作人員配備緊急醫藥箱、無線電對講機及行動電話，並依據花蓮林區管理處池

南森林遊樂區事故防範及緊急救難處理程序，以因應可能發生之突發狀況。再者，本營隊有接受 EMT-1

（Emergency Medical Technician）訓練之緊急救護技術員協助學員在活動中的安全。 

 3.此次營隊，中心為所有學員投保旅遊平安險及意外醫療保險（提醒家長注意，依據 99 年 2 月 1 日公

告實施之保險法第 107 條修正案規定，15 歲以下之未成年人意外身故，保險公司將不得提供身故給

付）。 

 4.本營隊活動包括划獨木舟體驗、夜間觀察、溪流生態觀察等，報名前，請考量小朋友的體能負荷及身

體狀況，並請於報名確認後，傳真回傳健康調查表（詳見本簡章附件二）給中心，傳真號碼

03-864-1613。 

 5.報名資格審核通過者，請於接獲通知的隔日起，3 日內需完成匯款程序，並以 e-mail 告知已完成轉帳 

及傳真回傳健康調查表。 

 6.報名後如需取消報名者，相關退費事宜，請參照本中心規定辦理（詳見本簡章附件三）。 

 7.學員集合/解散時間、地點，敬請家長留意。 

 8.本中心提供之住宿設備較為簡易，請自備睡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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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線上報名步驟 

一、 登入山林悠遊網： 

1. 網路搜尋「山林悠遊網」（https://recreation.forest.gov.tw/），若已有帳號請先登入再行報名，

若還不是會員，請先進行帳號申請。 

 

 

2. 請填入使用者的身份證字號，以及使用者經常使用之電子郵件。 

 

3. 並於信箱收信之後，點擊連結，填妥個人資料以完成帳號申請。 

 

 

二、開始報名： 

1. 先進入山林悠遊網（https://recreation.forest.gov.tw/），點選「自然教育」，並選擇「池南自然教

育中心」。 

2. 下拉至「主題活動」，點選「溯，森林」活動，填寫線上報名表，進行線上登錄。 

https://recreation.forest.gov.tw/
https://recreation.forest.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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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池南自然教育中心營隊活動健康調查表 

報名資格審核通過者，請於獲通知的隔日起， 3 日內回傳至本中心 (傳真

03-864-1613)。 

 

親愛的家長，感謝您支持中心所辦理的「溯，森林-」生態探索營隊，本調查表主要協助

中心瞭解小朋友參與活動的身體狀況，以看顧學員的個人安全。也請家長放心，中心秉

持個人隱私原則，不會將調查資料外流。若有任何疑問，請洽池南自然教育中心教育推

廣組03-864-1594＃15，中心將有專人為您服務。 

一、小朋友個人資料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   性別: □男□女   出生日期: _____ / _____ / _____   

身分證字號：__________________身高:__________ 體重: __________ 

飲食限制：□葷□素□其他限制（例如:不吃牛肉,海鮮...等） 

緊急聯絡人:_____________ 關係:__________ 聯絡電話/手機:______________  

E-mail：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 小朋友目前有以下的病史或病症嗎? 若有請在□打勾。 

□偏頭痛□心臟疾病或心臟病 

□血壓過高或有高血壓□癲癇 

□糖尿病□低血糖 

□氣喘□呼吸道疾病 

□泌尿系統問題□睡眠障礙 

□對蚊蟲或蜂類叮咬過敏□消化道疾病 

□對藥物過敏□其他 

若有勾選以上任一項目，請說明： 

請您列出其它中心需要注意的事項： 

◎經過評估後您認為貴子女是否可以參加此次營隊活動□是□否 

參加者簽章:  

 

監護人或家長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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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林區管理處：970 花蓮市林政街 1 號 電話：03-832-5141 傳真：03-835-2136 

池南自然教育中心：974 花蓮縣壽豐鄉池南村林園路 65 號 電話：03-864-1594＃15 傳真：03-864-1613 

 

【附件三】池南自然教育中心營隊活動報名流程相關規定與退費辦法 

活動報名流程與取消報名、退費辦法如下，或洽池南自然教育中心 

活動內容洽詢 

報名名額查詢 

報名成功 視同放棄 

匯款並傳真收據及健康調查表

（請於獲通知的隔日起 3 日內(假日

不計），完成匯款並傳真） 

，中心收到資料後，會以電話確認匯

款內容。 

第一梯次活動成員退費規定 

(營隊日期:07/25-07/27) 

取消報名期間         退費比例 

05/03～06/20               100％ 

06/21～07/21                50％ 

07/22～07/25                 0％ 

＊另需扣除退費所需之手續費金額 

1. 主動取消、放棄名額者，請於非假日期間

08:00-17:00來電，依各梯次活動成員退費規定

辦理。 

2. 主動取消、放棄名額者，其退費比例之金額，

尚需扣除退費所需之手續費。 

3. 若活動執行期間，遇不可抗拒之因素須提前終

止課程，將扣除手續費後，退還未執行活動費

用之50％。 

4. 以下3種情況，主辦單位將全額退費（須扣除匯

款手續費）。 

(1). 活動當日因天災或不可抗拒之因素以致課

程被迫取消，參加者未參與課程。 

   (2).因主辦單位之行政作業因素，致使課程取

消。 

(3).活動截止報名人數不足20人致無法成行，主

辦單位保有取消營隊權利。 

5. 請報名者本人及其家長/法定代理人詳讀本活

動報名資料，以避免您的權益受損。 

6. 主辦單位保有價格與退費之最終解釋權。 

通知中心取消、放棄名額 

（時間：週一～五，08:00~17:00） 

期限內完成 

如：05/12 完成 
未於期限內完成 

未
符
合
資
格
者 

主
動
取
消
、
放
棄
名
額 

線上填寫報名表 

學員資格審查 

（中心以電子信件通知是否錄取） 

如：05/08 獲得錄取通知 

 

報名資料確認 

（中心以電話方式聯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