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中興大學預修課程【惠蓀林場生態與環境】http://nchu.cc/5agkz

■【課程簡介】
可採認本校通識課程-自然領域-【環境科學學群】1 學分
一、活動介紹

【惠蓀林場生態與環境】課程是 1 學分的通識教育課程，課程內容包含資源利用與造紙實作、夜間昆蟲誘捕與
攝影、林場生態與登峰活動、惠蓀咖啡體驗、野外食用植物探索、植物景觀與造林實作等戶外課程。透過這門
生態教育課程，培養同學對土地的了解和愛惜、對生命的尊重，建立人和環境之間的親密關係及正確的生態觀
念，進而身體力行，做一位愛護地球、維護生態環境的勇士。 歡迎您走出教室，加入中興大學，讓我們和大自
然一起上課吧！
二、招生對象及錄取順序
1. 108 學年度錄取本校新生，經由大學繁星推薦、特殊選材、個人申請等各項考試分發至本校之一年級新生，
以本校策略聯盟高中職學生為優先，非錄取本校之大一新生請勿報名。
2. 招生人數每梯次各 70 名，分 A、B 兩班上課，每梯次亂數選出正取生 70 名，並從未錄取名單中亂數選出備
取名額 10 名，依照招生缺額順序遞補。
三、報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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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報名時間：第一~三梯次：108 年 05 月 10 日(五)上午 10:00 至 05 月 17 日(五)上午 10:00
第四梯次：108 年 08 月 02 日(五)上午 10:00 至 08 月 09 日(五)上午 10:00
2. 報名填寫：在系統開放報名期間，學生可選擇欲參加活動梯次時段，若報名時選擇多梯次皆可參加者，經錄取
後，不可更改活動梯次時間，若無法參加仍視為放棄，不可參加下一梯次活動備選。
3.

報名網址：http://nchu.cc/83BYR 於報名期間開放。注意：填表提交後，如欲修改，請自行複製提交後之網址。

4. 【錄取名單】公告：每梯次【正取生】70 名、【備取生】10 名，錄取名單公告時間：
第一~三梯次：108 年 05 月 17 日(五)下午 15:00
第四梯次：108 年 08 月 09 日(五)下午 15:00 四、繳交報名費
1. 繳費金額：
(1) 報名費：新臺幣 3,200 元(含食宿、交通、入園門票、團體意外保險、教材等費用)。
(2) 學分費：全免。本課程可採認通識課程 1 學分。
2. 正取生繳費時間：第一~三梯次：108 年 05 月 17 日(五)下午 15:00 至 05 月 21 日(二)24:00
第四梯次：108 年 08 月 09 日(五)下午 15:00 至 08 月 13 日(二)24:00
3. 繳款方式：下載繳費單網址 http://nchu.cc/83BYR 於繳費期間開放。
※正取生請輸入【身分證字號】登入後列印繳費單，ATM 轉帳或至第一銀行各分行臨櫃辦理，請務必至本活動
系統查詢繳費狀態。
五、課程活動
1. 上課地點：國立中興大學惠蓀林場(南投縣仁愛鄉新生村山林巷 1 號)。
2. 課程日期：第一梯次：108/5/27 日(一)至 30 日(四)、第二梯次：108/06/18 日(二)至 21 日(五)
第三梯次：108/7/29 日(一)至 8/1 日(四)、第四梯次：108/8/27 日(二)至 30 日(五)
3.

集合時間：每梯次課程第一天早上 09:00 前集合完畢

4.

集合地點：請於本校綜合教學大樓廣場前完成報到手續。
40227 臺中市南區興大路 145 號 (本校校門口位於興大路與學府路交叉口 地圖 )
六、其他事項

1. 【惠蓀林場生態與環境】課程是本校大學部通識教育正式課程，修習成績及格者將採計為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
1 學分(自然科學領域-環境科學學群)，由本中心於期末統一登錄成績與學分。
適用對象：108 學年度入學新生，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國農企學士學位學程可以參加本課程活動，但是學分採
認與否仍須符合各系畢業條件規定。
2. 108 學年度本校重要選課時間(第四梯次)：請參考課務組網頁【選課須知】或通識教育中心網頁【課程訊息】
(1) 8/29 學士班新生初選
(2) 8/30 學士班新生(通識課程以外)網路初選
請同學留意選課時間，若有疑慮請勿報名該梯次課程，本課程將於 8/29、8/30 開放，讓有需求的同學進行
選課。
3. 參加本課程需全程住宿在惠蓀林場學生研習中心，同學應每堂準時上課並遵守相關規定，完成指定作業。
4. 部份課程需全程步行林場採集體驗與實做，並須完成湯公碑登頂活動(來回約 5 小時)，報名者請考量體能狀況。
5. 請同學自行攜帶個人衣物、盥洗用具、環保杯碗筷、行李、醫藥品及其他必用物品，準時集合報到。
6. 聯絡方式：有關課程等相關問題，請聯絡本校通識教育中心賴小姐 04-2284059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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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預修課程【惠蓀林場生態與環境】http://nchu.cc/5agkz

■【課程時間表】
★【惠蓀林場生態教育】課程歷年剪影參考
2018 年課程影片：https://youtu.be/aRXnPuMAbbo
2015 年課程影片：https://youtu.be/iFhf-bVy-bU
2014 年課程影片：https://youtu.be/hzJFoEaW8rM
2013 年課程影片：https://youtu.be/9_TSbZG_z-o
2012 年課程影片：https://youtu.be/YIG1zb9wCXw

上課日期

第一梯次：

上午課程

下午課程

晚上課程

(09：00-12：00)

(14：00-17：00)

(18：00-21：00)

去程

惠蓀林場導覽

林場生態與登峰活動

資源利用與造紙實作

惠蓀咖啡體驗

野外食用植物探索

108 年 05 月 27 日(一)
第二梯次：
108 年 06 月 18 日(二)
第三梯次：
108 年 07 月 29 日(一)
第四梯次：
108 年 08 月 27 日(二)

植物景觀與造林實作
預計 14：00 回程

※每梯次分 A、B 兩班，課程前後順序及時間依狀況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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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間昆蟲誘捕與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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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前注意事項】
一、學生報到時間與地點
報到時間：第一梯次 108 年 05 月 27 日(一) 09:00、第二梯次 108 年 06 月 18 日(二)09:00
第三梯次 108 年 07 月 29 日(一) 09:00、第四梯次 108 年 08 月 27 日(二) 09:00
報到地點：本校綜合教學大樓廣場前 地圖
40227 臺中市南區興大路 145 號（本校校門口位於興大路與學府路交叉口）
請同學攜帶有照片之身分證件及學生證報到，並領取課程資料及導覽器。
二、如何到中興大學 地圖
客運火車
1. 下車後請先步行至台中火車站對面搭乘台中客運或統聯客運。
台中客運：33 號、35 號公車，統聯客運：73 號公車
2. 至中興大學正門口下車。
高鐵，下車後請至台鐵新烏日站搭乘火車至台中火車站，轉搭公車至中興大學。
自行開車

興大交通路線圖１（含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圖、市內主要道路圖）
、 興大交通路線圖２
註：車輛進入本校校園須依規定繳交停車管理費，請盡量搭乘大眾交通工具。
三、個人攜帶物品
1. 學生證、身分證、健保卡等。
2. 個人備用藥品(暈車藥、蚊蟲藥膏、腸胃藥…)、衛生用品。
3. 薄長袖外套、換洗衣物、衣架、拖鞋、防蚊液、雨傘、輕便雨衣、手電筒、面紙、防曬用品(帽子、防曬乳) 。
4. 環保碗筷、湯匙、環保杯。
5. 盥洗用品(牙膏、牙刷、香皂或沐浴乳、洗髮精、梳子、吹風機、浴巾…) 。
6. 文具用品(墊板、筆…) 。
7. 手機與充電器。
8. 少量金錢(請隨身攜帶，並妥善保管)。
備註
1. 本課程含戶外活動請穿著輕便服裝、長褲、超過腳踝厚襪及方便行走之鞋子(登山鞋或球鞋…)。
2. 部份課程於山區內，為方便行走建議攜帶後背包(登山用為佳)。
3. 個人貴重物品請隨身攜帶，並自行妥善保管。
4. 惠蓀林場商店僅營業至下午 5 點。
四、相關聯絡電話
中興大學通識教育中心：04-22840597
惠蓀林場：049-2942001
五、【其他相關連結】
本校交通資訊、惠蓀林場、本校學系簡介、優質學習環境、獎助學金、未來學生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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