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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學校財團法人文藻外語大學　函
地址：807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
路900號
承辦人：黃翌婷
電話：07-3458212
傳真電話：07-3508865
電子信箱
：99789@mail.wz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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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日

發文字號：高文推廣字第1043500171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1043500171-1.PDF，共1個電子檔案）

主旨：謹送本校辦理2016高中/職雙外語冬令營簡章（如附件），

敬請協助公告。

說明：

一、活動日期：2016年1月27日（星期三）~1月30日（星期六

），為期四天三夜。

二、活動地點：文藻外語大學（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900號

）。

三、活動對象：高中/職學生（採全英語教學與活動進行，報名

時請檢附103學年度下學期成績單英文平均75分以上或英

檢初級初試通過（含以上））。

四、活動人數：預計120人（每班35-40人），額滿為止。

四、詳情可上本校推廣部網頁查詢：http://3L.WZU.EDU.TW，

或洽專線(07)3458212。

正本：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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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外語大學 
2016高中/職雙外語冬令營 

Wenzao 2016 Bilingual Winter Camp 
為期四天三夜的冬令營，除了有全程英文課程（如國際文化、 
團康活動等），還可修習第二外語喔（法‧日）！以及第三外語西

語體驗學習！ 
日期 

時間 1/27 星期三 1/28 星期四 1/29 星期五 1/30 星期六 

早餐  早餐 

早 

報到(學餐)+ 
放置行李(宿舍)  國際英文課 國際英文課 國際英文課 

拍團體照 

始業式 
(歡迎家長參與) 

成果展彩排  小組交流討論 成果展彩排 

午餐 午餐  

午 

國際英文課 
(含成果展解說) 

第二外語課程 第二外語課程 拍團體照 

成果展彩排 
第三外語 成果展彩排 

成果展+結業式 
(歡迎家長參與) 大地遊戲 

晚餐 晚餐  
珍重再見 

預計 15 30 發車 晚 歡迎晚會 關鍵時刻 
歡送晚會 
星空夜語 

20:30~ 回學生宿舍  

備註一、參加本營隊需全程住宿（文藻外語大學學生宿舍），請務必攜帶睡袋、寢具、健保卡、
保暖衣物、個人藥品、換洗衣物、衛生及盥洗用品、水壺、餐具及基本文具(可自備
點心)。活動期間請穿著運動鞋，並請勿攜帶貴重物品。 

備註二、預計於 105 年 1 月 13 日（週三）前寄發報到通知。 
 

◎活動日期與時間：2016 年 1 月 27 日（星期三）～1 月 30 日（星期六），為期四天三夜。 

◎活動地點： 

  (1)文藻外語大學：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 900 號（提供住宿及用餐）。 

◎活動對象：高中/職學生【採全英語教學，報名時請檢附 103學年度下學期成績單英文平均

75分以上或英檢初級初試通過（含以上）】證明。 

◎活動人數：預計 120 人（每班以 35-40 人為原則），額滿為止。 

◎活動費用：2015 年 12 月 30 日前受理優惠報名，享早鳥優惠價每人 6,500 元(原價 12,000 元)；優惠

期限截止後，每人 8,000 元，含餐費及住宿費（開課當日免費贈送上課教材 及 營隊專

用提袋 1 只）。 

◎報名方式：即日起報名至額滿為止。歡迎網路報名後轉帳繳費 或 親至推廣部臨櫃報名繳

費。檢附之證件，請於繳費日起 5 日內，以掛號寄至文藻外語大學 推廣部，方

完成報名。信封請註明【報名 2016 高中雙外語冬令營】(詳細報名流程請見推

廣部網頁說明) 

◎主辦單位：文藻外語大學  推廣部 

◎報名地點：807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 900 號（行政大樓一樓） 

◎洽詢電話：專線(07)345-8212 或 總機(07)342-6031 轉分機 3523、3522、3521、3512、3511 

◎報名時間：週一至週五 14:00～20:30 週六 09:00～16:00（中午不休息） 

◎網路報名(轉帳)：http://3L.WZU.EDU.TW  

  



文藻外語大學 2016高中/職雙外語冬令營報名表 

照片黏貼處 
請實貼一張2吋照片 

身份證字號  
由
工
作
人
員
填
寫 

收件日： 

繳費時間： 

繳費單號： 

第二外語：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Ex:Tony 

性別 ○男生   ○女生 

生日 年   月   日 

住家電話 （ ） 

學生手機  飲食習慣  ○葷 ○素 

就讀學校      縣/市          高中         年級 

E-MAIL  

通訊地址 □□□ 

緊急聯絡人 
 姓名：       關係：       

 手機：              E-MAIL： 

特殊疾病 
(若無,則免填) 

（任何重大疾病或過敏狀況，請說明）若需定期服藥，請務必自行攜帶。 
須避免引發疾病之食物:ex:蠶豆症不能吃蠶豆 

 
＊請務必填寫，以利緊急醫療處理，並評估自身狀況，若有不適合外宿或團體活動者，請勿參加 

檢附證件 
□大頭照 1張(實貼在報名表上) □學生證影本 1份  

□103學年度下學期成績單英文平均 75分或甲等以上，或全民英檢初級初試合

格證明 1份 

第二外語 
(選修一門) 

□法語   □日語   
＊請填寫1、2選修志願依繳費順序為準，由第1志願安排選修，額滿依第2志願安排，以此類推 

接送方式 

來校 

方式 

□家長親送至本校 

□學員自行前往本校 

□搭乘本校接駁車 

（免費，登記額滿為止）： 

    □於高雄火車站接送 

    □於高鐵左營站接送 

回
家 
方
式 

□家長自行於本校接送 

□學員自行離開本校 

□搭乘本校接駁車 

（免費，登記額滿為止）： 

    □於高雄火車站接送 

    □於高鐵左營站接送 

接駁車 1/27(週三)預計於 8:50集合 9:00發車，1/30(週六)預計於 15:20集合

15:30發車 

＊接駁車座位有限，以登記順序安排，額滿為止＊ 

報名資訊來源 □文藻外語大學網站       □學校提供報名簡章       □其它                      
□文藻外語大學高中雙外語營隊臉書粉絲專頁     □親友介紹 

------------------家長同意書------------------ 
1. 茲同意子弟參加文藻外語大學辦理 2016 高中雙外語冬令營，研習期間願遵守團體紀律，如因不

守規定而發生意外事件，或不當言行(如：蓄意毀損公物等)，本營隊保有退訓之權利及不予退費，
且後果及相關賠償責任願自行負責。 

2. 同意所填報名資料作為推廣部內部統計、教學行政資料運用及相關電子資訊寄發，不作其他用途。 
3. 本營隊保留個別因素修訂規則，以及活動內容調整之權利。 
4. 貴重物品(如:手機及相機等)需自行保管妥當，本營隊恕不代為保管。 
5. 如發生各項天災，得依政府規定全部或部份停止本營隊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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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宜。 
6. 已詳閱並同意配合以下退費規定： 
7. 本校保留活動取消權限，若因報名人數不足取消活動，所繳費用全數退還。若遇天災等不可抗力

取消活動，則扣除必要費用(食宿訂金等)後，退還剩餘費用。取消活動訊息將以手機簡訊通知。 
8. 學員完成繳費後，因個人因素無法參加，學員須自行負擔匯款手續費用，並依下列標準退費： 
自報名繳費後，至 104 年 12 月 2 日前申請退費，費用退還 90%。  
於 104 年 12 月 3 日至 12 月 13 日間申請退費，費用退還 70%。 
於 104 年 12 月 14 日至 105 年 1 月 24 日間申請退費，費用退還 30%。 
自 105 年 1 月 25 日起恕無法退還費用。 
                                                  家長                           簽名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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