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兒童 CEO行動學校 -愛自然探索隊 

報名簡章 

 

� 報名資訊 

�報名方式: 採網路線上登記報名 

http://www.appleplus.com.tw ，課務行政

人員傳繳費方式，繳費完成後提供轉帳後 5 碼

回傳，確認無誤表示報名成功。 

�繳費方式: 先網路報名後，再轉帳費用 

�報名截止日: 2015/12/31 止 

�名額限制: 35 人  

�教練人數: 5 位 

�諮詢專線: 03-2206665  0970626749   電子信箱: service@appleplus.com.tw 

�招生對象【小二以上】  營隊日期【1/21-1/29】  營隊基地【墾丁悠活渡假村】 
行前專案探索: 1/21-1/22 (2 天 1 夜)桃園 埔心牧場 

遇見幸福海洋: 1/25-1/29 (5 天 4 夜)墾丁 悠活渡假村 

�主辦單位: 蘋果派思組織力訓練中心 

� 協辦單位: 社頂部落發展協會、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墾丁悠活渡假村、海洋生態博物館、阿信巧克力農場、埔

心牧場、悠活渡假村、大鵬灣國際開發、福灣莊園 

� 營隊宗旨 

秉持著讓孩子共學探索(Learning Together)的教育理念，緊密結合『P&P 工具』、『組織力

方法』、『主題探索』等好玩有趣的活動，致力引領學員發展優良組織力，以培訓學員成為卓越的

CEO 小教練為宗旨，進而讓每位小教練能肩負起探索世界與回饋社會的使命。 

P&P 工具: 三欄筆記、星狀圖、魚骨圖、故事地圖、九宮格、檢核表、工作記事本 

� 營隊特色 

這是一個【從自然探索中探索自我與未來】的營隊，讓孩子從營隊中培養卓越品格(A+) 。      

我們深信【走出台灣教育的框架，就能看到全世界】教孩子別人搶不走的優勢。 

從愛自然中培養卓越的探索能力: 

(1)培養成為卓越孩子: 培養質疑、真理、開創的學習態度。 

(2)培養探索世界能力: 學習珍惜、尊重、尊敬自然萬物的態度，願意以行動關懷環境。 

(3)培養領導合作能力: 學習主動、積極、分享、關懷、獨特、堅持的領導特質。 

� 營隊基地介紹 

悠活渡假村座落於墾丁國家公園內的萬里桐海岸，直接緊臨第一海底公園計劃區，本基地自海潮線到山坡基地

部份呈緩坡狀，縱深約達 400 公尺，最寬約 300 公尺，基地以南靠近海岸部份，為天然形成之白色貝殼沙灘，沙灘以外

部份則為石珊瑚群所形成的特景觀區，擁有最長最美的潮間帶，許多海藻、珊瑚和海洋生物俱在其間聚集生長，涵育豊

饒的生命和物種，其特殊與稀有的生態縱使在世界其他地區亦甚為罕見，是一個相當適合探索珊瑚礁的天然教室。

2016 兒童 CEO 冬令營 
招生簡章(愛自然探索隊-海洋計劃) 

� 營隊費用: 

� 7 天 5 夜 23800 元 

� 營隊資訊:  www.appleplus.com.tw 

� (歡迎洽詢 03-2206665  0970626749) 



 

 

2016兒童 CEO行動學校 -愛自然探索隊 

報名簡章 

●行前專案探索主要課程目標: 
(1) 先針對團隊合作、領導與溝通進行小組訓練，以利小組進入探索基地能夠良好的團隊默契。 

(2) 為了讓學員具備海洋探索的先備知識，針對海洋探索所需之工具、方法、技巧先行演練與示範。 

2016 愛自然探索隊 - 行前專案探索 

桃園 2 天 1 夜 活動行程表 

日期 時間 活動行程 行動教室 

9:00 桃園集合 埔心牧場 

10:00 團隊合作與領導溝通 埔心牧場 

12:00 午餐 埔心牧場 

13:00 P&P 工具-規劃性工具演練 埔心牧場 

15:00 P&P 工具-分析性工具演練 埔心牧場 

16:00 P&P 工具-統整性工具演練 埔心牧場 

18:00 晚餐 埔心牧場 

19:30 夜間課程~我的海洋探索專案 埔心牧場 

21:00 盥洗與報平安 埔心牧場 

第一天 

1/21 

(四) 

22:00 晚安熄燈 埔心牧場 

7:00 起床盥洗 埔心牧場 

7:30 早餐 ( 健康活力自助餐 ) 埔心牧場 

9:00 擬定海洋探索計劃 埔心牧場 

11:30 設計我的綠建築夢想屋 埔心牧場 

12:00 午餐 埔心牧場 

14:30 發表我的海洋探索計劃 埔心牧場 

15:00 行前準備 埔心牧場 

第二天 

1/22 

(五) 

16:00 返家 埔心牧場 

 



 

 

2016兒童 CEO行動學校 -愛自然探索隊 

報名簡章 

●遇見幸福海洋專案主要課程目標: 
(1) 透過觀察活動了解海洋生態 

(2) 運用星狀圖規劃珊瑚研究計劃 

(3) 運用三欄筆記介紹生態保育的重要性 

(4) 運用故事地圖設計海洋世界的故事 

(5) 設計我的綠建築夢想屋 
 

2016愛自然探索隊  - 海洋探索訓練 

活動行程表(7天 5夜) 1/21-1/29 

日期 時間 活動行程 行動教室 

06:20 台北集合 台北火車站東三門(6:30 出發) 

07:20 桃園集合 桃園南崁交流道長榮加油站(7:30 出發) 

08:20 新竹集合 新竹交流道加油站(8:30 出發) 

09:20 台中集合 台中交流道加油站(9:30 出發) 

10:00 小教練的重要提醒 遊覽車上 

11:30 午餐(北門福隆海鮮餐廳) 北門福隆海鮮餐廳 

12:30 尋找美麗的角落 北門水晶教堂 

13:10 探尋 3D 海洋生物  嘉義好美里 3D 彩繪村 

14:00 離開前往墾丁 嘉義 

17:30 晚餐 ( 照利庭園海鮮餐廳 ) 恆春照利庭園海鮮餐廳 

18:30 離開前往墾丁悠活渡假村 悠活渡假村 

19:00 抵達悠活渡假村 悠活渡假村 

19:30 夜間課程~我的海洋教室 悠活渡假村 

20:00 愛自然新聞-即時快報 悠活渡假村 

21:00 盥洗與報平安 悠活渡假村 

第一天 

(1/25) 

(一) 

22:00 晚安熄燈 悠活渡假村 

07:00 起床盥洗 悠活渡假村 

07:30 早餐( 悠活自助早餐 ) 悠活渡假村 

08:30 出發前往海生館 海生館(8:50) 

09:30 海生館~海底世界大冒險:珊瑚王國/海洋 DIY 海生館 

12:00 午餐 海生館 

13:00 出發前往恆春 恆春(14:05) 

14:00 恆春古城探索 恆春 

18:00 晚餐(恆春特色小吃) 恆春(16:55)回飯店 

19:00 夜間課程~我的生態保育觀察 悠活渡假村 

20:00 愛自然新聞-即時快報 悠活渡假村 

21:00 盥洗與報平安 悠活渡假村 

第二天 

(1/26) 

(二) 

22:00 晚安熄燈 悠活渡假村 



 

 

2016兒童 CEO行動學校 -愛自然探索隊 

報名簡章 

 

日期 時間 活動行程 行動教室 

07:00 起床盥洗 悠活渡假村 

07:30 早餐 ( 悠活自助早餐 ) 悠活渡假村 

08:30 出發前往龍坑生態保育區 悠活渡假村 

09:00 生態保育與神秘的珊瑚礁化石 龍坑生態保育區 

11:30 出發前往後壁湖 後壁湖 

12:00 午餐(阿利海鮮產廳) 後壁湖 阿利海鮮產廳 

13:30 我是點子王-節能省碳的妙方法 台電南展館 

16:00 墾丁大街( 晚餐、悠遊大街特色) 墾丁大街 

19:30 夜間課程~動植物觀察、尋找野生梅花鹿 社頂自然公園 

21:00 愛自然新聞-即時快報 悠活渡假村 

22:00 盥洗與報平安 悠活渡假村 

第三天 

(1/27) 

(三) 

22:30 晚安熄燈 悠活渡假村 

07:00 起床盥洗 悠活渡假村 

07:30 早餐 ( 悠活自助早餐 ) 悠活渡假村(臨海餐廳) 

09:30 潮間帶海洋生態探索 萬里桐 珊瑚礁海灘 

10:30 認識可可果樹與巧克力製作 阿信巧克力農場 

 認識香草的特性 阿信巧克力農場 

  製作香草精油、香草瓶 阿信巧克力農場 

12:00 午餐 悠活渡假村 

14:00 製作海洋珊瑚瓶 悠活渡假村(迷你小巨蛋) 

15:00 成果發表會-小教練結業式與成果發表 悠活渡假村(迷你小巨蛋) 

17:30 晚餐(悠活紅魔鬼 自助餐 ) 悠活渡假村(迷你小巨蛋) 

19:00 探索悠活休閒趣 悠活渡假村 

20:00 愛自然新聞-即時快報 悠活渡假村 

21:00 盥洗與報平安 悠活渡假村 

第四天 

(1/28) 

(四) 

22:00 晚安熄燈 悠活渡假村 

06:30 起床盥洗 悠活渡假村 

07:00 早餐 ( 悠活自助早餐 ) 悠活渡假村(臨海餐廳) 

08:00 出發前往大鵬灣 悠活渡假村(大廳) 

09:30 蚵殼島探索 大鵬灣 

11:00 探索綠建築的奧妙 東港 福灣莊園 

12:00 午餐( 福灣莊園 )  東港 福灣莊園 

13:00 整隊回家 東港 福灣莊園 

16:10 台中回家 台中交流道(16:30 出發) 

17:10 新竹返家 新竹交流道(17:30 出發) 

18:10 桃園返家 桃園交流道(18:30 出發) 

第五天 

(1/29) 

(五) 

19:30 台北返家 台北火車站東三門(19:30) 



 

 

2016兒童 CEO行動學校 -愛自然探索隊 

報名簡章 

注意事項 

�參加本營隊之學員，需要提供學員身體狀況資料，經評估如不適參加者，(如患有先天性心臟病、

癲癇、身體不便者、近期有身體手術者、貧血、氣喘)，為了學員安全問題，將無法受理報名，

敬請見諒。 

�參加者如有身體不適，先以當地診所就醫，如需緊急後送者，以恆春基督教醫院為後送醫院。 

�參加者需準備個人衣物、物品、健保卡、個人用藥。 

�為維護課程學習效益，主辦單位將保留活動調整權利。若因天候及其他不可抗力因素有改期或

變動場地之必要，主辦單位將於第一時間公告週知。  

�統一前往營地，如自行前往者，往返營區敬請自理。 

�退費辦法: 

� 一經報名即無法全額退費。如欲將參加名額轉予他人，請於活動日前 7 個工作天電洽本中

心辦理變更。 

� 詳細退費辦法如下: 

� 活動日前 30 個工作天可全額退費（但需扣除行政程序費用），或可由條件相符之學員

替補參加。 

� 活動日前 14 個工作天可退回報名費全額之 50%（但需扣除行政程序費用），或可由條

件相符之學員替補參加。 

� 活動日前 7 個工作天不退費，可由條件符合之學員替補參加。 

� 活動當日取消者，不得由他人替補，亦不作退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