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裝

訂

線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函
地址：64002雲林縣斗六市大學
路3段123號
聯絡人：康惠晴
聯絡電話：(05)5342601#3121
傳真：(05)5312058
電子信箱
：kanghc@yuntech.edu.tw受文者：嘉義市私立嘉華高級中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10月20日

發文字號：雲科大語字第1042200098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10422000980-1.doc，共1個電子檔案）

主旨：本校語言中心將開辦「全國高中職數位英語冬令營」，敬

請協助宣傳，請查照。

說明：

一、本校語言中心將於105年1月25日至1月29日辦理英語冬令

營活動。

二、活動內容豐富多元，涵蓋多項主題，除了一般靜態課程如

旅遊英文、新聞英文及桌遊之外，另安排體育英文及各項

團康活動。期透過各項活動，提升學生英語學習樂趣並將

英語落實於日常生活。

三、詳細資訊或優惠辦法請至

http://englishcamp.lc.yuntech.edu.tw或參閱附件簡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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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語言中心  全國高中職數位英語冬令營報名簡章 
一、主辦單位：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語言中心。 
二、活動目的： 為提升青少年學習英語樂趣，因應國際化潮流，特利用本中心英語資源，以活潑、生動

方式，加強學員英語聽說讀寫能力，並將英語落實於日常生活，藉由全英語環境，使學

生樂於開口說英語，因此舉辦為期五天四夜之營隊。活動結束後將頒發結業證書。 
三、參加對象：全國高中職學生 
四、活動地點：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五、活動時間： 105 年 1 月 25 日(一)至 105 年 1 月 29 日(五) 
六、活動費用：每人新台幣 4,900 元（含住宿、早午晚三餐、講義、筆記本、50 萬旅平險等）。 
七、師    資：由本校中外籍教師授課，每班助教 2 名。課表請參考 http://goo.gl/29SUos 
八、住    宿：參與此活動之學員一律住宿，本校提供睡袋一個，不提供枕頭，請學員自備其餘個人用  
九、         品。若需要額外再加一個睡袋請於備註欄註明 (由於學校宿舍床位屬於木質床，建議額外 

         攜帶個人睡袋及枕頭，以免著涼。) 
九、分班標準：由本中心分配班級及寢室。 
十、報名日期： 報名表郵寄即日起至 105 年 1 月 13 日（週三）截止。（若額滿即提前終止辦理報名，以

寄出郵戳為憑）每梯次限額 112 名(共 4 班)，未滿 80 人則不開此梯次營隊且全額退費。 
十一、報名方式：1.通訊報名，將報名表連同 匯（支）票或繳費收據 及 家長同意書 掛號郵寄至 『640
雲 
                 林縣斗六市大學路三段 123 號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語言中心 收』。2.至本中心報名並 
                 現金繳款。 
十二、繳費方式：1.匯（支）票─匯（支）票抬頭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2.自動提款機轉帳（ATM）─轉入行代號：004(台灣銀行斗六分行)、 
                 轉入帳號： 031001-120522。＜請以 匯（支）票 為優先繳費方式選擇＞ 
                3.郵政劃撥：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推廣班，帳號：2255-6036。  
                  <此外請附註全國高中職冬令營 學員名字: XXX>  

4.如費用逾繳，將依學校相關辦法辦理。 
十三、優惠辦法：1.104 年 12 月 30 日(三)前完成報名並繳費，優待 100 元。 
                2.三人以上團體報名，每人優待 100 元。 
               （以上優惠只能 擇一適用 以及請於匯款時 直接扣除金額  團體報名可分開繳費） 
十四、錄取通知：105 年 1 月 15 日(五)於 http://englishcamp.lc.yuntech.edu.tw 

            http://lc.yuntech.edu.tw網頁公佈錄取名單，並寄電子郵件通知。 
十五、報到地點：每梯次皆於星期一 下午兩點三十分 於雲科大『人科一館』門口報到，報到通知及詳

細  
                須知將於上課日前一個禮拜寄發。 
十六、接駁專車：本校設有接送專車約 13:30 到達斗六火車站後站，登記搭車學員於報到當天 14:00 
                前上車。專車準時於 14:00 發車，逾時不候。如報到當日不搭接駁車，請於搭車前告 
                知本中心。回程專車於 16:00 發車至斗六火車站 後站，建議訂購 16:30 後之火車票。 

十七、天然災害及重大事故處理原則:  
                1.重大事故致明顯影響本活動之正常進行。 

2.依行政院「天然災害停止辦公及上課作業辦法」之規定宣布停止辦公或上課。 
十八、退費說明：為保障同學權益，若因故不克前來，請於 105 年 1 月 25 日(一)前來電告知主辦單位， 
                退還費用為已繳學費之九成，105 年 1 月 25 日(一)後即不予退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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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承辦人聯絡方式：05-5342601 轉 3121。E-mail：lcenglishcamp@gmail.com 
 

2016 Winter Camp Application Form  報名表 

     所有資料請以清晰字體填妥後寄至 640 雲林縣斗六市大學路三段 123 號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語言中心 

Chinese Name 中文姓名: English Name 英文姓名:  
Photo 
照片 Date of Birth 出生日期: ID Number 身份證字號*必填: 

Gender 性別: Blood Type 血型: 

School/Grade 就讀學校/年級:  年級   

Mailing Address 通訊地址: □□□-□□ 

E-mail 電子信箱*必填(請以正楷英文字體填

妥以便寄發重要訊息): 
Telephone No 家用電話: 

Mobile No 手機: 

家長（緊急聯絡人）姓名：                   手機：                           

是否有特殊疾病需工作人員特別注意? □是，__________________（請說明）□否 

過敏病史: □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過敏       □無 
飲食習慣(選定後不得更改) 1. □ 葷食 2. □ 素食 3. □ 其他說明                 

 是否需要睡袋(建議額外攜帶寢具) 1. □ 需要 2. □ 不需要  
 
 

備註：1. □需要額外再一個睡袋 2. 其他： 

是否搭乘本校交通車 
 1. □ 來程-斗六火車站至雲科大 2. □ 回程-雲科大至斗六火車站 
 3. □ 都不需要 

繳費收據黏貼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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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分證正反面影本(請浮貼) 學生證正反面影本(請浮貼) 

 

2016全國高中職數位英語冬令營 

家長同意書 

 

本人              茲同意子女           於中華民國 105年 1月  日至 105年 1

月   日參加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語言中心辦理之 2016全國高中職數位英語冬令營，同意

營隊期間將全程參與課程及活動、遵守相關規定（下列）與安排，並委託主辦單位盡本

次活動照顧事宜。 

 

1. 營隊活動期間，學員應確實遵守營隊規則，聽從帶隊教師及助教之指示，以安全為重要考量，學員

不擅自外出、不單獨行動，若未依規定或不接受輔導者，將停止該學員參加本營隊。 

2. 本營隊期間不得擅自離營，若因故須離營時應填寫離營切結書，並由本中心向家長聯繫得完成離營

手續。 

3. 本營隊將於結業式頒發結業證書。未參與三分之二以上營期者（包含活動與課程），恕不頒發結業證

書。 

4. 家長應將學員之健康狀況及應注意事項預先告知主辦單位，如有私人藥品需自行攜帶並提供藥物或

器材之使用方法。 

5. 為配合政府規定得全部或部分停止本營隊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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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停止辦理。 

 

 

 

     此致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語言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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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長(監護人)簽章：           

                                             連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華民國____年    月    日 
 

* 

※請將此家長同意書填妥後連同報名表郵寄至雲科大語言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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