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愛的同學，您好:
謝謝大家踴躍報名 參加由公益平台文化基金會主辦的
「2011 花東青少年英語生活營」
，也恭喜同學獲得今夏與 100 多
位夥伴一起從生活中自然學習英語的機會。為了讓大家更進一步
認識營隊活動，煩請詳細閱讀行前通知，以便作最好的準備。
預祝大家 有個難忘且豐富的暑假!!

2011 花東青少年英語生活營
學員報到行前通知
一、 報到日期： 第一梯次 7/04 (一) 上午 8 點-9 點
第二梯次 7/18 (一) 上午 8 點-9 點
二、 報到地點：國立台東大學知本校區
學生宿舍晨曦樓 A 棟一樓服務廳
(台東市西康路二段 369 號)

三、 課程表
第一梯次
7/04 (一) 7/05 (二) 7/06 (三) 7/07 (四) 7/08 (五) 7/09 (六) 7/10 (日)
第二梯次
7/18 (一) 7/19 (二) 7/20 (三) 7/21 (四) 7/22 (五) 7/23 (六) 7/24 (日)
06:30-07:00
起床＋盥洗
07:00-07:30
晨 操
07:30-08:00
早 餐
8:00~12:00 學員報到 ETA4
ETA4
ETA4
ETA4
ETA4
ETA4
English
English
English
English
English
English
始業式
12:00~13:30
午餐＋午休
13:30~16:30
16:30~17:00

ETA4
English

選修課程 選修課程 選修課程 選修課程 選修課程 選修課程
-1
-1
-1
-1
-2
-2
作業時間

17:00~18:00 班級活動 戶外活動 班級活動 戶外活動 班級活動 戶外活動 班級活動
18:00~19:00
晚餐
19:00~21:00 破冰晚會 專題演講 團康活動 邀請設計 尋寶遊戲 電影欣賞 文化之夜
查房＋熄燈

22:30
第一梯次
第二梯次
06:30-07:00
07:00-07:30
07:30-08:00
8:00~12:00

7/11 (一) 7/12 (二) 7/13 (三) 7/14 (四) 7/15 (五) 7/16 (六)
7/25 (一) 7/26 (二) 7/27 (三) 7/28 (四) 7/29 (五) 7/30 (六)
起床＋盥洗
晨 操
早 餐
ETA4
ETA4
ETA4 成果發表 行李
台東
English
English
English
景點
準備
打包
戶外
12:00~13:30
午餐＋午休
午餐＋午休
13:30~16:30 選修課程 選修課程 旅遊
運動會
成果
成果
-2
-2
發表
發表會
16:30~17:00
準備
作業時間
17:00~18:00 戶外活動 班級活動
18:00~19:00
19:00~21:00 媒材介紹 故事分享
22:30

回家
晚餐
電影欣賞 惜別晚會

查房＋熄燈

*下午選修課程，每位學員請選擇一個必選課與一個選修課
認識台東必選課: A-1 縱谷線 A-2 海岸線
興趣選修課: B-1 音樂 B-2 舞蹈 B-3 美食文化 B-4 藝術手作
*本會保留彈性調整課程安排。
*歡迎家長參加學生成果發表會

四、 入選通知注意事項：

1.

學員需全程參與，並遵守生活輔導須知。

2.

為保障備選同學之權益，因故不克前來，請於 100 年 6 月 15 日前來電
告知主辦單位。

3.

免費英語生活營課程內容，包括學員於入營後所有營隊期間之課程相關
費用、全日課程的餐點及平安保險費，但不包含學員之個人性支出，如
電話、購物等費用。

4.

若有疾病需要指導老師或特別照顧之狀況，請於報到時提具醫生診斷或
書面詳細說明備查。參加學員如有長期用藥者亦請務必告知本會，倘有
團隊無法照料者，為維護學員安全，本會將立即通知家長帶回照顧。

5.

參加學員請假時數超過 10 小時以上將無法獲得結訓證書、活動光碟，
及未來本基金會主辦進階課程優先報名之權利。

6.

如有學員擅自離隊、缺課，或因個人行為不當而嚴重違反營隊規定者，
為安全起見本中心將通知家長處理，並得保留退訓的權利。

7.

請勿攜帶違禁品及菸酒，課程期間如故意不守紀律或妨礙老師及團體活
動正常進行者，本基金會有權取消學員參加資格，並通知家長帶回，函
送就讀學校報備處理。

8.

請勿攜帶貴重物品，如：手機、電子產品及過多的零用錢……等，若有
遺失、損壞、借用糾紛……等問題，本基金會不負權責。

9.

爲適應天災、地震、罷工等突發事件和交通狀況，本基金會保留更動課
程之權利。

10. 營隊活動期間所拍攝之活動畫面與照片及學員團體創作之作品，均為本
基金會無償使用及保留。

五、學員務必攜帶物品：
□ 健保卡。
□ 寢具(單人床墊、涼被、枕頭與床單) 。
□ 盥洗用具(牙刷、牙膏、沐浴乳、洗髮精、洗面乳、毛巾與)。
□ 文具用品(鉛筆、原子筆、橡皮擦、尺、彩色筆、筆記本…等)。
□ 小水壺 (裝飲用水用)。
□ 環保餐具(筷子、湯匙、叉子等)。
□ 室內拖鞋、球鞋或任何方便於戶外活動的鞋款。
□ 洗衣粉、洗衣精、曬衣架（宿舍內備有洗衣機和脫水機設備）
。
□ 衛生用品 (一包衛生紙等)
□ 個人常用特殊藥品，如感冒藥、腸胃藥等。
□ 吹風機
□ 少量零用金與電話卡。

六、 營隊結束
第一梯次: 7/16 (六) 下午 5 點
第一梯次: 7/30 (六) 下午 5 點
煩請家長下午 6 點以前至學生宿舍接回學員。
七、 營隊期間緊急聯絡人
台東辦公室 林靜子: 089-221-991
英語營營長 江麗梅: 0933-711-026

「2011 花東青少年英語生活營」
確認參加回函
學員
確認全程住宿與全程參與「2011 花東青少年
英語生活營」
，並遵守團體生活規範。
1. 請根據興趣以數字 1.2 於下列□中填寫優先順序，
以利安排分組。
必選課 □ 縱谷線 □ 海岸線
2. 請根據興趣以數字 1.2.3.4 於下列□中填寫優先順序，
以利安排分組。
選修課 □ 音樂 □舞蹈 □美食文化 □ 藝術手作
3.特殊申請
□安排素食
□申請於前一天晚上報到 (限居住於花蓮之學生)

學員簽名

請於 6/15 前傳真(089-221-993)或
郵寄(台東市仁二街 345 號)至「公益平台文化基金會」
6/15 逾期未回覆者，基金會隨即將其名額轉予備選學生。

財團法人公益平台文化基金會 敬啟
2011.06.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