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夏令營-愛自然探索隊 

拾光覓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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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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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6/20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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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生對象【⼩三以上】 營隊日期【7/10-7/15 六天五夜】  營隊基地【三義】 

探索教室: 小叮噹科學主題樂園、三義木雕博物館、三義木雕老街、櫻花渡假村、鴨箱寶觀光

工廠、火燄山生態教育館、勝興車站鐵道、3D 彩繪階梯、五穀廟古蹟、舊鐵道 1 號隧道、藺草

文化館、綠意山莊、愛情果園、彩繪農田、后里月眉糖廠、后里木匠兄妹、氣球博物館 

主辦單位: 蘋果派思組織力訓練中心 

營隊宗旨: 

秉持著讓孩子探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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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察工具組、分析工具組、筆記工具組、報告工具組、規劃工具組 

營隊特色 

這是⼀個【探索⾃我與未來】的營隊。  

從愛自然中培養卓越的探索能力:  

(1)培養質疑、誠信、開創的學習態度。  

(2)培養珍惜、尊重、尊敬的學習品格。  

(3)培養主動、積極、分享、關懷、獨特、堅持的領導特質。 

 

 

 

 

 

 

 

 

 

 

2022 愛⾃然探索隊夏令營 
招生簡章(拾光覓語) 

 營隊費用: 

 6 天 5 夜 23800 元 

 營隊資訊:  www.appleplus.com.tw 

 (歡迎洽詢 03-2206665  0970626749) 



 

 
2021 夏令營-愛自然探索隊 

拾光覓語 報名簡章 

 

 主題簡介 

 

 

 

 探索主題: 拾光覓語 

在童年的時光裡， 

似乎遺留些什麼忘了帶走。 

隧道口緩緩地露出了微光， 

絲絲曙光代表著無數個記憶。 

那會是什樣的回憶呢? 

在隧道的另一頭， 

那是曾經想像過的世界， 

一個被遺忘卻又想要找尋的過去。 

不禁想穿越時光隧道， 

試圖重回記憶裡的童年， 

循著時光藏寶圖， 

尋覓那迷人的童年時光。  

 

 

 我的拾光覓語成果發表  

我們將尋訪各個行動教室，發揮蘋果派思精神，充分運用組織力工具，完成「時光藏寶圖」

的探索任務。孩子們將在這裡舉行成果發表會，發表關於「童年時光」的旅行故事，並且將探

索到關於未來城市的點點滴滴，全部收納入「我的⾃然寫作本」。 
  



 

 
2021 夏令營-愛自然探索隊 

拾光覓語 報名簡章 

愛⾃然探索隊 2021 拾光覓語 活動行程表 

日期 行程 活動 地點 

第⼀天 

星期日 

 

整理行李準備集合與出發 台北->新竹->桃園->三義 台北火車站 

團隊合作與組隊 
(1) 團隊合作與分組(任務編組與集訓)  

(2) 組織力工具說明(組織力工具箱)  

(3) 探索任務說明 
苗栗苑裡農會 

打開時光藏寶圖 

(1) 「穿越時光機」的⼀堂課: 關於我的未來 

(2) 打開時光藏寶圖: 探索的想法(單泡圖)  

(3) 「戴上思考眼鏡」: 藺草的創意設計、割稻仔的故事 

(4) 「腦力激盪時間」: 運用 PMI 思考術(分類樹狀圖) 

 

彩繪稻田 

稻浪上的童年回憶 
(1) 逐浪踏尋 阿公阿嬤的童年時光 

(2) 餐桌上的食農教育: 米的文化  

(3) ⼩農夫的⼀堂課: 農田上的紅綠燈 (回味農田收割的好滋味) 
山⽔米有機稻田 

帶著 P&P 工具箱前進 

「藺草的文化世界」 

(1) 打開時光藏寶圖: 探索的想法(單泡圖)  

(2) 「戴上思考眼鏡」: 藺草的創意設計 

(3) 「腦力激盪時間」: 運用 PMI 思考術(分類樹狀圖) 

(4)  藺草 DIY :⼀隻蚱蜢 

藺草文化館 

「愛情果園」的童年時光 

(1) 未來職業的探索(SWOT 分析)  

(2) 與⾃然對話~ 番茄的秘密 

(3) 我所不知道的未來工作 (三欄式筆記)  

(4) 探索研究~ 準備發現秘境任務(工作記事本) 

愛情果園 

搭乘穿越時空的時光機 
(1) 萬國風情的童話世界(綠意山莊) 

(2) 搭乘時光機進入另⼀個時空 綠意山莊 

與⾃然對話的設計思考 
夜間課程(創意點子時間)  

『未來工作』需要哪些能力或技術? (⽔平思考方法) 

盤點我的 P&P 工具箱 
⼼靈寫作時間: 我的斜槓未來 (我是誰與誰是我) 

設計工具組:九宮格分析 

 

第二天 

星期⼀ 

 

⾃然老師沒教的事 

(1) 探索會呼吸的房子 

(2) 尋找森林中的「綠建築」 

(3) 尋找城市裡的森林，我的「靈感」來⾃於 

(4) 製作時光機的藏寶地圖(四月雪秘境) 

【分析工具組】:問題分析的方法 

櫻花渡假村 

定義「未來城市」的問題 沒有手機的世界可以做什麼? 四月雪步道 

「⽊雕老街」的童年記憶 

(1) 向⽊雕師傅學習的是什麼?(沉靜的智慧) 

(2) 環保概念的創作(跟著⽊雕師傅的智慧往前走) 

(3) 雕刻體驗時間 (發現雕刻的基本精神) 

【故事工具組】: 整理⽊雕師傅的故事 

⽊雕老街 

與⾃然對話的設計思考 (*) 夜間課程(⼼靈成⻑) 『我的未來工作』 (三欄式筆記) 

 

第三天 

星期二 

 

設計「垂直森林」的城市 

(1) 設計 未來城市 的「 遊戲知識卡 」 

(2) 共生系統的探索與研究 

(3) 綠建築的時光發表會 

【規劃工具組】: 如何擬定⼀份研究計畫書 
⽊雕博物館 

帶著 P&P 工具箱前進「⽊雕王國」 

(1) 台灣⽊雕的歷史  

(2) 帶著⾃然課本去旅行(各種⽊材的特性) 

(3) ⽊雕藝術的⼀堂課 

(4) 3D 彩繪階梯留影 

(5) 五穀廟的鄉土文化巡禮 

【筆記工具組】: 如何摘要旅行筆記? 

 

3D 彩繪村 

五穀廟 
與⾃然對話的設計思考 創意發想:運用整理工具組，把創意的點子捕捉下來。 

第四天  

星期三 

 

探索「⽊鴨」的蹤跡 

(1) 設計我的【時光迷宮】 

(2) ⽊鴨彩繪活動 

(3) 尋找鄉土的智慧 

 

【報告工具組】: 運用 P&P 方法進行⾃然寫作與報告 

鴨箱寶觀光工廠 

尋找「火燄山」的足跡 
(1) 設計我的【寶藏地圖】 

(2) 火炎山地質生態教育 

【重點工具組】: 運用 P&P 方法進行重點筆記 
火燄山生態教育館 

揭開「歡樂時光」的秘密 

(1) 探索氣球的歷史 

(2) 研究氣球原料的種類 

(4) 體驗氣球製作過程(DIY)⼀個屬於⾃⼰的氣球 

(5) 歡樂時光:⽔球大戰、氣球趣味競賽(我的時光筆記本) 
豐原氣球博物館 

與⾃然對話的設計思考 
設計原型: 描繪『⽊鴨』的藝術的概念 。 (核⼼圖+單泡圖) 

【表達工具組】: 說明與解釋概念的方法 

 

第五天  

星期四 

 

尋找舊時光的回憶 

(1)勝興車站鐵道⾃行車(從勝興車站至鯉魚潭，5 個美景介紹！) 

(2)童年回憶的時光走廊 

(3)漫步在舊鐵道的回憶(穿越 1 號隧道聽聽老故事尋找舊歷史的痕跡) 

(4)⽊作體驗 DIY(我的時鐘)巧思+創意+⽊作工序 

(5) 認識⽊工設備+⽊工彩繪+刨刀體驗(製作香包) 

(6)搭乘甘蔗火車重拾舊時光的回憶 

(7)不可錯過「囪底隧道」裡的故事 

 

1 號舊鐵道隧道 

勝興車站 

舊山線鐵道 

后里⽊匠兄妹 

后里月眉糖廠 

【那就是童年時光的寶藏】成果發表會 *發表我的時光藏寶盒 櫻花渡假村 

第六天 

星期五 

 

前進科學王國 

(1) ⽔、力、風、光、電 科學實驗 闖關遊戲 

(2) 魚菜共生菜園生態教育 

(3) 清涼⼀下玩⽔ (*需評估身體狀況) 

(4) 滑雪體驗 (*需評估身體狀況) 

⼩叮噹科學主題樂園 

收拾行李準備返回溫暖的家 湖口->桃園->台北 返回溫暖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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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事項 

 若居住地較遠之學員(如:台中)，請依照指定接送地點，接送由北至南 台北->桃園->新竹->三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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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立苗栗醫院為緊急就醫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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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安全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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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營隊舉辦期間遭遇颱風、地震、豪雨等天災情形，本營隊將直接比照營隊所在地政府規定停辦

與否。 

 為了適應如天災、地變、罷工、課程操作安全性等不可抗拒因素之突變事件和交通狀況，主辦單

位保留活動更動與解釋權。 

 主辦單位保留最終報名決定權。 

 

 退費辦法: 

 ⼀經報名即無法全額退費，需扣除行政費用 1000 元。如欲將參加名額轉予他人，請電洽本中心

辦理變更。 

 詳細退費辦法如下: 

營隊開始    30 天前告知取消: 退還 100%學費 

營隊開始 21-29 天前告知取消: 退還 90%學費 

營隊開始 11-20 天前告知取消: 退還 70%學費 

營隊開始 04-10 天前告知取消: 退還 50%學費 

營隊開始 01-03 天前告知取消: 退還 30%學費 

營隊開始       當天告知取消: 不退費 

 

※ 學員若未按照規定時間申請退費，或於營隊課程當日未到、中途退出均恕不退費，亦不得

要求轉換為其他課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