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私立輔仁大學106年度「動手玩自然-生物科學體驗營」報名簡章 
壹、活動目的： 

本校為提升小學生對於生物科學及生態的興趣與認知能力，特舉辦此生物科學體驗營；

盼寒假期間提供學子更多元與豐富的學習機會，樹立學生對生物及生態的認知及環境保

育觀念。 

貳、主辦單位：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輔仁大學生命科學系 

參、活動資訊： 

一. 時間：106年02月06日（星期一）至106年02月08日（星期三） 08:00～17:30 

二. 地點：輔仁大學生命科學系系館及輔仁大學校園內 

三. 對象：全國對生物科學、生態活動有興趣之四、五、六年級小學生 

四. 名額：共56名 

五. 活動費用：2900元 (含中餐，且不須另外繳交材料費，優惠資訊詳見第陸點) 

六.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106年01月20日（星期五）23:59 截止，逾期若想報名請先來電

詢問。 

七. 活動後將發予結業證書。 

肆、報名方式 : 

    一、欲參加本活動學生之家長請至活動臉書粉絲專頁填寫線上報名表單或下載報名表(附

於簡章最末頁)填寫，郵寄至「輔仁大學理工學院生命科學系辦公室 LS111」（24205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 510 號 生命科學系系辦公室 LS111 徐祕書收），報名時間為

即日起至 106 年 01 月 20 日（星期五）23:59 止（以郵戳為憑，額滿截止報名）。 

    二、活動資訊參考及報名表下載：請於本活動臉書粉絲專頁 

        https://goo.gl/OAQBZf 下載。 

    線上報名表單： 

        https://goo.gl/b1Ucc4 

 

三、報名後３日內寄送簡訊及 e-mail 通知是否報名成功(若無收到訊息，請務必來電確

認報名狀況)。報名成功後，主辦單位將寄出紙本信件及 e-mail，告知繳費期限、應

繳金額(包含搭配的優惠方案)及活動注意事項。請依照信上所標示之期限內繳費，

否則視同放棄報名資格。 

伍、錄取方式：依報名先後順序錄取，額滿為止。 

https://goo.gl/OAQBZf
https://goo.gl/b1Ucc4


陸、優惠資訊： 

一. 早鳥優惠：即日起至1/1止，期間內報名者享有優惠費用2500元。 

備註：早鳥優惠價繳費時間至1/6止，若未在期間內繳費，視為放棄早鳥優惠報名資格。. 

二. 好友同樂價：四人同行即享85折優惠。 

（多個優惠方案可同時使用） 

柒、繳費辦法 

一. 郵政匯款 
戶名:輔大生科學會陳岱晴 

代號:700 郵局局號: 2441376 帳號: 0438505 

二. ATM轉帳 
代號:700郵局局號: 2441376 帳號: 0438505 

【註】請妥善保管匯款收據或交易明細表,並於交易前再次確認帳號無誤,以確保您的權益。 

捌、退費資訊 

如需辦理退費，請以 e-mail或來電告知，我們將協助您辦理退費。 

 

 

 

 

 

 

 
玖、注意事項 

一、為響應環保，請自行攜帶水壺及餐具（筷子或湯匙）。 

二、攜帶文具、色筆、健保卡、個人藥品、個人衛生用品 

三、營隊中有安排戶外活動，因此請穿著輕便並注意保暖。 

四、活動當天將以學員身分證字號為憑證報到，請務必攜帶相關證件 

拾、活動洽詢： 
TEL：(02) 2905-2468    徐千琇秘書或 0937384830 生態營公關組梁隆軒 
FAX：(02) 2905-2193    (24205)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 510 號   
E-mail：lifesciencefju@gmail.com 

 

退費時間 退費比例 

106/1/20 午夜 12 點前 全額退費 

106/1/25 午夜 12 點前 退費 90% 

106/1/25 午夜 12 點後至活動前 退費 70% 

活動期間 恕不受理退費 

mailto:lifesciencefju@gmail.com


私立輔仁大學 106 年度「動手玩自然-生物科學體驗營」行程表 

活動時間：2017年 2月 06日(星期一)- 2017年 2月 08日(星期三) 8：00 ~ 17：30 

活動地點：輔仁大學生命科學系系館及輔仁大學校園內 

行程表： 

2月 06日 行程名稱 行程內容 

8：00 ~ 8：30 報到 報到、分組、分發名牌、小隊時間 

8：30 ~ 9：30 開幕式 
相見歡，分發講義、認識活動人員、講解營

隊與實驗室相關規定。 

9：40 ~ 10：40 人體器官探索 人體器官系統的運作介紹與認知。 

10：50 ~ 12：00 微生物與我 動手操作培養皿實驗。 

12：00 ~ 13：30 中餐+小組活動 

13：30 ~ 15：00 化學實驗(一) 神奇的氣體生成實驗 

15：20 ~ 17：00 化學實驗(二) 生活中的酸鹼實驗 

17：30 ~ 18：00 快樂賦歸 

 

2月 07日 行程名稱 行程內容 

8：00 ~ 8：30 報到 報到、分發名牌、小隊時間 

8：30 ~ 9：30 植物生態系 植物生態系介紹與認知。 

9：40 ~ 10：40 植物分類比一比 辨認常見的植物。 

10：50 ~ 12：00 
小小植物學家 

(戶外採集大作戰) 
到校園內辨認植物特徵並判斷植物的種類。 

12：00 ~ 13：30 中餐+小組活動 



13：30 ~ 15：00 認識香氛植物 
了解植物具有哪些香味，又為什麼散發這些

香味呢？  

15：20 ~ 17：00 香氛水晶皂 DIY 
學習界面活性劑(清潔劑)的去污原理，親手

塑造屬於自己風格的色彩香氛水晶皂。 

17：30 ~ 18：00 快樂賦歸 

 

2月 08日 行程名稱 行程內容 

8：00 ~ 8：30 報到 報到、分發名牌、小隊時間 

8：30 ~ 9：30 生命の起源 了解地球生命、人類起源與演化。 

9：40 ~ 10：40 史前生物大滅絕 探究神秘的五次史前大滅絕。 

10：50 ~ 12：00 地球危機 環保議題，第六次大滅絕的來臨與擔憂 

12：00 ~ 13：30 中餐+小組活動 

13：30 ~ 15：00 
小小盆栽 

動手做 
種植屬於自己的小盆栽。 

15：20 ~ 17：00 閉幕式 結訓、頒發小禮物與結業證書。 

17：30 ~ 18：00 快樂賦歸 

 
 

 輔仁大學交通方式： 

(1) 捷運輔大站 1 號出口直走。 

(2) 自行開車及其他相關交通訊息，請連結網址: 

http://www.fju.edu.tw/aboutFju.jsp?labelID=9 

 

http://www.fju.edu.tw/aboutFju.jsp?labelID=9


動手玩自然-生物科學體驗營 報名表 
※以下資料請如實填寫,以避免資料錯誤而導致您的權益喪失 

*基本資料 

姓名  綽號  性別  □男     □ 女 

生日  身分證字號  血型  

學校  年級和班級   
*聯絡資料（家長） 

E-Mail  聯絡電話   

聯絡人   關係   聯絡人電話   

聯絡地址  □□□  

個人資料 

特殊飲食習慣 □，                         ，□ 無  是否吃素 □是  □否 

特殊疾病 □，                                               ，□ 無  

對營隊的期許   

參加過的營隊   

匯款與轉帳資料 (請確實填寫，方便主辦單會進行款項資料核對) 

匯款人大名 
(含無摺存款)  

轉帳帳號末五碼  

其他資料 

備註   

 
 
家  長  同  意  書 
茲同意子弟__________________參加 2017 輔仁大學之動手玩自然-生物科學體

驗營，並接受輔導遵守團體紀律，如因不守規定或不接受輔導而發生意外事件，

將自行負責。 
                              家長__________________簽章 
                                    中華民國____年____月____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