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假夏令營活動簡章

活動簡介

【搶救水王子 仲夏童話歷險記】

炎炎夏日好天氣裡，隱藏在臺灣島上的水滴

王國發生了缺水危機！為了解決缺水問題，水王
子潤潤邀請小朋友到水滴王國，一起來認識生活
中與我們息息相關的水資源，探討生活中有多少
用水需求，又隱藏著多少缺水危機。

本次活動將運用童話戲劇技巧，帶領小朋友

從互動遊戲中，體會水資源的重要性。除了走到
快跟著水王子一起出發，幫助他
蒐集水滴，解除王國的危機吧！

活動目標

戶外場域，觀察生活中常見的省水設施以外，也

鼓勵小朋友發揮創意，討論各式各樣節省水資源
的好方法，並且在日常生活中實踐，藉此與環境
中的「水」建立更友善的關係。

1.探索生活中的水資源，讓孩子體會水與人類生活密不可分的關係。
2.認識臺灣的水利設施，與常見的節約用水妙計。

3.活用童話故事戲劇，帶領孩子體驗生動的缺水情境。
4.從戶外闖關活動，體認團隊合作的重要性。

5.DIY 發揮創意，製作會流動的水瓶卡片。

活動時程 【請預約團體提早至少兩周預約，恕不受理現場報名】
107 年 07 月 11 日（星期三）10:30-12:00。
07 月 13 日（星期五）10:30-12:00。
07 月 18 日（星期三）10:3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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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月 20 日（星期五）10:30-12:00。
07 月 25 日（星期三）10:30-12:00。

07 月 27 日（星期五）10:30-12:00。

107 年 08 月 01 日（星期三）10:30-12:00。

08 月 03 日（星期五）10:30-12:00。
08 月 08 日（星期三）10:30-12:00。
08 月 10 日（星期五）10:30-12:00。
08 月 15 日（星期三）10:30-12:00。
08 月 17 日（星期五）10:30-12:00。

活動地點

08 月 22 日（星期三）10:30-12:00。

小人國主題樂園。

集合時間地點

活動當日 10:15 於小人國主題樂園售票口前之服務台報到集合。

活動對象

國小、國中、高中、成人、家庭親子、安親班、學校班級。

活動人數

每日梯次至多 60 人，額滿為止。同梯次報名人數不足 10 人則取消辦理。

活動費用【原價 999 元/人】

1. 活動優惠價：599 元/人。

【含門票、講師、課程 DIY 材料等費用】

2. 停車費：大、小客車 100 元/台；機車、腳踏車免費，歡迎搭乘大眾
運輸交通工具來園。

報名方式【即日起開放報名】

線上報名網頁：goo.gl/ztPj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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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費流程

1. 敬請於報名後 3 個工作天內完成繳費；逾期未繳費者，視同放棄名
額，本校將開放名額供他人遞補。
2. 繳費資訊：

銀行代碼：005 土地銀行
分行代碼：0913 平鎮分行
帳號：091001013888
收款人：小人國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3. 繳費方式：現金匯款、轉帳。

4. 匯款或轉帳完成後，務必請至 goo.gl/1jULFb 填寫回條資料，以利
後續對帳及行政作業。

5. 本校於對帳後，會以 E-Mail 方式回信確認收到款項及其匯款資料。

退費標準

天然因素
如遇天災或不可抗拒之事件，致活動被迫取消，則全額退費【匯款
手續費由本校自行吸收】
。

人為因素
1. 報名截止 3 日前告知欲取消報名，可受理退費，但本校將會扣除匯
款手續費 30 元後退還。【報名截止日為活動當日(含)往前算三日】
。
2. 報名截止 3 日內告知欲取消報名，退還費用為應繳費用之 85％【未
含匯款手續費 30 元】
。【報名截止日為活動當日(含)往前算三日】
。

3. 活動日前一日取消報名者，退還費用為應繳費用之 30％【未含匯款
手續費 30 元】
。
4. 活動當日未前來參加，不得要求延期且所繳納費用恕不退費。

5. 欲取消報名，敬請於上班時間(09:00-17:00)來電告知，以維護您的
權益。

名額轉讓

以活動日起算，3 日前以 E-Mail 或電話主動告知新承接人員名單及其
相關報名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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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1. 如遇天然災害(颱風、地震、豪雨)等不可抗力之因素，為確保參加學
員之安全，本校保有調整課程辦理之權力，並將於活動前一日 16：
00 以 E-Mail 或電話通知取消，請務必填寫清楚 e-mail 與聯絡電話。
2. 活動當日會以攝影、拍照等形式作活動紀錄，以提供本校成果推廣
及文宣使用，若有疑義請於報名時一併告知。
3. 為響應環保，請自備環保餐具。

活動流程
時間

10:15~10:25

10:25~10:30
10:30~11:40
10:40~11:00

11:00~11:30

單元

仲夏相見歡

地點

10:25 集合完畢後，帶到環境教育教室

缺水了！

水滴王國大危機
尋水大師
出任務

11:30~11:40 大滴小滴水水滴
11:40-12:00
12:00-17:00

水瓶卡片 DIY

小人國報到

內容

水王子等不及要跟大家見面了，快來
認識他吧！
為什麼會發生缺水危機呢？讓我們從
環境教室
臺灣的環境條件，認識生活常見的水
資源、潛在的缺水問題，來推理看看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尋水大師正式出動！觀察微縮模型，
認識水利設施功能、活用省水、雨水
戶外場域
再利用的知識，蒐集散落在王國各地
的水水幣，幫助王國度過缺水危機！

成果驗收時間，集結大家的智慧，把節
省水資源的妙計通通施展出來吧！

環境教室 親手製作會「流動」的水瓶卡片，把珍
惜水資源的心情傳達給更多人，送禮自
用兩相宜～

【請於活動結束後歸還活動識別證，以便往後活動重複再利用】
自由遊園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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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服務

辦理單位：小人國微縮文化學校【環保署認證之環境教育設施場所】
地址：325 桃園市龍潭區高原里高原路 891 號

電話：03-4717211 分機 285

E-Mail：eedu@woc.com.tw

交通資訊

1. 公路地圖

2. 導航定位
北緯

24°49'56.3

東經

121°11'18.5

或於 Google Map 直接輸入【小人國微縮文化學校】進行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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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交通工具
※ 國道三號高速公路（北二高）龍潭交流道下 5 公里。
自行
開車
※ 國道一號高速公路（中山高）楊梅交流道下 10 公里。
乘台鐵 ※ 搭乘台鐵到達中壢後再轉新竹客運(中壢火車站對面)直達小人國。
或高鐵 ※ 搭乘高鐵至桃園站(南下)或新竹站(北上)後再轉計程車直達小人國
從台北縣市出發前往小人國的遊客，可搭乘台聯客運直達小人國。
※ 台聯客運候車站牌請參考：

搭

台
聯
客
運

乘
巴

※ 假日期間搭車人潮眾多，為避免耽誤預定入園時間，建議至捷運
忠孝敦化站或此站之前的站牌候車。

士

<註: 台聯客運 (03)480-3885 (02)2796-5665 網址：www.e-go.com.tw >

新
竹
客
運

※ 從中壢市區、龍潭市區前往小人國的遊客，可搭乘新竹客運–中福
線直達小人國，候車站牌及乘車時刻表請參考 5653 新竹客運 路
線查詢
※ 外縣市搭乘火車至中壢火車站後，轉乘火車站對面之新竹客運直
達小人國。

台
灣
好
行

親子樂園線
※ 發車總站：桃客中壢總站
※ 行經路線：桃客中壢總站→河川教育中心→晴耕雨讀→桃客龍潭
站→龍潭大池(龍元路)→小人國。

<註: 新竹客運 (03)425-3121 網址：www.hcbus.com.tw>

<註: 新竹客運龍潭總站 (03)479-2007 網址：http://www.taiwantrip.com.tw/line/7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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