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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活動目的：藉由實地訓練操作及參訪方式，讓大專生體驗本所修業技術

訓練及生態保育態度，協助青少年對野生動物保育等相關研究及議題有

進一步了解，有利推廣本校教學場域。 

二、 辦理單位： 

1. 主辦單位：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獸醫學院、野生動物保育研究所 

2. 協辦單位：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教務處、 保育類野生動物收容中心 、

森林系保力林場 

三、 活動訊息： 

1. 活動時間：2016 年 8 月 6-7 日（週六 9:00-週日 15:30）(詳如附件一) 

2. 參加對象：大專生 

3. 交通方式：詳見四、注意事項。 

4. 活動地點：保育類野生動物收容中心、沙林生命教育館、保力林場 

5. 活動參加人數：40人（額滿為止） 

6. 活動費用：350 元（含餐費及茶點費）。 

備註：若因故無法參加，請於 7 月 23 日前聯絡體驗營小管家者可退 80%費用，7

月 23 日以後通知者恕不退費，煩請審慎報名。如遇天災如颱風、地震等不可抗力

因素，經主管單位發布之訊息，則取消活動，可退 80％費用。 

7. 報名方式與報名時間： 

線上報名：http://goo.gl/6m5RM6 

即日起至 2016年 7月 20日(週三)23:59分止。 

聯 絡 人：體驗營小管家 

    聯絡電話：08-7740527 

     E-mail：e10358007@gmail.com 

（1） 請於報名後三日內請您將報名費 NT.350 , 利用 ATM 轉帳到下列帳

戶資料: 

第一銀行代號:007 

 

http://goo.gl/6m5RM6
mailto:e10358007@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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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戶號碼: 741-300-42668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401 專戶（請留下您的匯款帳號後五

碼及姓名，以便查詢對。） 

（2）煩請下載【同意書】（如附件三）並簽名後拍照回傳檔案至聯絡人-體

驗營小管家信箱即可，若有任何問題歡迎 E-mail：e10358007@gmail.com，

我們會盡快回覆您！ 

四、 注意事項 

1. 本活動集合時間為8:30-8:40，地點為屏東國光客運站對面，統一接駁至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沙林生命教育館。報到時間為9：00－9：30；若無法準

時抵達或需要接駁者請事先連絡小管家0963-871-854，謝謝合作。  

2. 野外實習個人裝備一律自理(如背包、餐具等)，詳細裝備表請參閱附件

四。  

3. 若因故無法參加，請於7月23日前聯絡體驗營小管家者可退80%費用，7

月23日以後通知者恕不退費，煩請審慎報名。如遇天災如颱風、地震等不

可抗力因素，經主管單位發布之訊息，則取消活動，可退80％費用。 

4. 活動報到當日，早餐請自理。  

5. 活動行程細節若因故調整，將會另行通知，造成不便，尚請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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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課程表 

 

 
  

 第一天 第二天 

0700 

0800 
 

晨間鳥語~ 

保力鳥類觀測 

0800 

0900 

 
早餐時間 

接駁（屏東國光客運對面） 

0900 

1000 

城市野人：報到篇 聽音辨位~ 

無線電追蹤器練習 保育中心：認識篇 

1000 
保育中心：參訪篇 看痕跡~ 

回收動物影像偵測儀看成果 
1100 

中餐之約 1200 
中餐之約 

1300 

往保力林場出發 

教心交心~ 

綜合分享 
1400 

1500 

1530 

1600 
歸賦~ 

1600 

1800 

凡走過必留痕跡~ 

動物影像偵測儀架設練習 
 

1800 

1900 
晚餐時間  

1900 

2100 

黯夜聲影~ 

夜間物種調查 
 

2100 自由時間。就寢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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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科技大學交通位置圖 

 

◎交通方式：從屏東市至學校公車時刻表 http://osa.npust.edu.tw/index.aspx 

 

 

附件二 

http://osa.npust.edu.tw/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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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同意書 

本人同意               同學，參加由屏東科技大學獸醫學院主辦之「 與

野生動物有約大專生 體驗營」研習活動，並配合營隊期間所有活動。體驗

營為團體活動，為考量團隊安全，若本人經過勸阻仍違反營隊秩序而造成

傷害，體驗營保有退訓之資格，且後果需自行負責。  

家長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活動切結書 

本人               ，參加屏東科技大學獸醫學院主辦之「 與野生動物

有約大專生 體驗營」，願意配合營隊所有活動。營隊期間會切記自己身體

狀況，量力而為，若有身體不適會立即回報營隊人員。研習營中之所有團

體活動，為考量團隊安全， 若本人經過勸阻仍違反營隊秩序而造成傷害，

體驗營保有退訓之資格，且後果由本人自行負責。  

學生簽章：  

家長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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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與野生動物有約大專生體驗營 裝備表 
PS.個人裝備檢查表，以下視個人情況增減 

 

ˇ 裝備 ˇ 裝備 ˇ 裝備 

 1. 雙肩小背包  11. 頭燈  21. 望遠鏡及圖鑑(選配) 

 2. 背包套  12. 紙、筆  22. 零錢(選配) 

 3. 帽子或頭巾  13. 個人餐具  23. 衣物 

 4. 打火機  14. 萬用刀、瑞士刀(選配)   

 5. 地圖(報到發)  15. 水壺   

 6. 指北針  16. 個人特殊藥品   

 7. 兩截式雨衣  17. 健保卡   

 8. 哨子(報到發)  18.工作手套(報到發)   

 
9.登山鞋(或雨

鞋) 
 19. 拖鞋   

 10. 襪子  20. 備用電池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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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備建議(自備，不代表一定要用買的!!!沒有的人，請先和親朋好友用借的) 

 裝備名稱  採購建議 

1 雙肩小背包 自備 輕巧堅固耐用又便宜即可，平常上課的背包稍嫌太

大。主要裝戴當天調查活動所需用品。 

2 背包套 自備 山中濕氣重，且下雨機會高，因此需要背包套包覆背

包，使雨水不要滲透裡面，大部分登山背包買時都會

附上(因每個品牌需要大小不同)，但也可以視背包公

升數，直接向登山用品店購買。 

3 帽子或頭巾 自備 1.人的體溫有 70%是從頭部散發，所以在山上頭部的

保暖相當重要。一般鴨舌帽即可，能夠有防水透氣

的帽子更好。 

2.若是不喜歡戴帽子，頭巾也是ㄧ個選擇，較不會阻

擋視線，又吸汗，但缺點就是不能提供防風的效果。 

3.而且有帽子或頭巾把頭髮固定住，可讓我們在活動

時更加專心(不用三不五時撥頭髮、整理頭髮) 

4 打火機 自備 體積小用處多，生火、煮飯、求救....入山必備聖品。 

5 地圖 報到時發

給 

無 

6 指北針 自備 這可是保命的重要裝備，有便宜的大陸貨，也有高級

的歐洲貨，個人用過 150元的指北針，用不到 3個月，

就在山上跟我 say good bye了，所以建議買好一點的

歐洲貨，耐用、穩定，常見品牌有 silva、suunto。

價格約 450-600元之間。野外研究常需要，未來研究

若需要在野外者建議直接買好一點的。(文具店 10元

左右陽春型不建議使用) 

7 兩截式雨衣 自備 剛開始接觸山林，三和牌兩截式雨衣是我們最好的朋

友，千萬不要帶平常騎車用的小飛俠，她飄逸的群擺

可是會讓你跌個狗吃屎。當更了解風雨衣的材質之

後，再來追求 Gore-tex或是其他各種防水透氣材質的

風雨衣也不遲。 

8 哨子 報到時發

給 

遇難或落單時，告知別人自己位置用。 

9 登山鞋或雨

鞋 

自備 1.大部分學長姐調查都穿著長筒雨鞋，但只要適合自

己，就是好鞋，購買時多試穿，穿著在店裡逛逛。 

2.登山鞋常見品牌：garmont、asolo、lowa、montrail、

vasque、bestard、scapa。價格帶約 3000-6000 元。 

3.登山鞋和雨鞋的抉擇：平常沒有運動習慣的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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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山鞋，因為雨鞋較不能提供支撐性，相當容易扭

傷，建議雙腳都戴上護踝，或許可以降低扭傷腳的

風險。 

4.若選擇雨鞋要挑選較厚的，小時候下雨天穿的那種

稍嫌太薄，而且在雨鞋內要裝上較厚的鞋墊，才能

在完全沒有避震性的雨鞋中有較好的保護。雨鞋推

薦日日新牌。 

5.雨鞋內建議裝上較厚的鞋墊，如為了省錢可以將十

元拖鞋剪成適合自己腳狀並外加穿兩雙襪子，雖然

穿雨鞋會腳臭，但卻是省錢卻又不心疼的密招。在

試穿時最好穿著自己的登山襪，才能試出最適合自

己的鞋子。可至登山用品店選擇較厚、較耐用的鞋

墊，價錢約 300～500；或是將 10元的小綠拖，剪

掉夾腳處即可當鞋墊使用。 

6.登山鞋若是一年以上沒穿，建議在活動前一個月左

右試穿看看鞋子狀況，若是有鞋底分解脫落的情

形，建議不要穿著該雙鞋子上山，以免危險。 

7.經驗談：個人配備價格不低的登山鞋(且是教練推薦

的黃金鞋底)，但是因為登山鞋支撐性高(鞋底硬)

所以相對踏到溼滑突出物時接觸面積較小，因此較

容易滑倒，相對雨鞋底部柔軟與突出地形接觸面積

大，防滑效果較佳。可以說各有優缺(一個較防扭

傷；一個較防滑)所以需自行衡量，當然如果平常有

在上山最習慣穿什麼就穿什麼。如果是新買的鞋子

在還沒上山前就要多多試穿出去爬爬小山適應一下

喔。 

10 襪子 自備 厚毛襪可以防止起水泡。若是覺得襪子不夠厚，也可

以穿兩三層。目前最熱門的襪子 smartwool，一般來

說價格位於 500-600元間都是不錯的襪子，若嫌太

貴，夜市裡賣的兩雙一百五，腳底有小腳印的那種毛

襪，也很好用喔。 

11 頭燈 自備 1.重要必備裝備，初期能借就借，晚上吃飯時必備。

一般來說台製的頭燈價錢及耐用度都差不多，約

400-550元左右，但進口貨如 Petzl、BlackDiamond

等就較昂貴，但品質優良且耐用，亮度也較高。 

2.選購時，可以選擇亮度較亮的、或是小燈數量較多

的，並且必備另一副電池，以便更換。 

12 紙、筆 自備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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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個人餐具 自備 準備好一個大鋼杯、一雙不易折斷的筷子就 ok 啦。 

14 萬用刀、瑞士

刀 

選配 通常使用在煮飯切菜時較常使用，依學員情況攜帶。 

15 水壺 自備 無。 

16 

 
個人特殊藥

品 

自備 個人特殊常用藥品包含：暈車藥、過敏藥品、頭痛藥

等等。建議可攜帶透氣膠帶。 

17 健保卡 自備 無 

18 工作手套 報到時發

給 

無 

19 拖鞋 選配 柑阿店在賣的 10 元速力帕就可以了。(建議若有帶涼

鞋就不必帶拖鞋了) 

20 備用電池 選配 無 

21 望遠鏡及圖

鑑 

選配 課程有賞鳥行程，但希望最好每個學員都有望遠鏡，

就不需要借來借去。 

22 零錢 選配 無 

23 衣物 自備 選擇建議包含長袖、長褲、襪子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