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十二屆政治大學全國高中生文藝營報名辦法 

營期：7/13–7/17 

一、招收名額 

預計招收 88 名學員，含 85 名一般生與 3 名低收入戶生，若低收入戶生未滿則由一般生遞

補。 

二、報名時間 

2021.3.19（五）～2021.4.9（五）早鳥時段 

2021.4.12（一）～2021.5.7（五）正式報名 

三、報名費用 

一般生報名費用：新台幣 5,400 元整。 

低收入戶報名費用：新台幣 2,700 元整。 

兩人團報可享團報優惠價，每人報名費用：新台幣 5,200 元整。 

早鳥時段報名可享優惠價，早鳥報名費用：新台幣 5,000 元整。 

 ※請注意！ 

▲主辦方只採計早鳥／團報／低收入戶中一種優惠方案，如：若於 4/9 前完成報名並於表單

中報名團報優惠，則主辦方將主動取消團報，改為早鳥優惠。 

四、報名方式 

1、一般生／團報生／早鳥報名 

 (1) 請至營網站詳細閱讀營隊規章及注意事項後，至營網站／臉書粉專／掃描海報上的

QRcode 填寫營隊報名 google 表單，並私訊臉書粉專。 



(2)私訊粉專後主辦單位會以臉書聯絡並提醒匯款注意事項，若無，則主辦單位收到表單報名

後，於兩日內寄發 E-mail 確認信提醒。 

(3)請至營網站／臉書粉專／掃描海報上的 QRcode 下載紙本報名表並填寫完成，在收到 google

表單確認信／訊息後七天內完成繳費及寄紙本報名表，匯款至主辦帳戶 

「戶名：政大中文系高中生文藝營熊禹傑／帳號：00027170666664」 

若為跨行轉帳，代號為「700」，並郵寄紙本報名表至： 

 「116 台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二段 64 號 百年樓 3 樓 中文系辦 高中生文藝營 收」 

若未於時限內完成匯款及寄紙本報名表手續，將用臉書發送提醒或寄送通知 E-mail 乙封，若

寄出通知後三天內仍未收到款項，則取消報名資格。 

(4) 若為無摺存款，請於 google 表單及報名表上填寫郵局局號，並於無摺存款單之備註欄中

填寫學員姓名，以便確認款項。無摺存款單範例圖附於報名方法末頁。 

(5)若為入戶匯款，請於郵政國內匯款單中匯款者表格填上學員姓名，以便對帳，並填寫電

話。郵政國內匯款單範例圖附於報名辦法末頁。 

(6) 款項核對無誤並收到紙本報名表者，將寄通知訊息／通知信，並公告於營網站「報名成功

名單」專區。確認您的名字出現在該名單上，即完成報名手續。請注意！團報須兩人都繳費

成功才算完成。 

範例：報名者於 3/19 當日填 google 報名表單，至 3/21 間私訊粉專，若無則主辦方寄出第一

封確認信。報名者收到第一封確認信後於 3/28 前將紙本報名表列印填寫、郵寄至政大中文系

辦，並匯款到營隊戶頭，若無，則主辦方將會以臉書和 Email 寄發提醒訊息及提醒信至 Email

帳戶，須於 3/31 前匯款，若仍無繳費，則 4/1 取消其報名資格。 

※請注意！ 

▲團報學員請在通訊欄及表單註明另外一位共同團報學員姓名，若未註明造成對帳作業困

難，而延後報名完成時間，由學員自行負責。 

▲早鳥報名以 google 表單填表時間為準。 

2、低收入戶 

(1)請於報名前致電總召熊禹傑（0988760522）、副召張展瑜（0972752018）、會計陳師駿

（0961065669），或私訊粉絲專頁，確認低收入戶名額狀況。 



(2) 請至營網站詳細閱讀營隊規章及注意事項後，至營網站／臉書粉專／掃描海報上的

QRcode 填寫營隊報名 google 表單，並私訊臉書粉專。 

(3) 私訊粉專後主辦單位會以臉書聯絡並提醒匯款注意事項，若無，則主辦單位收到表單報名

後，於兩日內寄發 E-mail 確認信提醒。 

(4) 請至營網站／臉書粉專／掃描海報上的 QRcode 下載紙本報名表填寫完成，在收到 google

表單確認信／訊息後七天內，匯款至主辦帳戶 

「戶名：政大中文系高中生文藝營熊禹傑／帳號：00027170666664」 

若為跨行轉帳，代號為「700」，並郵寄紙本報名檢附低收入戶證明影本至： 

 「116 台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二段 64 號 百年樓 3 樓 中文系辦 高中生文藝營 收」 

若未於時限內完成匯款及寄紙本報名表手續，將用臉書發送提醒或寄送通知 E-mail 乙封，若

寄出通知後三天內仍未收到款項，則取消報名資格。 

(5) 若為無摺存款，請於 google 表單及報名表上填寫郵局局號，並於無摺存款單之備註欄中

填寫學員姓名，以便確認款項。無摺存款單範例圖附於報名方法末頁。 

(6) 若為入戶匯款，請於郵政國內匯款單中匯款者表格填上學員姓名，以便對帳，並填寫電

話。郵政國內匯款單範例圖附於報名辦法末頁。 

(7) 款項核對無誤並收到紙本報名表者，將寄通知訊息／通知信，並公告於營網站「報名成功

名單」專區。確認您的名字出現在該名單上，即完成報名手續。 

範例：報名者於 3/21 前詢問主辦方低收入戶名額，3/21 當日填 google 報名表單，至 3/23 前

私訊粉專，若無則主辦方寄出第一封確認信。報名者收到第一封確認信後於 3/30 前將紙本報

名表列印填寫、郵寄至政大中文系辦，並匯款到營隊戶頭，若無，則主辦方會以臉書和 Email

寄發提醒訊息及提醒信至 Email 帳戶，須於 4/2 前匯款，若仍無繳費，則 4/3 取消其報名資

格。 

五、退費機制 

退費規定：因故無法參與高文營者，將依下列基準退費： 

(1) 3/19（五）至 4/9（五） 

凡報名後欲退出者，請以電話聯絡總、副召。因營隊已支出部分開銷，故僅退九成費用。 

(2) 4/10（六）至 5/7（五） 



凡報名後欲退出者，請以電話聯絡總、副召。因營隊已支出部分開銷，故僅退七成費用。 

(3)5/8（六）至 5/28（五） 

凡報名後欲退出者，請以電話聯絡總、副召。因營隊已支出部分開銷，故僅退五成費用。 

(4)5/29（六）以後 

凡報名後欲退出者，請以電話聯絡總、副召。因營隊整體運作已底定，此期限後恕不退費，

以維持營隊開銷平衡，敬請見諒！已製作完成之物品（營服、課程講義等）將郵寄予學員。 

(5)如營期間遇天災﹙如颱風﹚而導致營隊無法正常運作，將視政府公布之停班停課日佔營期

總天數之比例退費﹙如：假設 7/13 停班停課一日，將退予學員報名費五分之一，營期延遲

一天開始，但同時期結束﹚。若遇此突發狀況請密切注意粉專與營網站公布資訊，本營隊亦

會寄發緊急通知之電子郵件。 

※請注意，以上退費手續若需支付之手續費，由學員承擔，敬請見諒。 

 

國內郵政匯款單範例 

 

 



無摺存款單範例 

  



第二十二屆政大高中生文藝營《寤夢》學員報名表 

姓名  出生年月日  請貼上一張個人 6 個

月內之證件照或半身

照（勿貼自拍照） 

 

 

性別  身分證字號  

血型  就讀學校年級  

聯絡方式 住家電話： 

(  ) 

本人手機： 

家長手機： Email： 

聯絡地址  

保險受益人  關係  飲食習慣：葷/素 

緊急聯絡人  電話  

參加社團  特殊疾病  

特殊飲食要求（例如：不能吃海鮮、牛肉等，關係個人安全問題，請務必詳述）： 

 

是否為低收入戶（如圈選是者，請隨信附上相關證明料，謝謝！） 是/否 

是否符合團報資格 是/否 團報夥伴  

匯款 匯款人姓名 

（ATM 轉帳及入

戶匯款須填寫） 

 帳號末五碼 

（僅 ATM 轉

帳須填寫） 

 

無摺

存款 

備註欄及匯款人 

姓名(再次提醒須

填上學員姓名！) 

 郵局末五碼  

※所有個人資訊僅供報名使用，請確實填寫以利報名作業 

※報名表寄出後，請注意繳費通知及網站上的成功報名單 



你的興趣專長是什麼呢？自我介紹一下吧！ 

 

有沒有參加營隊的經驗呢？請分享一下吧！ 

 

你最常接觸的文學類別或是喜歡文藝作品有那些呢？ 

 

從哪裡得知此次高文營的消息呢？（可複選） 

        1. 海報         2. 網路（粉專、網站）       3. 親友介紹 

 4. 學長姐返校宣傳        5. 其他：ˍˍˍˍˍˍˍˍ 

簡單說下自己對於參加高文營的期許吧！或是想從中獲得什麼？ 

 

 

 

這次高中生文藝營主題為「寤夢」，請分享一下你對「寤夢」的聯想吧！ 

 （想說什麼都可以喔！） 

 

 

 

 

 

 

 

 



 

營服尺寸 

 

 

注意事項 
 

1.此次高文營費用為每人 5,400 元整，兩人團報可享優惠價 5,200 元整，早鳥報名可享優惠

5,000 元整，低收入戶報名則為 2,700 元整。（並請隨信附上相關證明，謝謝！）  

2.為方便營隊作業，未能全程參與營隊五天（7/13─7/17）者，請勿報名。 

3.營隊網站公佈之正式成員中若有同姓名者，將附註就讀學校以做區別。 

4.退費規定：因故無法參與營隊者，將依下列基準退費： 

(1) 3/19（五）至 4/9（五） 

凡報名後欲退出者，請以電話聯絡總、副召。因營隊已支出部分開銷，故僅退九成費用。 

(2) 4/10（六）至 5/7（五） 

凡報名後欲退出者，請以電話聯絡總、副召。因營隊已支出部分開銷，故僅退七成費用。 

(3)5/8（六）至 5/28（五） 

凡報名後欲退出者，請以電話聯絡總、副召。因營隊已支出部分開銷，故僅退五成費用。 

(4)5/29（六）以後 

凡報名後欲退出者，請以電話聯絡總、副召。因營隊整體運作已底定，此期限後恕不退費，

以維持營隊開銷平衡，敬請見諒！已製作完成之物品（營服、課程講義等）將郵寄予學員。 

(5)如營期間遇天災﹙如颱風﹚而導致營隊無法正常運作，將視政府公布之停班停課日佔營期



總天數之比例退費，如：假設 7/13 停班停課一日，將退予學員報名費五分之一，營期延遲

一天開始，但同時期結束。若遇此突發狀況請密切注意粉專與營網站公布資訊，本營隊亦會

寄發緊急通知之電子郵件。 

※請注意，以上退費手續若需支付之手續費，由學員承擔，敬請見諒。 

 

5. 聯絡方式： 

總召 熊禹傑 0988760522 

副召 張展瑜 0972752018 

助教 張月芳 02–29393091＃62302 

 

———————————————————————————————————————— 

 

 

宣示 

※我 （本人姓名）已經監護人同意，報名參與第二十二

屆政大高中生文藝營。營期間（07／13～07／17）我會

全程參與，並遵守營隊規定。我會帶著一顆愉快的心，

積極參與營隊活動，並注意自己的人身安全。 

學員簽名 ： 

監護人簽章： 

                               宣示日期：2021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