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第十三屆中興大學動科營《牲歷奇境》報名簡章 

 

活動資訊 

營期時間 : 2022 年 1 月 25 日 ~ 2022 年 1 月 28 日(四天三夜) 

活動地點 : 國立中興大學 

 

報名 

報名時間 : 2021年 11 月 16 日 ~ 2021年 12 月 15 日 

招生人數 : 72人  

招生對象 : 全國高中職 一至三年級學生(男女皆收) 

報名費用 : 一般 5200圓整(包括營服乙件、三餐、住宿、保險、課程材料費 

       及講師費等等) 

           清寒 2600圓整(不符合策略聯盟高中資格者，中興大學動科系系 

    學會提供補助款。名額共三名) 

全額補助(經本校策略聯盟高中推薦，且持有弱勢證明文件者    

                         報名費全免。名額共五名)  

 

報名方式 : 採線上報名，填寫下方連結表單即可。若報名人數超額，將依此表單內的問答題進行篩

選。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PQ0Xuvl576qqhBuCkaFSU5yLq-

Twxcs5TUETHe60cn35zRQ/viewform?usp=pp_url 

 

錄取結果 : 2021年 12月 17 日將於中興動科營粉絲專頁公布錄取名單，並以電子郵件進行通知，

屆時請依照指示進行匯款。 

粉專連結: https://www.facebook.com/2022NCHUCAMP 

 

匯款資訊 

銀行名稱/代號 : 彰化銀行 009 

帳號 : 4059 50 034197 00 

匯入戶名 : 吳文元 

匯入金額 : 一般 新台幣 5200 圓整 

匯款人 : 請寫【學員名字】，以方便核對資料 

若有任何匯款問題可聯絡以下聯絡人 

總務 : 林莉婷   聯絡方式 : 0906364718   Email: b0938420079@gmail.com 

 

退費申請辦法 

繳費後若因故無法參加，相關退費事項如下: 

12月 27日以前:退費 80% 

12月 28日~1月 10日:退費 40% 

1月 11 日~1月 24日內不予退費 

1月 11日~1月 24日因感染重大疾病無法參加者,將退費 50%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PQ0Xuvl576qqhBuCkaFSU5yLq-Twxcs5TUETHe60cn35zRQ/viewform?usp=pp_url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PQ0Xuvl576qqhBuCkaFSU5yLq-Twxcs5TUETHe60cn35zRQ/viewform?usp=pp_url
https://www.facebook.com/2022NCHUCAMP


*如遇疫情升溫，退費將扣除 10%已支出費用 

 

清寒補助申請辦法(策略聯盟高中推薦) 

目的:為協助經濟弱勢學生生涯探索，了解大學校系特色及出入路，中興大學教務處擬辦理「補助弱

勢高中生參加營隊計畫」。 

名額:共 5 名，本系審核選出。 

申請對象:經本校策略聯盟高中推薦，且持有弱勢證明文件者。 

報名方式: 

1.弱勢證明文件為符合下列文件之一者： (1)經濟弱勢生：應繳低收入或中低收入或特殊境遇家庭

證明。 (2)原住民學生：應繳戶口名簿。 (3)身心障礙子女：應繳交父親或母親之身心障礙證明文

件。 

2.推薦生應依營隊報名方式報名，並列印報名表(於簡章最下方)送經高中輔導室或教務處或學務處

主任簽名蓋章(註記「本校推薦○○○同學參加貴營隊活動」)，並連同證明文件掃描上傳，寄至以

下信箱，及完成報名手續。  

公關 : 李家羽   聯絡方式 : 0976281107   Email : dororo@smail.nchu.edu.tw 

*仍要填寫線上報名表 

 

清寒補助申請辦法(中興大學動科系系學會補助) 

目的:本系為協助家境清寒之學生參與營隊活動,使家境清寒學生有同等機會         

參與,特別訂定本辦法。 

名額:共 2 名，本系審核選出。 

申請對象:家境清寒之在學高中生,於就讀期間父母負擔活動費用有困難者。 

經費來源:國立中興大學動物科學系系學會提供補助款。 

補助金額:補助金額為活動部分費用,錄取者只需負擔 2600 圓整。 

審核項目:凡領有中低收入戶或低收入戶證明者均可提出申請。 

申請者請檢附下列資料: 

1. 報名表乙份(網路填寫即可) 

2. 在學證明書 

3. 中低收入戶證明或低收入戶證明 

4. 三個月內戶籍謄本 

辦理時間:本營隊報名期限內。 

錄取結果: 2021年 12月 2日將於中興動科營粉絲專頁公布錄取名單，並以電子郵件進行通知，屆

時請依照指示進行匯款。 

申請程序:申請學生於辦理時間內備妥相關證明文件寄送檢附資料掃描上傳至以下信箱。 

公關 : 李家羽   聯絡方式 : 0976281107   Email : dororo@smail.nchu.edu.tw 

 

報名聯絡人 

FB粉絲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2022NCHUCAMP 

 

總召 : 吳文元   聯絡方式 : 0988357481   Email : wunyuan@smail.nchu.edu.tw 

副召 : 莊博翔   聯絡方式 : 0975720932   Email : john901500@gmail.com 

 

https://www.facebook.com/2022NCHUCAMP


國立中興大學策略聯盟高中學校名單 

序號 學校名稱 序號 學校名稱 

1 臺北市立成功高級中學 30 臺中市立后綜高級中學 

2 國立新竹女子高級中學 31 臺中市立新社高級中學 

3 國立新竹高級中學 32 臺中市私立弘文高級中學 

4 國立新竹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33 國立中科實驗高級中學 

5 國立中央大學附屬中壢高級中學 34 臺中市立中港高級中學 

6 桃園市立桃園高級中等學校 35 臺中市立清水高級中學 

7 國立中興大學附屬臺中高級農業職業學校 36 臺中市立大甲高級中等學校 

8 臺中市立臺中家事商業高級中等學校 37 國立彰化女子高級中學 

9 明德學校財團法人臺中市明德高級中學 38 國立彰化高級中學 

10 臺中市立臺中工業高級中等學校 39 彰化縣私立精誠高級中學 

11 臺中市立臺中女子高級中等學校 40 國立員林高級中學 

12 臺中市立忠明高級中學 41 國立溪湖高級中學 

13 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等學校 42 國立中興高級中學 

14 臺中市立臺中第二高級中等學校 43 南投縣立旭光高級中學 

15 臺中市私立曉明女子高級中學 44 國立嘉義女子高級中學 

16 葳格學校財團法人臺中市葳格高級中學 45 國立嘉義高級中學 

17 臺中市立東山高級中學 46 國立虎尾高級中學 

18 臺中市私立衛道高級中學 47 雲林縣私立正心高級中學 

19 臺中市立文華高級中等學校 48 國立斗六高級中學 

20 臺中市立西苑高級中學 49 福智學校財團法人雲林縣福智高級中學 

21 臺中市立惠文高級中學 50 雲林縣立古坑華德福實驗高級中學  

22 臺中市華盛頓高級中學 51 國立北港高級中學 

23 臺中市立長億高級中學 52 國立臺南女子高級中學 

24 國立中興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53 國立臺南第一高級中學 

25 臺中市私立僑泰高級中學 54 高雄市立高雄女子高級中學 

26 臺中市私立立人高級中學 55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 

27 臺中市立大里高級中學 56 國立馬公高級中學 

28 臺中市私立明道高級中學   

29 臺中市立豐原高級中等學校   
  
 

 



2022 第十三屆中興大學動科營《牲歷奇境》報名表 

 

活動資訊 

營期時間 : 2022 年 1 月 25 日 ~ 2022 年 1 月 28 日(四天三夜) 

活動地點 : 國立中興大學 

報名時間 : 2021年 11 月 16 日 ~ 2021年 12 月 15日 

招生對象 : 全國高中職 一至三年級學生(男女皆收) 

注意事項 

*若報名人數超額，將依據本表單的問答題作為篩選標準，並非報名時間順序。 

*若營期間需要外出者，恕不接收報名，報名後告知要外出者將依退費辦法處理。 

*因應疫情，恕不接受港澳生。 

*其他證明文件(學生證、身分證、家長同意書)將會在錄取名單公布後，與匯款確認單一併上傳提供

核對。 

*如遇疫情升溫，退費將扣除 10%已支付費用。 

*中興動科系保有隨時修改及終止活動之權利，如有任何變更內容或詳細注意事項將公佈於粉絲專

業。 

*教務處/學務處主任必須註記「本校推薦○○○同學參加貴營隊活動」。 

 

姓名  出生日期  性別  

就讀學校  身分證號  

地址  

電子郵件  

手機號碼  家用電話  

緊急聯絡人姓名  緊急聯絡人電話  

 

 

 

 

 

 

                     教務處\學務處主任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