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中興大學通識課程「惠蓀林場生態與環境」行前通知 
一、 報到時間與地點 

◎ 報到時間： 

第三梯次：111 年 8 月 16 日(二)上午 9：00-9:30(集合完畢，立即開車) 

第四梯次：111 年 8 月 23 日(二)上午 9：00-9:30(集合完畢，立即開車) 

◎ 報到地點：中興大學行政大樓 1F 前，班級海報資訊將張貼於樑柱上，請確認班級/組別/

座號後找該班助教領取資料袋。(進入中興大學正門後，第一個十字路口右轉後第一棟白

色大樓)  

◎ 請注意：若家長開車接送同學進出興大校門口，可直接進入校門口，半小時內免費(可直

接離校)，超過半小時，請至行政大樓指示處繳納停車費。 

◎ 本次課程若遇颱風天無法出發，將於課程出發前簡訊及通識中心網頁公告通知同學與家

長。(因本校大量發送簡訊，常被認定為廣告簡訊，如手機設定廣告簡訊勿擾，將無法收

到本校簡訊) 

◎ 報到前一天至報到當天，請於 line 社群回傳快篩試劑陰性證明，照片內請填上以下內容

「梯次/班別/組別/座號/姓名 

  日期(星期) 時間」 

例： 

     圖取自自由時報 

如報到後仍未回傳，請當下提供快篩試劑證明。 

註：如快篩為陽性，請主動告知，並請勿前往參加課程，活動費用將於日後全額退費。 

 

二、 回程時間： 

◎ 回程時間預計為第四天下午 1:30，皆會將同學送往台中火車站與興大校園(依此順序) 

第一梯次：預計 111 年 8 月 19 日(五) 15：00 回到台中火車站、15：15 前到中興大學 

第二梯次：預計 111 年 8 月 26 日(五) 15：00 回到台中火車站、15：15 前到中興大學 

註：上述時間皆為預估，如搭乘大眾交通工具，請自行衡量搭車時間。 

 

三、 如何到中興大學 

交通工具 搭乘方式 

第三梯次/A 班/1/1/王中興 

8/15(一) 21:00 



客運 

公車 

 統聯客運 73 路 ( 路線圖 ) 

 統聯客運 23 路 ( 不經台中火車站，路線圖 ) 

 台中客運 33 路 ( 停靠臺中高鐵站、臺中火車站，路線圖 ) 

台中客運 35 路 ( 路線圖 ) 

註 1：搭車前可先詢問司機哦! 

註 2：時間請多預留，以免公車誤點延誤報到時間。 

高    鐵 下車後請至台鐵新烏日站搭乘火車至台中火車站，轉搭公車至中興大學。 

自行開車及 

其他交通訊息 

請參考下列網址： 

https://reurl.cc/8p3Eed 

 

 

四、 個人攜帶物品(貴重物品請自行保管) 

(一) 身份證、健保卡等。 

(二) 快篩試劑 3-4 支、個人備用藥品(暈車藥、蚊蟲藥膏、腸胃藥…)、衛生用品。 

(三) 薄外套、袖套、換洗衣物數套(戶外課程穿著以長褲且長度到腳踝為佳)、長襪、運動鞋

(鞋底止滑佳)、拖鞋(課後及夜間休息使用)、防蚊液、輕便雨傘、輕便雨衣、小手電筒、

面紙、防曬用品(寬帽沿帽子尤佳、防曬乳)、單眼或數位相機（如果有可攜帶，可於昆蟲

課使用）。 

(四) 可攜帶個人使用的有線耳機(可參照下方圖片)-戶外課程導覽器用，較衛生。(本課程也

有提供公用耳機) 

 

 

 

 

(五) 課程注意事項： 

A. 植物景觀與造林實作課程，請留意以下攜帶物品： 

(1) 避免蜜蜂、蚊蟲叮咬，請務必穿著長褲(長度到腳踝)、長襪、高統鞋 

(2) 攜帶開水或運動飲料 

(3) 攜帶防晒用品與帽沿大的且非黑色的帽子、薄外套 

(4) 愉快及學習的心 

B. 湯公碑登峰課程，請特別留意以下攜帶物品： 

http://www.ubus.com.tw/upload/citybusmap/taichung/map/73L.jpg
http://www.ubus.com.tw/upload/citybusmap/taichung/map/23L.jpg
http://www.tcbus.com.tw/image/lineimage.php?imagetest=33
http://www.tcbus.com.tw/image/lineimage.php?imagetest=35
https://reurl.cc/8p3Eed


(1) 請務必穿排汗衣或吸汗性佳的衣物並著長褲、防滑性佳之球鞋，攜帶後背包

(勿背側背包)、雨傘（建議輕便雨衣較佳）、1 公升以上飲水壺、零食乾糧、

防曬帽(帽沿大的且非黑色的帽子)、蚊蟲藥等。 

(2) 有手機的同學，課前先下載好下列的手機衛星定位軟體：Android 手機的同

學請先下載 Oruxmaps，有 iphone 的同學則請先下載 GPS Hiker（登山

客）。目前 google play 商店下載 Oruxmaps 要收費台幣 93 元。但 

Oruxmaps 的官網仍提供免費版本讓使用者下載。請參考這個影片的步驟來

操作：https://m.youtube.com/watch?v=KDi6m3OFxVk， 如果手機有 800 

MB 的空間，則可以在有 wifi 的時候，下載全台灣的離線地圖(有等高線) 

Taiwan TOPO MOI。請參考影片操作

https://m.youtube.com/watch?v=G7bBO1n0Nag。 

(3) 如果安裝有困難可於課程前詢問助教。 

C. (夜間)昆蟲誘捕與攝影課程，請留意以下攜帶物品： 

(1) 請務必攜帶小手電筒(A 班下午昆蟲課不需使用；但晚上老師有設立夜間觀賞

點，有興趣者可於選課諮詢整體活動後結束後與助教報名並集合前往。) 

(2) 建議穿著草綠色、卡其色或迷彩上衣 

(3) 若有單眼與類單眼相機也可攜帶（非強制），老師將教授昆蟲攝影。 

D. 不神祕的天文學課程： 

(1) 野餐墊可帶可不帶。 

(六) 環保筷、湯匙、環保杯（用餐採便當用餐，林場亦有餐具可借用，用後請自行清洗乾

淨）。 

(七) 4 天 3 夜全程住宿於惠蓀林場研習中心八人房通舖；每房均配有 

 分離式冷氣 

 彩色液晶電視  

 無線寬頻上網 (請自備電腦或手機),1 樓大廳或 4F教室訊號較佳 

 吹風機*2、衛浴*2 

 每棟建物走廊上提供飲水機可自由取用熱、溫水 

 盥洗用具(請自備牙膏、牙刷、大小毛巾) 

 個人其他所需盥洗用品請自行攜帶。 

 熱水僅加熱至晚上 10 時，請大家節約熱水使用。(按往年經驗，是足夠的) 

(八) 文具用品(筆等其他慣用物品)。 

(九) 手機與充電器。 

(十) 少量金錢，購買零食飲料用。 

(十一) 洗衣機與烘衣機位於 4F，需使用 10 元硬幣投幣使用，年久失修較不建議使用，建

https://m.youtube.com/watch?v=KDi6m3OFxVk
https://m.youtube.com/watch?v=G7bBO1n0Nag


議手洗晾乾為佳。 

(十二) 通識選課須知： 

 

項目 時間 備註 

通識預選登記 
111/8/19(五)10 時

~8/22(一)8 時止 
開放通識預選時登記 

結 果 111/8/24(三)14 時 公告通識預選 

通識初選登記 
111/8/25(四)10 時

~8/26(五)8 時止 
開放通識初選時登記 

結 果 111/8/29(一)9 時 公告通識初選及候補結果 

 

註 1：第三梯次的同學將於課程中遇到 8/19(五) ~8/22(一)通識預選登記，將預留

8/19(五) 11：00-12：00 開放同學選課 (請同學事先確認通識課程餘額)，有選課需

求的同學請自行攜帶手機或平版，建議自備行動網路速度較快，若無行動網路惠蓀

林場有 WIFI 可供使用，1 樓大廳或 4F教室訊號較佳。 

註 2：第四梯次的同學將於課程中遇到 8/25(四)通識初選登記，將預留 13:00-14:00 開放

同學選課 (請同學事先確認通識課程餘額)，有選課需求的同學請自行攜帶手機或平

版或筆電，建議自備行動網路速度較快，若無行動網路惠蓀林場有 WIFI 可供使用，

1 樓大廳或 4F教室訊號較佳。 

 

(十三) 因應惠蓀林場防疫規定，課程中如發現確診，經快篩確認為陽性，必

須立即請家長或親友接送下山，不得逗留至林場內；該住宿房間需立即

關閉清潔消毒，並停止開放一周。而通識中心考量課程內因學員及助教

們皆一起上課及用餐，甚至部分學員同宿一間，考量疫情傳染等，其餘

學員及助教們當天會一同搭乘遊覽車返校及台鐵車站。爾後返家等事

宜，請學員及家長們一併考量在內，種種不便，請多包涵。 

 

 請大家多加配合課程規定及防疫規定，讓我們快樂上山學習，平安回家~ 

 如有未盡事宜，隨時於網站或 line 群公告。 

  有任何問題都可以詢問總助教及助教們哦~ 

 



備註： 

1. 本課程大多為戶外活動，請穿著輕便服裝、長褲(長度到腳踝)、長襪及方便行走之鞋子

(登山鞋或球鞋)，並建議可攜帶室內用拖鞋課後替換穿著(課程中不得穿著)。 

2. 部份課程於山區內，為方便行走建議攜帶後背包。 

3. 個人貴重物品請隨身攜帶，並自行妥善保管。 

4. 惠蓀林場柑仔店（便利商店）僅開到下午 5 點，請留意營業時間。 

5. 時值梅雨、颱風季節可能遇到下雨、地面濕滑現象，請同學注意安全，並建議攜帶輕便

雨衣(替代雨傘)使用，課程途中小心行走切勿奔跑。 

6. 8/19；8/26 是最後一天上課，請於早上 8：30 前先將行李打包好，放置於 1F展覽室

間，並將鑰匙繳給助教統一繳回櫃臺。13:00 大合照後稍做休息，於回程上車前將名牌

交還給助教回收，將準時於下午 1：30 出發下山。 

7. 登峰課程有較多體力考量，請於課前適當自我鍛鍊體力。 

8. 對行前通知有疑慮，請於 LINE 社群提問或上班時間來電承辦人：04-2284-0597#26 通

識中心林小姐。 

 

五、相關聯絡電話 

單位/姓名 聯絡電話 

中興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04-22840597 

總助教-林沛瑩 0919-026-263 

惠蓀林場 049-2942001 

 

◎請務必記得將聯絡電話留給家人(總助教全程跟課程哦)。 

 



六、 惠蓀林場生態與環境課程 時間一覽表 

第三梯次：8/16~8/19 

A 班 

 

 

 

 

 

 

 

 

 

 

 

註 1：當天夜間課程結束，請將導覽器(含有線耳機)統一給助教回收。(選課諮詢時間不需使用)。 

註 2：課前 10 分鐘集合，請主動找助教報到，集合完畢由老師及助教帶往上課地點。 

  

A 班 
上午課程 

09：00~12：00 
下午課程 

14：00~17：00 
晚上課程 

18：00~21：00 

8/16 (二) 
09:30-10:00 出發 

12：00 中餐 
研習中心輕食館 

植物景觀與造林實作                                      
13:00 研習中心集合                                                        

4 樓教室+戶外  
雨天備用-4 樓教室                

資源利用與造紙實作                                                                                 
4 樓教室  

8/17 (三) 
林場生態與登峰活動 

研習中心集合 
雨天備用-2 樓教室                         

昆蟲誘捕與攝影 
廖智安 老師                                                                                                                                    

雨天備用-2 樓教室 

選課諮詢/分組討論                                                                               
4 樓教室               

8/18 (四) 
惠蓀咖啡體驗                     
咖啡學堂 

野外食用植物探索                                         
研習中心集合                                                       

雨天備用-2 樓教室                     

不神秘的天文學 
4 樓教室+戶外草皮 

8/19 (五) 惠蓀林場導覽                                                                                                                 預計 13:30 回程   



 

第三梯次：8/16~8/19 

B 班 

 

B 班 
上午課程 

09：00~12：00 
下午課程 

14：00~17：00 
晚上課程 

18：00~21：00 

8/16 (二) 
09:30-10:00 出發 

12：00 中餐 
研習中心輕食館 

植物景觀與造林實作 
林管處劉景元 老師                                         
13:00 研習中心集合                                                         
雨天備用-4 樓教室                

夜間昆蟲誘捕與攝影 
廖智安 老師                                                                                                                                    

雨天備用-2 樓教室 

8/17 (三) 
資源利用與造紙實作 
森林系沈熙巖 老師                                                                                  

4 樓教室  

林場生態與登峰活動 
資工系吳俊霖 老師                          
12:50 研習中心集合                                    
雨天備用-2 樓教室                         

選課諮詢/分組討論                                                                               
4 樓教室               

8/18 (四) 

野外食用植物探索 
生科系劉思謙 老師                                           
研習中心集合                                                       

雨天備用-2 樓教室                     

惠蓀咖啡體驗      
林管處簡世昌 老師                              
13：00 咖啡學堂 

不神秘的天文學 
科博館王斌威  老師 
4 樓教室+戶外草皮 

8/19 (五) 惠蓀林場導覽                                                                                                                 預計 13:30 回程   

 

註 1：當天夜間課程結束，請將導覽器(含有線耳機)統一給助教回收。(選課諮詢時間不需使用) 

註 2：課前 10 分鐘集合，請主動找助教報到，集合完畢由老師及助教帶往上課地點  



第四梯次：8/23~8/26 

A 班 

A 班 
上午課程 

09：00~12：00 
下午課程 

14：00~17：00 
晚上課程 

18：00~21：00 

8/23 (二) 
09:30-10:00 出發 

12：00 中餐 
研習中心輕食館 

植物景觀與造林實作                                         
13:00 研習中心集合                                                        

4 樓教室+戶外  
雨天備用-4 樓教室                

資源利用與造紙實作                                                                               
4 樓教室  

8/24 (三) 
林場生態與登峰活動 

研習中心集合 
雨天備用-2 樓教室                         

昆蟲誘捕與攝影                                                                                                                                    
雨天備用-2 樓教室 

選課諮詢/分組討論                                                                               
4 樓教室               

8/25 (四) 惠蓀林場導覽                                                                                                                 
野外食用植物探索                                        
研習中心集合                                                       

雨天備用-2 樓教室                     

不神秘的天文學 
4 樓教室+戶外草皮 

8/26 (五) 
惠蓀咖啡體驗                       
咖啡學堂 

預計 13:30 回程   

 

註 1：當天夜間課程結束，請將導覽器(含有線耳機)統一給助教回收。(選課諮詢時間不需使用) 

註 2：課前 10 分鐘集合，請主動找助教報到，集合完畢由老師及助教帶往上課地點 

 

 



第四梯次：8/23~8/26 

B 班 

 

B 班 
上午課程 

09：00~12：00 
下午課程 

14：00~17：00 
晚上課程 

18：00~21：00 

8/23 (二) 
10:00 出發 

12：00 中餐 
研習中心輕食館 

植物景觀與造林實作                                         
13:00 研習中心集合                                                         
雨天備用-4 樓教室                

夜間昆蟲誘捕與攝影                                                                                                                                  
雨天備用-2 樓教室 

8/24 (三) 
資源利用與造紙實作                                                                                

4 樓教室  

林場生態與登峰活動                        
12:50 研習中心集合                                    
雨天備用-2 樓教室                         

選課諮詢/分組討論                                                                               
4 樓教室               

8/25 (四) 
野外食用植物探索                                      
研習中心集合                                                       

雨天備用-2 樓教室                     
惠蓀林場導覽                                                                                                                 

不神秘的天文學 
4 樓教室+戶外草皮 

8/26 (五) 
惠蓀咖啡體驗                     
咖啡學堂 

預計 13:30 回程   

 

註 1：當天夜間課程結束，請將導覽器(含有線耳機)統一給助教回收。(選課諮詢時間不需使用) 

註 2：課前 10 分鐘集合，請主動找助教報到，集合完畢由老師及助教帶往上課地點 



七、至中興大學地圖 

 



八、惠蓀林場地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