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東海景觀營 報名簡章 

 

活動名稱   

景底之挖 – 2020 東海景觀營 

活動主旨 

東海大學景觀學系隸屬於「創意設計暨藝術學院」，本系教學目標在於培養實質

環境設計及規劃專才，注重於人與自然環境間的和諧，創造舒適化、有機化、 

藝術化與永續發展。本系特別為高中(職)學生量身策畫景觀營活動，以輕鬆趣

味的活動方式帶領學員認識空間環境設計。歡迎有興趣的你/妳進入景觀領域，

體驗景觀學系專業課程及大學生活，做為未來選擇大學之參考。 

活動網站 

FB 搜尋： 東海大學景觀營 

活動時間 

109 年 7 月 18 日(六)至 109 年 7 月 21 日(二) 四天三夜 

活動地點 

東海大學校園 

招生對象 

全國高中、職在校生及應屆畢業生 

 

https://www.facebook.com/%E6%9D%B1%E6%B5%B7%E5%A4%A7%E5%AD%B8%E6%99%AF%E8%A7%80%E7%87%9F-1214272765338092/


招生名額 

40 人 

活動費用 

4800 元整（含食宿、保險、材料工具費……等。） 

4 月 5 日至 5 月 15 日團體報名（兩人或兩人以上）享優惠價 4500 元 

4 月 5 日至 5 月 15 日享早鳥優惠價 4600 元 

5 月 16 日至 6 月 22 日報名則計以原價 4800 元 

主辦單位 

東海大學景觀學系 

策劃單位 

東海大學景觀學系 37 屆系學會 

聯絡方式 

活動聯絡人：總召 彭思嘉 0926-299-066 

      副召 蔡昇峰 0905-272-017 

（若因正值上課時間無法及時接聽電話，請以簡訊留言訊息，我們會盡快向您

回電，造成不便請見諒。） 

Email: thulastaff@club.thu.edu.tw 

若有相關問題，歡迎以上述聯絡方式洽詢，謝謝。 

 

mailto:thulastaff@club.thu.edu.tw


報名方式 

請先至東海大學景觀營線上報名表單線上填寫報名資料後， 

至活動 Facebook：東海大學景觀營網頁下載正式報名表， 

填妥報名表及家長同意書，擇以下列其中一種方式繳回： 

１.掃描後上傳至線上報名表單答覆處 

２.如有參加本系今年４月 18、19 日之 109 學年度大學入學個人申請說明會    

  者，可於說明會當天繳回紙本報名表至報到處，亦可現場繳費。 

（收取正式報名表核對資料無誤，將以電話通知繳費，並將繳費單拍照或掃描

後電郵至電子信箱 thulastaff@club.thu.edu.tw 方完成報名手續。） 

報名截止日期：109 年 6 月 22 日（一） 

入選名單公布：109 年 6 月 28 日（日）（公布於 FB 專頁） 

繳費方式 

銀行匯款（或 ATM 轉帳）繳款報名 

郵局帳號 （700）00210570355842 

戶名：東海大學景觀系系學會 陳科瑋 

請於收到本系學會通知繳費後，再行繳費！ 

繳費後將繳費單拍照或掃描後電郵至 thulastaff@club.thu.edu.tw 

方完成報名手續。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dJPfB6qQFl5o0Jq7aLiTJ-sDvyzCxmxJWjoFi9TO62y5jtkw/viewform?usp=sf_link
https://www.facebook.com/%E6%9D%B1%E6%B5%B7%E5%A4%A7%E5%AD%B8%E6%99%AF%E8%A7%80%E7%87%9F-1214272765338092/
mailto:thulastaff@club.thu.edu.tw
mailto:thulastaff@club.thu.edu.tw


活動簡介 

*專業特色課程 

安排本系教師與實務界專家，引領同學進入景觀專業領域， 

藉以瞭解本系課程特色及創意思維。 

*競賽與實作課程 

設計與專業課程內容相關的實作及競賽體驗，激發同學創造力與團隊合作默

契，將所學轉化為實際成果。 

*特色團康活動 

透過系學會的帶領，幫助同學們更加認識東海、認識來自各地的新朋友，營期

間除了培養團隊合作的團康遊戲，也有具精美獎品的闖關積點活動！ 

注意事項 

1.報名截止日:109 年 6 月 22 日(一)【額滿為止】 

2.報名錄取方式採「先報名優先錄取」，人數達 40 名後，後續報名者列為 

  候補，並於 109 年 6 月 28 日(日)公布最終錄取名單。 

3. 報名人數未達 25 名，將取消活動並且全額退費，人數上限為 40 名。 

4. 如遇「颱風等天氣不可抗力因素或重大疫情」則於粉絲專頁公布取消活動， 

  並扣除作業程序費用後予以退費。 

５.為保持活動品質，如因個人因素取消報名而影響活動，活動兩周前(7/4)取消 

 報名，退五成費用並扣除手續費；活動一周前(7/11)取消報名則不予以退費。 

-景觀植物學 

-模型設計製作 

-圖學與透視學 

-繪圖軟體運用 

- 



6.為維護營期活動品質，本營隊有保留修改活動行程及內容之權利。 

7.請學員務必攜帶個人證件（身分證、健保卡等）及個人藥品（包含口罩）， 

  悠遊卡或一卡通，盥洗衣物及用品，雨具、拖鞋、課程所需文具（鉛筆、 

  美工刀、直尺、橡皮擦、色鉛筆等上色用具）。 

8.四天三夜行程皆於東海大學內，7/18-7/21 夜宿東海大學宿舍(供冷氣、睡袋) 

9.報名表格請務必確實填寫，以加速報名作業，若有任何疑問歡迎洽詢系學會 

   聯絡人。 

10.欲瞭解更多景觀學系知詳情，請至東海大學景觀學系網頁。 

 

 

 

 

 

 

 

 

 

 

 

https://la.thu.edu.tw/


2020 東海景觀營 報名表 

 

姓名  性別 □男 □女 大頭照 

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民國   年   月  日 血型  

就讀學校      市      鄉鎮地區        高中/職 

戶籍地址 
□□□ 

通訊地址 
□□□ 

e-mail  

聯絡電話 家電 (  ) 手機  

緊急聯絡人 關係  手機  

保險受益人  

特殊疾病/食物 

或藥物過敏 

□無 

□有 ____________________ 

飲食 

習慣 

 

□葷 □蛋奶素 □全素 

交通方式 1. 7/18(一)前往東海大學 

□自行至東海大學校門口(9:00 集合) 

□自行至東海大學景觀系館(9:30 集合) 

□需至台中火車站接駁(8:30 集合) 

□需至中港轉運站接駁(9:00 集合) 

□需至朝馬轉運站接駁(9:00 集合) 

□其他____________ 

2.  7/21(二)離開東海大學 

□從東海大學校門口(17:30 離開) 

□從東海大學景觀系館(17:30 離開) 

□需接駁至台中火車站(17:30 離開) 

□需接駁至中港轉運站(17:30 離開) 

□需接駁至朝馬轉運站(17:30 離開) 

□其他____________ 

備註  



報名相關注意

事項及備註 

1.本活動之保險期間為 109 年 7 月 18 日(六)9:00 至 7 月 21 日(二)17:30 

2.請確實填寫報名資料，以便申請保險等相關資料，報名資料請家長確認 

 並簽章 

3.此份資料僅提供本活動使用，本單位將盡善保密，絕不用於其他用途 

自我介紹(簡單

介紹自己，並

述說一下參加

動機) 

 

□我已詳細閱讀報名相關事項    學員簽章:             家長簽章: 

 

 

 

 

 

 

 

 

 

 



2020 東海大學景觀營 家長同意書 

 

茲同意敝子女        參加 2020 東海大學景觀營，並敦促報名人

於活動期 民國 109 年 7 月 18 日(六)上午 9 時至民國 109 年 7 月

18(二)下午 5 時 30 分，遵守營隊於活動期間所有相關規範。 

 

 

 

 

 

 

 

 

 

 

 

報名人簽章：______________ 

家長簽章：________________ 

中華民國 109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