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年奧萬大自然教育中心暑期營隊
「末日森林高峰會」

日常生活中充滿著許多森林資源的產物或副產物，然而隨著經濟的快速發
展與環境的開發，森林資源的使用危機不斷發生，然而卻有誰教導過孩子解決
問題的方式呢？「末日森林高峰會」以遊戲化學習的方式，以真實世界的森林
資源產業鏈為故事背景，讓孩子親身接觸這些環境議題，並且培養團隊合作與
溝通協調能力，探索屬於新世代的解決森林危機之方式。「末日森林高峰會」不
只能讓孩子瞭解世界的各種面貌，更可以增進孩子未來的素養能力，得以面對
未來生活當中的各種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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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07 月 28(二) ~ 07 月 31(五)
2020 年 08 月 03 日(一) ~ 08 月 06 日(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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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年級學生。
【報名時間】：2020 年 04 月 06(一) 9:00 起，至 06 月 24(三)或額滿為止。
【活動費用】：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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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天三夜課程、食宿、保險及門票費用等
☆活動完成證書一式
【報名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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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先生。完整報名作業如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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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上「台灣山林悠遊網自然教育中心網頁」

線上報名

https://recreation.forest.gov.tw/Education
奧萬大自然教育中心→主題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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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寫家長同意書

繳款

填寫線上表單，回傳學員身

本活動採用台灣銀行「虛擬帳號」，可至提

心狀況。

款機(ATM)、網路銀行或臨櫃繳納。

完成報名

【退費標準】：
1.
2.
3.
4.

於 06/26 通知取消活動者退費 90%，或可進行參與活動人員更換。
於 06/26-07/05 通知取消者退費 70%，或可進行參與活動人員更替。
於 07/06-07/19 通知活動取消者退費 50%，亦無法進行人員更替。
於 07/20-07/27 或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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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如遇天災、罹患重大傳染病等不可抗拒之因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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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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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以上活動取消退費，需扣除轉帳手續費 30 元後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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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合時間與地點】
：
1. 『出發』
：本次活動報到時間依梯次分別為 07/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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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回程』
：本次活動回程時間依梯次分別為 07/31（五）亦有專車送

回，預計約下午 5：00 前抵達高鐵台中站（視當日交通狀況而定）。
【注意事項】：
1.

本次活動最低開課人數為 20 人，未達最低開課人數將取消活動。

2.

為防治新型冠狀肺炎（武漢肺炎），如於 07 月 15 日前有出國旅遊史或
發燒等呼吸道症候群者，請勿參與本次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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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中心將於 06/29(一)寄發行前通知，相關注意事項請詳閱通知內容。

-活動課表第一天
時間

地點

課程名稱

活動簡介/教學概要

08:50-09:00

高鐵集合

09:00-11:30

學習列車出發

11:30-12:00

多功能教室

放置行李及環境介紹

12:00-13:30

楓紅餐廳
藉由團隊建立活動，認識園區

13:30-14:30

奧萬大園區

破冰遊戲

環境概要，並且學習合作與溝
通模式建立。
森林資源跟我們的生活有什麼
關係呢？如果缺少森林資源會

14:30-16:00

奧萬大園區

課程 1：森活工廠

讓生活產生什麼變化呢，透過
課程一起瞭解木製產品與生活
的關係吧！

16:00-17:00

多功能教室

世界會議規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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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會議準備開始，學習會議
的遊戲規則與注意事項，並且

完成繪製所屬國家的徽章。
17:00-18:00

研習館

房間分配與休息時間

18:00-19:00

楓紅餐廳

晚餐

19:00-20:30

多功能教室

世界會議GD1、GD2

20:30-21:00

多功能教室

報平安
第二天

07:00-08:30

研習館/

起床盥洗並享用早餐

楓紅餐廳

從課程活動中瞭解樹木生所面臨
08:30-10:00

奧萬大園區

課程 2：苗木守護神

的挑戰與困境，並且知道人工林
如果透過適度的管理，反而有助
於樹木的成長。
森林對於環境有什麼重要性呢？
讓我們化身成為小偵探，出發前

10:00-12:00

奧萬大園區

課程 3：森林小偵探 往奧萬大的森林中進行探險，尋
找棲息在森林中的動植物，探索
森林的重要性。

12:00-13:30

楓紅餐廳

午餐

13:30-15:30

多功能教室

世界會議GD3、GD4、GD5

15:30-16:30

奧萬大園區

小組時間

16:30-17:30

多功能教室

世界會議GD6 與階段回顧

17:30-18:00

多功能教室

小組時間

18:00-19:00

楓紅餐廳

晚餐
從課程活動中學習碳足跡的概

19:00-20:30

奧萬大園區

課程 4：森林隱形腳
印

念，並且探討一天生活之中會產
生多少碳足跡，而這些碳足跡該
如何減少，才能減少對於環境的
負面影響。

20:30-21:00

多功能教室

報平安
第三天

07:00-08:30
08:30-10:00

研習館/

起床盥洗並享用早餐

楓紅餐廳
奧萬大園區

課程 5：林場小主人 樹木對於環境相當重要，但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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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又有使用森林資源的需求，因
此人工林的管理與使用成為了森
林資源的使用折衷之道。人工林
要如何管理，才能幫助樹木成長
茁壯呢？
人類從什麼時候開始使用森林資
源呢？讓我們搭乘歷史的時光
10:00-12:00

多功能教室

課程 6：森林時光機 機，回到過去探索森林資源的使
用歷史，並且思考現在森林資源
的使用狀況跟過去有什麼關聯。

12:00-13:30

楓紅餐廳

午餐

13:30-15:30

多功能教室

世界會議GD7、GD8、GD9

15:30-16:30

多功能教室

小組時間

16:30-17:30

多功能教室

世界會議GD10 及階段性活動回顧

17:30-18:00

多功能教室

小組時間

18:00-19:00

楓紅餐廳

晚餐
害怕是我們面對挑戰時所產生的
第一個念頭，藉由黑暗體驗活動，

19:00-20:30

奧萬大園區

課程 7：森林黑暗體驗 學習在安全的森林環境中獨處與
冥想，回顧遊戲發生的片段，探
索解決問題的更多可能性。

20:30-21:00

報平安

多功能教室
第四天

出發前往奧萬大頗具盛名之奧
萬大吊橋，沿途觀察森林環境
08:00-12:00

奧萬大吊橋

課程 8：森林之路

變化狀況與認識棲息於森林中
的相關生物，最後於森林永久
樣區中進行課程省思。

12:00-13:00

楓紅餐廳

午餐

13:00-13:30

多功能教室

活動評量

13:30-

賦歸
*上述活動本中心有權視天候進行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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