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國立東華大學高中職體驗營 

簡章 

一、 活動目的：本校於 12月份辦理單日「2020 國立東華大學高中職體驗營」

(共 3個梯次)，不管你未來想就讀文法商、理工、藝術或對原住民、環境

資源等相關院系有興趣者皆可報名，本次活動由東華起飛大夢想家團隊的

學長姊們精心策劃，除了加強同學們對理想科系備審資料的準備，亦可一

併體驗大學特色課程。 

二、 指導單位：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三、 主辦單位：國立東華大學 

四、 執行單位：學務處深耕起飛計畫 

五、 活動日期：12月 5日(六)、12月 6日(日)、12月 19日(六) 

六、 活動地點：國立東華大學壽豐校區(實際地點於錄取後通知) 

七、 參加對象：公私立高中/職學生(每場次人數約 30-40名，額滿即止) 

八、 報名資訊： 

(一)報名期限：109年 11月 5日 至 11月 23日 下午五點止。 

(二)報名方式：填寫線上報名表單(google表單)，並至國立東華大學線上

繳費系統，繳交保證金 300元(繳納步驟請參閱附件二)，繳費完成才算

報名完成(完成後將寄送 E-mail錄取通知信) 

(三)活動 QR-code 

 

 
  

▲報名表單 ▲繳費系統 ▲官方網站 

 

九、 錄取公告：將於 109年 11月 26日以前寄送電子信件方式通知錄取。 

(本次活動錄取學員將全程免費參與，完成報名後即寄發 E-mail錄取通知

信，並請於 11/30日(一)前將家長同意書(附件一，簽名後掃描或拍照) 回

傳至承辦人信箱：v80326@gms.ndhu.edu.tw。) 

mailto:v80326@gms.ndhu.edu.tw


十、 優先錄取資訊 

(一)優先錄取對象：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特殊境遇家庭子女或孫子女、

原住民籍學生、身心障礙學生、身心障礙人士之子女、三代家庭無人上

大學之學生、新住民、新住民子女、家庭年收入所得 70萬以下之學生。 

1. 請於錄取後寄送“相關證明文件(請參閱附件三)”至承辦人信箱：

v80326@gms.ndhu.edu.tw。) 

2. 優先入取對象額外補助資訊如下： 

(1)補助交通費:自強號火車來回車資。 

(2)住宿費補助:活動前、後一日之住宿費(2,000元為限，須提供住

宿收據) 

(3)住宿收據：須有本校統一編號(08153719)或抬頭:國立東華大學 

住宿收據範例： 

1.二聯式發票範例 

 

2.三聯式發票範例 

 

※三聯式須提供二聯、三聯，總金額為含稅金額 

必須有的內容： 

1.店名 

2.統一發票章 

3.統一編號 

4.負責人姓名 

1.抬頭：國立東

華大學 

2.學校統編：

08153719 

必須有的內容： 

1.店名 

2.統一發票章 

3.統一編號 

4.負責人姓名 

抬頭：國立東華大學 



3.免統一發票收據範例 

 

 

十一、活動聯絡人 

國立東華大學學務處深耕起飛助理 李小姐 

連絡電話: 03-890-6215 

e-mail:v80326@gms.ndhu.edu.tw 

十二、附件 附件 1 家長同意書(錄取學員須提供) 

           附件 2 保證金繳納步驟 

           附件 3 優先錄取對象及相關證明說明 

           附件 3-1 三代家庭無人上大學切結書 

  

必須有的內容： 

1.店名 

2.免統一編號 

4.負責人姓名

(小章) 



十三、活動流程預排 

第一場次 

活動時程 流程/活動內容 地點&備註 

12/05 

09:30-10:00 報到  

10:00-10:10 開場 
 

10:10-12:10 原民文化特色課程 

如原民文化&舞蹈教學、原

民院導覽(小米園、母語屋

等) 

12:10-13:10 午休  

13:10-14:00 登高望遠 塔樓及校園導覽 

14:10-16:00 獨木舟體驗課程  

16:00~ 賦歸  

第二場次 

活動時程 流程/活動內容 地點&備註 

12/06 

09:30-10:00 報到  

10:00-10:10 開場  

10:10-12:10 決戰備審 大學備審資料準備課程 

12:10-13:10 午休  

13:10-14:00 登高望遠 塔樓及校園導覽 

14:10-16:00 攀岩體驗課程  

16:00~ 賦歸  

第三場次 

活動時程 活動時程 活動時程 

12/19 

09:30-10:00 報到  

10:00-10:10 開場  

10:10-12:10 升學面試技巧 升學面試技巧課程 

12:10-13:10 午休  

13:10-14:00 登高望遠 塔樓及校園導覽 

14:10-16:00 獨木舟體驗課程  

16:00~ 賦歸  

※主辦單位對於活動內容及相關事務有變更調整之權利。 

 

 

 

 



附件 1  

家長同意書 

家長同意書  

茲同意子弟           ，參加『2020國立東華大學高中職

體驗營』。 

1.活動期間同意接受團隊規定、遵守團體紀律，並配合團隊期間

所有活動，如因違反相關規定事宜而發生意外事件，願自行承擔

責任。 

2.報名錄取後如未依期繳交保證金者視同棄權；繳交保證金後如

臨時取消或活動缺席，將不予退還保證金。 

3.本人與參加學員已詳閱該同意書之內容，無任何疑慮，同意共

同配合並遵守相關規定。 

  家長__________________簽章 

中華民國 109年    月    日 

 

 

 

  



附件 2 

保證金繳費步驟 

Step1:網路搜尋:東華大學線上繳費系統(進入頁面)或輸入下列網址: 

http://web.ndhu.edu.tw/ga/onlinepay/main.aspx 

 

Step2 點選 繳費 

 

Step3 進入頁面選取與填寫資訊。收費單位請選:學務處。 

收費項目請選: 2020 國立東華大學高中職體驗營 

 

 

http://web.ndhu.edu.tw/ga/onlinepay/main.aspx


Step4 進入頁面確認填寫資訊。請點選:確認無誤取出 XXXX 繳費資料 

1.ATM 轉帳繳納 

 

2.超商繳納 

 

3.郵局臨櫃繳費 

 

  



附件 3 

優先錄取對象及相關證明資料 

對象類別如下: 

身分類別 各類別必須提供之身分證明文件 

經濟不利類別 

・低收入戶學生 

→當年度低收入戶證明文件(證明應載明學生姓名) 

・中低收入戶學生 

→當年度中低收入戶證明文件(證明載明學生姓名) 

・特殊境遇家庭子女或孫子女 

→特殊境遇家庭子女或孫子女證明文件(證明載明學生姓名) 

・身心障礙學生 

→身心障礙手冊/身心障礙相關證明文件 

・身心障礙人士之子女 

→父母身心障礙手冊 

→與身心障礙人士關係證明文件 

・原住民籍學生 

→戶籍資料證明文件載明原住民籍 

→非必要之其他有利證明文件(如清寒證明) 

・家庭年收入低於 70萬以下 

→108年度國稅局 70萬以下繳稅證明文件 

文化不利類別 

・新住民之學生 

→新式戶口名簿/戶籍謄本 備註:須具註記欄位之新住民 

・新住民二代之學生 

→新式戶口名簿/戶籍謄本 備註:須具註記欄位。 

(父母其中一方為新住民人士)  

※非必要之其他有利證明文件(如清寒證明) 

・三代家庭第一位上大學者(指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均無

人上過大學或具同等學力者，學生本人為家庭第四代) 

→三代家庭第一位上大學者之切結書(附件 3-1) 

※非必要之其他有利證明文件(如清寒證明) 

 

※額外補助： 

1. 補助交通費:自強號火車來回車資。 

2. 住宿費補助:活動前、後一日之住宿費(以 2,000元為限，須提供住宿收據) 

3. 住宿收據：須有本校統一編號(08153719)或抬頭:國立東華大學 

 

  



附件 3-1 

「三代家庭第一位上大學者」切結書 

本人                申請三代家庭第一位上大學者調查，願依規定

切結下列事項： 

1. 本人為家庭第四代，前三代家庭沒有人上過大學(三代家庭係指學

生直系血親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 

請填寫關

係表 
曾(外)祖父 (外)祖父 父親 

姓名    

學歷    

關係 曾(外)祖母 (外)祖母 母親 

姓名    

學歷    

※備註：曾(外)祖父母、(外)祖父母資料可選擇提供父母其中一

系三代資料，如填寫 1.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 或、2.父母、外

祖父母、曾外祖父母。家庭旁系或親友上大學者不計 

 

 

學生簽名：                  

家長簽名：               (未滿 20歲者請家長簽名)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