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辦理 2021「夏戀．山海間」大學體驗營 活動簡章 

 

 

1 

活動網站 活動名稱：2021東華大學中文系「夏戀．山海間」大學體驗營 

主辦單位：國立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活動說明：本營隊由國立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主辦，本系以實踐大學應負之社會責任

為主要目標，期望全國高中職對中國古典文學或現代文學領域有興趣之學生，

藉此營隊更加瞭解中國文學相關系所，達到探索自身興趣，適性揚才的目的。 

本次營隊課程禮聘多位講師，顧及中文系之「古典與現代文學領域」、「語言

文字考據學領域」、「中國古典思想領域」等進行課程設計，幫助高中同學更

加瞭解中國文學相關系所所學習之專業。 

另外安排校外參訪課程，帶領同學走訪花蓮，結合在地，讓學員在大山大海、

風光旖旎的花蓮，探索文學的美好。 

營隊課程講師： 

1. 海洋文學作家－廖鴻基老師 

2. 玄奘大學教授、社會運動家、2021尼瓦諾和平獎獲獎人－釋昭慧法師 

3. 古典小說、紅學專家、國立東華大學華語文教學國際博士班主任－朱嘉雯副教授 

4. 民間文學專家、國立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主任－彭衍綸教授 

5. 中國哲學、魏晉玄學專家、國立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吳冠宏教授 

6. 漢代易學專家、國立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劉慧珍副教授 

7. 神學博士、新城天主堂本堂司鐸－戴宏基博士 

8. 語言文字考據學專長國立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曾櫳震 

9. 古典文學專長國立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徐悅玲 

10. 東西方思想專長國立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楊智淵 

11. 地景文學專長、親善大使、國立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蕭郁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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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網站 

 

活動日期：2021年 07月 07日（星期三）至 2021年 07月 11日 

（星期五）。共計五天四夜，含校外參訪一天。 

活動地點：國立東華大學壽豐校區校本部（花蓮縣壽豐鄉大學路二段 1號）。 

校外參訪：太魯閣國家公園、新城天主堂、七星潭風景區。 

住宿地點：國立東華大學宿舍（請自備睡袋） 

招收學員人數：35人  數量有限，報名人數額滿後即不再加收。 

報名費用：新臺幣 3,200元；保證金 500元，共計 3,700元。（營隊全程參與者，結業式

發還保證金 500元）。 

報名費用途：保險費用、餐食費用（含點心）、交通費用、住宿費用、營隊行政費用等。 

資格限制：全國各公私立高中職（不含五專）在學學生及應屆畢業生（110 年 09 月擬

入學高中職者亦可）。 

報名方式：本營隊採線上報名，網址如下（進入網頁後依指示操作。） 

https://ndhucll2021camp.weebly.com/22577215172144321152.html  

或掃描 QR code進入活動網站。 

報名時間：即起開放網路報名，至額滿為止。 

【名額有限，依序錄取，額滿不再加收！】 

錄取方式：依網路報名時間先後，依序錄取至額滿為止。報名後兩天內將會收到電子郵

件通知是否錄取，接獲錄取通知，再接續完成其他報名手續。  

郵寄繳交文件：錄取者，須繳交【家長同意書】及【個資授權書】兩份文件，請錄取學

員將兩份文件資料填妥後，郵寄予活動負責人： 

974-939花蓮縣壽豐鄉壽豐東華大學郵局第 13號專用郵箱  

中文系曾櫳震 收 （信封請註明報名中文系文學營） 

報名費繳納方式： 

1. 超商繳費（技術提供：第三方金流綠界科技） 

進入下方連結或掃描 QR code，填妥資料後自動產生繳費單

據，請持單據或將繳費條碼截圖，前往四大超商繳費。 

（超商繳費須自行負擔手續費 16元） 

https://p.ecpay.com.tw/31FE0E2 

 

https://ndhucll2021camp.weebly.com/22577215172144321152.html
https://p.ecpay.com.tw/31FE0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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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網路銀行、實體或網路 ATM轉帳、臨櫃轉帳繳納 

請將款項轉入以下帳戶其中之一： 

華南銀行 008  營運總部分行(分行代碼 8886) 

帳號：777-20-118763-1 

戶名：曾櫳震 

花蓮二信 216  壽豐分社(分社代碼 0098) 

帳號：150-004-0009529-1 

戶名：曾櫳震 

（如跨行轉帳或臨櫃匯款，金融機構可能向您收取手續費。或可至華南銀行、

花蓮二信全台所有營業單位臨櫃【無摺存款】，即免手續費。） 

繳費完成後，煩請將學員姓名、聯絡電話及繳費相關單據，E-mail 予活動負責

人：  410701014@gms.ndhu.edu.tw ，以便查核帳款。 

報名方式、報名手續、繳費方式及相關文件檔案，於本活動網

站皆有詳細指引，敬請至活動網頁查詢 

https://ndhucll2021camp.weebly.com/  

 

退費標準：繳納報名費後，因故無法參加者，須即通知本活動負責人，可辦理退費，退

費標準如下： 

(1)  2021年 05月 17日（含）以前取消報名者，本系將已支付之款項扣除，

其餘併同保證金全額退還學員。 

(2)  2021年 05月 31日（含）以前取消報名者，本系將已支付之款項扣除，

其餘全額退還學員，保證金不予退還。 

(3)  2021年 06月 15日（含）以後取消報名者，不予退費。 

因天災或不可抗力因素，導致本活動停辦，本系將聯繫學員，並視情況退

還學員全部或部分費用。 

活動進行中，遇突發狀況、天災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導致中途停辦，將依

未完成課程之比例，精算後將費用退還學員。 

 

mailto:410701014@gms.ndhu.edu.tw
https://ndhucll2021camp.weeb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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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聯繫窗口： 

    如有任何問題，歡迎依循以下管道聯繫本活動負責人： 

1. 總召集人 國立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曾櫳震先生 

電話：0926-838-699；Email：410701014@gms.ndhu.edu.tw。 

2. 副總召集人 國立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洪萱宣小姐 

電話：0922-310-772；Email：410801011@gms.ndhu.edu.tw。 

3. 副總召集人 國立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金信宇先生 

電話：0979-579-895；Email：410701049@gms.ndhu.edu.tw。 

【請優先聯絡總召集人，並建議以電子郵件為主。】 

活動網站： 

https://ndhucll2021camp.weebly.com/  

 

 

 

 

其他注意事項：錄取並完成繳費等手續之學員，本系將於營隊辦理前寄發行前通知書，

請學員留意信件及電子郵件。 

主辦單位保有調整活動內容的權利。若主辦單位有調整活動內容，將主

動通知報名參加者。 

因天災或不可抗力因素，導致本活動延期，將另行通知學員或於活動網

頁公告，敬請密切留意。 

 防疫期間，請學員自備口罩，課程進行中全程配戴。主辦單位將每日落

實活動場所消毒、學員額溫測量等防疫工作。學員活動中有身體不適，

應主動通知隨隊工作人員，本系將協助送醫。 

 學員前來營隊前、活動進行中，若有收受衛生部門之居家隔離通知書者，

即應以防疫優先，不宜繼續參加本活動，並應通知本活動負責人，本系

將以專案處理退費事宜。 

mailto:410701014@gms.ndhu.edu.tw
mailto:410801011@gms.ndhu.edu.tw
mailto:410701049@gms.ndhu.edu.tw
https://ndhucll2021camp.weeb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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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華大學中文系 2021「夏戀‧山海間」大學體驗營行程表   

 

 

 
7 月 7 日 

星期三 

7 月 8 日 

星期四 

7 月 9 日 

星期五 

7 月 10 日 

星期六 

7 月 11 日 

星期日 

07:30~08:20  早餐 早餐 早餐 早餐 

08:30~10:20  

語言學概論 

與台灣本土語言 

曾櫳震 

意志與命運 

－歷代古典小說

選讀 

徐悅玲．楊智淵 

校外參訪 

 

采風洄瀾 

 

新城天主堂 

太魯閣國家公園 

七星潭 

 

午餐發放餐盒 

劉慧珍．戴宏基 

（新城天主堂） 

 

潘惟信 

（太魯閣國家公園） 

 

金信宇．蕭郁穎 

（七星潭） 

 

中國與台灣的 

傳統戲曲概論 

曾櫳震 

10:30~12:20 
11:30 報到 

花蓮火車站後站 

【散策東華】 

 

圖書館塔樓參觀 

楊牧書房  參觀 

2F 名家書庫參觀 

蕭郁穎 

國家語言發展法 

影響下的相關議題

探討 

曾櫳震 

我也可以掌握舞台 

 

－模擬分組報告 

 

12:30~13:50 午餐 午餐 午餐 午餐 

14:00~16:00 

歡迎來東華 

－始業式/分組 

 

曾櫳震 等 

彭衍綸 

文學與電影 

 

吳冠宏 

紅樓夢中大觀園 

 

朱嘉雯 

結業式/頒獎 

 

曾櫳震 等 

彭衍綸 

16:10~18:00 

中文系 

都在學什麼？ 

曾櫳震 等 

 

雷隊友退散！ 

分組報告製作 

及表達技巧 

曾櫳震 等 

海洋文學之旅 

 

－閱讀海洋 

 

廖鴻基 

心繫蒼生的 

佛教哲學 

 

社運及 

同運議題探討 

 

釋昭慧 

民間文學概論－ 
 

花蓮地方傳說 
 

彭衍綸 

 
 

18:30~19:30 晚餐 晚餐 晚餐 晚餐 

19:30 ~ 自由活動、就寢 自由活動、就寢 自由活動、就寢 自由活動、就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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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勾選 

國立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辦理 2021「夏戀．山海間」營隊家長同意書 

本人              (家長姓名) 同意本人子弟     (報名學員姓名) 參加國立東華大

學中國語文學系於 2021 年 07 月 07 日至 2021 年 07 月 11 日，在國立東華大學校本部

（花蓮縣壽豐鄉大學路二段 1號）主辦之「夏戀．山海間」營隊。 

若本人子弟有以下情事之一，其後果應由學員及家長自負，國立東華大學中文系概

不負任何責任：（1）活動期間，未聽從主辦單位安排，未經同意，擅自單獨行動。（2）

未經告知私自離營。（3）本身固有對食物、藥物過敏卻未確實告知主辦單位。（4）本身

固有特殊疾病，卻未確實告知主辦單位等。 

此致                

國立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 本人對上述之所有事項皆已知悉，並自願簽署本同意書。 

家長或監護人簽章： 

家長或監護人身分證統一編號： 

家長或監護人聯絡電話（手機）： 

立書日期：西元 2021年    月    日 

＊本同意書將由國立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保管，因有涉及個資，營隊結束後將統一銷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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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蒐集及使用個人資料授權書 

本人        （請填學員姓名）因參加國立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辦理之營隊活動，同意提供本
人之個人資料，包含本人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統一編號、戶籍及通訊地址、家屬資料、連絡電
話（手機門號及市話）號碼、電子郵件地址、就讀學校、科別及年級等資料。 

國立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蒐集及使用上開資料，僅供辦理營隊活動使用，不得作為他用，亦不得將
立書人個人資料轉交第三人，但因為立書人辦理保險事宜，須提供立書人相關資料時，及立書人有緊
急事故，必須將立書人相關個資通報醫護、消防、警察、檢察等機關（構）及單位，否則危及立書人
或他人生命財產安全時不在此限。立書人之個人資料利用期間自立書人同意至相關活動結束為止，其
後國立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應即銷毀立書人提供之所有資料，以保立書人之權益。 

立書人提供之相關資料，其蒐集、利用，悉受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保障，並可依個人資料保護
法之規定，行使以下權利：(1)請求查詢或閱覽、(2)製給複製本、(3)請求補充或更正、(4)請求停止蒐
集、處理及利用或(5)請求刪除。惟若立書人依法行使上開之權利，致國立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無法
使用立書人提供之資料，立書人將無法繼續參與國立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辦理之活動，希請立書人
知悉見諒。 

本授權書立書人已經詳閱，並瞭解立書人及國立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之所有相關權利及義務，並為
自願簽署。若本授權書有未盡事宜，依本國相關法令規定辦理；倘依本授權書涉訟，雙方當事人約定
以台灣花蓮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本授權書經立書人本人於下方簽名或蓋章後始生效力（若立
書人為限制行為能力人，須有其監護人或法定代理人詳閱以上條款後同時於本授權書下方簽章，本授
權書方生效力。）。 

立書人出生年月日：西元      年      月      日 

立書人身分證統一編號： 

立書人：               （簽名或蓋章。若蓋章應本人親自為之） 

 

法定代理人：            

                 （簽名或蓋章。若蓋章應本人親自為之） 

立書日期：西元 2021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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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寄資料信封書寫範例 

【橫式信封】 

【直式信封】 

974-939 

974-9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