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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 

2020 第十屆公領營 活動簡章 

一、 活動宗旨 

  臺師大公領系是全臺唯一的系所，所學橫跨社會、政治、法律、經

濟、教育、戶外及童軍，過去主要為培育國高中公民與社會科及國中童軍

科教師的師資培育學系，然而經過綜合及轉型，本系更培育相關領域的全

方位人才。歷屆公領營皆致力於推廣公民、童軍教育及戶外體驗活動，除

了讓全國高中職學生對師大公領系有進一步認識，更培養高中生社會關懷

的知能、態度和行動。不管是公民社會或是童軍綜合領域的教育目標皆是

培養學生能從內心出發、與他人友善互助合作、共同讓我們生活的多元社

會越來越好之價值。因此，本活動期望透過寓教於樂及社會議題導向的課

程活動，配合最終的成果發表，讓高中生具體實踐公民素養並啟發對於社

會的興趣與思考。 

 

二、 活動時間：2020 年 2 月 3 日（一）至 2020 年 2 月 7 日（五）五天四夜 

三、 活動地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校本部 

     106 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 162 號 

四、 招生對象：全國高中（職）學生 

五、 招生人數：60 人 

六、 活動費用：6000 元（含住宿、保險、餐飲、交通、紀念品等費用） 

     早鳥優惠價 5700 元（11/17 前完成報名表單填寫） 

     （低收入戶另有優惠，請私訊粉專或來信詢問。） 

七、 活動聯絡人： 

總籌 林永哲 0979-968-826 civiccamp10@gmail.com 

總籌 楊佩穎 0909-555-302 civiccamp10@gmail.com 

 

八、 活動住宿：大可居青年旅館（臺北市萬華區昆明街 316 號） 

設

備 

 不提供盥洗用具，請自行攜帶 

 免費提供住客洗髮精、沐浴乳各一包/晚 

 無線網路及寄物服務。 

 免費 Wifi、吹風機、投幣式洗衣機、烘衣機爐 

詳細資訊請洽 大可居青年旅館 

http://www.duckstay.com/tw/index.php 

mailto:civiccamp10@gmail.com
mailto:civiccamp10@gmail.com
http://www.duckstay.com/tw/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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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報名時間及方式： 

 

 

 

 

 

 

 

 

 

 

 

 

※ 報名先後順序不影響錄取，若報名超額，以報名資訊表內容進行篩選。 

※ 報名截止後視情形決定是否再開放報名，以 facebook 粉絲專頁資訊為 

主：「師大公領營」：https://www.facebook.com/ntnuciviccamp/ 

步驟一 

詳閱活動簡章後，下載填寫個人報名資訊表.doc（參考附件一）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o1sdOnK2EvHoaYPBZY1gRhPewBPJgOnE/vi

ew?usp=sharing，電子檔名請重新命名為「報名資訊表_姓名」。 

步驟二 

填寫線上報名表單：https://forms.gle/YYWtcAEK2UMvEJ4TA，並於報名 

表單（第 2 頁）中上傳報名資訊表，完成後將會寄 email 通知收到報名資 

料。 

步驟三 

12/1 公布錄取名單後，會 email 錄取通知、匯款單及家長同意書之電子 

檔，完成匯款後，下載列印匯款單及家長同意書簽名後掃描成電子檔案 

(.pdf)回信 civiccamp10@gmail.com （若逾期繳費 12/8，視為放棄報名） 

•詳閱活動簡章後，
請下載填寫個人
報名資訊表

步驟一

•填寫線上報名表單，
並於報名表單中上傳
報名資訊表(.doc)。

步驟二

•錄取後將寄出匯款單及
家長同意書，完成匯款
後，下載列印並填寫文
件簽名，掃描成電子檔
案(.pdf)寄回

步驟三

11/01 

開始報名 

11/17 

早鳥優惠 

報名截止 

11/27 

報名截止 

12/01 

公布錄取名單 

12/08 

完成繳費 

https://www.facebook.com/ntnuciviccamp/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o1sdOnK2EvHoaYPBZY1gRhPewBPJgOnE/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o1sdOnK2EvHoaYPBZY1gRhPewBPJgOnE/view?usp=sharing
https://forms.gle/YYWtcAEK2UMvEJ4TA
mailto:civiccamp10@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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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活動流程： 

 
2/3(一) 

第一天 

2/4(二) 

第二天 

2/5(三) 

第三天 

2/6(四) 

第四天 

2/7(五) 

第五天 

08:00-08:30 

 

交通移動 

08:30-09:00 
早餐 早餐 

早餐 

公民教育 

咖啡館 公民會議 
09:00-10:30 

模擬法庭 
成果發表 

企劃構思 

休息 

10:30-10:40 
戶外探索 

休息 

10:40-12:20 公民實驗室 午餐 休息 

機構參訪 

城市定向 

12:20-13:30 
13:00集合 

午餐 午餐 

13:30-14:00 
童軍工程 

成果發表 14:00-16:00 始業式 

小隊時間 
16:00-18:00 破冰迎新 

童軍技能 

結業式 

賦歸 

18:00-19:10 晚餐 晚餐 

 

晚餐 

19:10-19:20 
被壓迫者 

劇場 

休息 

19:20-20:50 性別正義 多元文化 
社會劇 

公領之夜 20:50-21:00 休息 

21:00-21:30 社會劇 社會劇 社會劇 

21:30-21:50 交通移動 

21:50- 洗漱就寢 

1. 第1天下午1點集合地點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校本部（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

一段162號）門口水立方前，請自行前往，提供點心餐盒。 

2. 第5天解散時間大約為晚上6點左右，不提供晚餐。 

3. 每位學員於活動結束後將予以頒發『結業證書』，成果競賽亦擇優頒獎。 

4. 本營隊保有修改及變更本活動相關內容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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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2020第十屆師大公領營 報名資訊表 

姓名 
 

 
個人 

照片 
 

學校/年級 
 

 

報名動機（400 字以內） 

1. 為什麼想要參加公領營？ 

2. 你有什麼特質可以讓你脫穎而出？ 

 

 

 

 最近關注的公民議題及想法（500 字以內） 

請自由發揮 

 

 

 

對於童軍活動的想法（500 字以內） 

1. 對於童軍活動有什麼印象？ 

2. 覺得童軍活動可以帶給你什麼？ 

3. 你參與過的童軍活動有哪些？ 

 

 

 

「正義」是什麼(600 字以內) 

寫下你心中的正義是什麼，並以生活事例舉例。 

 

 

 

報名資訊表_姓名(.doc)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o1sdOnK2EvHoaYPBZY1gRhPewBPJgOnE/view?u

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o1sdOnK2EvHoaYPBZY1gRhPewBPJgOnE/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o1sdOnK2EvHoaYPBZY1gRhPewBPJgOnE/view?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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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2020第十屆師大公領營 家長同意書 

 

  茲同意子女_____________，參加於民國一〇九年二月三日至二月七日

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舉辦之 2020 第十屆師大公領

營（以下簡稱本營隊)，並遵守以下規定，本營隊將保留個別因素有所修訂

規則之權利。 

 

一、 於營隊活動期間，貴子女應遵守營隊內各項安全規定，保護自己也尊

重他人，如未依規定或不接受輔導而發生意外事件請自行負責。若發

生以下特別狀況，本營隊將依實際情形通知家長，將全額退回費用： 

1. 因天災或突發狀況導致活動無法繼續舉辦時。 

2. 重大傷病以致於無法繼續參與活動時。 

 

二、 為配合政府規定得全部或部份停止本營隊活動（如發生各項天災)，

若政府宣佈活動地點停課等因素，本營隊將依實際狀況通知家長辦理

活動延期或退費手續等相關調整。 

 

三、 繳費與退費辦法： 

【繳費說明】貴子女於報名後，應在報名規定之方法及期限內繳交活

動費用全額。繳費收據請保留妥善，退費與查詢均憑收據正本辦理。 

【退費說明】 

完成報名及匯款手續後，即代表確認參與全程營隊活動，鑑於本營隊

已為學員做好前置之作業工作，故擬申請退費之規定如下： 

完成報名及匯款手續者，如遇個人因素致使無法繼續參加營隊活動： 

      a. 元月四日以前因故退出者，全額退費。 

      b. 元月十四日以前因故退出者，可退半額。 

      c. 元月十四日之後因故退出者，不予退費。 

 

    本人與學員已詳閱該同意書之內容，並無任何疑慮，同意與本營隊一

同輔導學員遵守。 

 

學員簽章：＿＿＿＿＿＿＿  家長簽章：＿＿＿＿＿＿＿ 

 

民國     年      月     日  (請自 行影 印存 留備 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