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留學生活體驗營@中正大學 常見問答  

Overseas Experience Camp F.A.Q. 

 

ㄧ般事項 

1. 2022 年留學生活體驗營舉辦的日期？ 

Ans：第一梯隊 7/04 (一) ~ 7/08 (五) / 5 天 4 夜 

第二梯隊 7/11 (一) ~ 7/15 (五) / 5 天 4 夜 

第三梯隊 7/18 (一) ~ 7/22 (五) / 5 天 4 夜 

第四梯隊 7/25 (一) ~ 7/29 (五) / 5 天 4 夜 

第五梯隊 8/01 (一) ~ 8/05 (五) / 5 天 4 夜 

第六梯隊 8/08 (一) ~ 8/12 (五) / 5 天 4 夜 

第七梯隊 8/15 (一) ~ 8/19 (五) / 5 天 4 夜 

  

2.留學生活體驗營主辦、承辦單位詳細資料？ 

Ans：主辦單位為中華海外國際教育促進協會~Chinese Overseas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dvance Association (IEAA)，內政部合法登記立案(台內團字第

1090062821 號)之非營利為目的之社會團體，以推廣國際教育暨海外文

化交流為宗旨，藉辦理英語營隊促進而兒童英語學習能力暨獨立自主精

神。 

     授權活動承辦單位為躍龍門國際教育中心~Aspiratio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al Center (AICE)主辦。AICE CAMP 自 2015 年起主辦澳洲布里

斯班中、小學冬/夏令營，在國外營隊是孩童成長的必要經歷，尤其是海

外華人學童熱衷參與的活動，每次均獲得家長與學員的肯定及熱烈迴響。

2021 年因疫情原因，引進海外的營隊，以西方文化為基礎，原味重現。 

註：營隊的概念源自於美國，也已經成為全世界模仿與學習的目標。 

 

3.營地介紹 

Ans：揚棄坊間採用”補習班”方式的營隊，歸還『營隊真面目』，安排於中正

大學，其創立於 1989 年，座落於嘉義縣民雄鄉，校地面積廣達 134.24

公頃，設有文、理、社會科學、工、管理、法、教育七學院，具備完善

設施，有教學中心、宿舍、多元餐飲、會議中心、運動設施齊備，佔地

廣闊的草原，置身森林般的感受，室內空間寬敞，高標準社交空間，設



 

備完善又享有美麗的大自然景色是我們營隊首選的最大特色。 

 

4. 營地附近的週遭環境，有何特色？ 

Ans：營隊源自美國開創，國外的營隊不但重視硬體設備，更在乎學員的學習

動力。中正大學為專業的營隊活動中心，別稱鳳梨大學，其佔地廣闊，

具備良善之教育中心、團體宿舍、藝文中心及交誼廳，還有寬闊的活動

空間，校區設有校警隊，安全維護令家長及學員放心，學校鄰近大林慈

濟醫院，是營區的最佳選擇。 

 

5.參加學員的年齡是否一定要符合規定？ 

Ans：營隊活動主要針對 8-15 歲的學員來設計活動與課程，但因爲每位孩子

各方面的發展腳步不一，建議家長先行評估您的小孩在基本生活上是否

能自理，若具備自己盥洗更衣的能力，即可參與營隊生活，並可訓練其

獨立自主能力，營隊設有”雙語輔導員”會協助學員生活起居。 

 

6.什麼年齡的小孩適合參加營隊？ 

Ans：建議家長可以依小孩的個性、生活能力與英語程度等等來選擇。根據我

們對營隊教育的多年專業經驗與觀察，參加正確的營隊，有助於提升自

發性學習英語的興趣，以及自我肯定，進而提升自信心、培養領導能力。 

 

7.是否依照年齡分組方式? 

Ans : 營隊就是要暫時離開家庭、學校，就像是小型社會般，讓孩子學習多元

交流及包容，在混齡分組中體驗團隊生活，分工合作，在豐盛時懂得分

享，有不足時學習謙虛，表達自我，也能尊重彼此。 

     營隊重視混齡教學（multiage teaching），多元設計適合不同年齡的課

程、活動內容，並進行各種教學 活動，以幫助學員有效學習。 

     在傳統學校教育中，通常以相同年齡作為編班依據，其基本假設在於同

齡層的學童⼼理發展和學習能力較為相近，教學較易進行；然而就實際

教育現場來看，即使在同一個班級中，學童心智成熟和學習程度，仍有

很大的差異，顯然年齡大小並不是衡量學童成熟的唯一標準，語言程度

也非依年齡為衡量標準，學童本身具有相當大的個別差異。混齡分組並

不是一個新興名詞，在西方營隊中，多數混齡分組方式；外籍老師們對

於混齡分組的內涵及精神都有所了解，亦能掌握到混齡教學的精髓: 

     1、承認每個學童 是獨特個體，具有多樣性和複雜性。 



 

     2、了解每個學童的背景、程度、經驗及身心發展。 

     3、確信每個學員都是主動學習者，而不是被動知識接受者。 

     4、掌握每個學員學習狀況，理解每個學員如何學習。 

     5、建立每個學員學習經驗之間的連接，促進新舊經驗學習的整合。 

營隊幫助每個學員有效學習及人格成長，基本上，混齡分組就像一

個大家庭的兄弟姊妹，有長有幼，共同生活和學習在⼀起。混齡分

組讓年幼和年長學童相互學習，具有其優點，相互學習分享；相互

包容，年幼者可從年長者學到楷模，激勵學習，努力達到年長者的

學習水準；而年長者則有機會幫助年幼者學習，培養照顧年幼同學

責任感，亦可建立學習成就感；增進人際關係的建立，學習如何與

非同齡者相處，這也是混齡分組的優點所在。 

 

8.營隊費用內容(包含及不包含)爲何？ 

Ans：本次營隊費用包含:四人一室住宿、每日 3 餐營業餐食另加宵夜點心、課

程學費、活動費、保險費、晚會、教材會等。 

不包含:如個人花費、個人購物等，及非上述營隊費用內容列出之項目。 

＊可加購北、南之定點專車來回接駁，單趟 500 元，來回 1,000。＊ 

 

9.營隊課程跟外面的還有什麼不ㄧ樣? 

Ans：本次的營隊是引自於澳洲布里斯班中小學指定之戶外教學課程，注重引

導、互動，我們所有的課程及活動充分利用營地的優點進行，以多年來

執行營隊的經驗，可謂『中西合璧』、『靜動皆宜』絕對是市場獨有的安

排。最大的優勢之一是營地選擇於中正大學，不但授課設施完善，亦可

執行營隊活動中最重要的重頭戲『晚會』及『團隊建構活動』，這是西

式營隊最大的特色，也是ㄧ般校區或飯店設營隊所無法進行的項目。 

 

課程師資 

10.留學生活體驗營的師資爲何？  

Ans：a.英語老師(Instructor)－由 AICE CAMP 配合的外籍營隊老師，甄選自

師大英語學系暨澳紐商會推薦師資，母語皆為英語，皆擅長於團體活

動帶領中，融入 ESL 英語課程，達到從遊戲中學習英語的實際效果，

外籍老師:學生之比例 1:12。 

b.雙語輔導員(Counselor)－具備流利的英語(基本要求必須發音純正無

口音)與中文的溝通能力，以便照顧輔導學員的食衣住行，讓學員得到



 

更安全完善的營隊生活，雙語輔導員:學生之比例 1:12。 

 

11.參加留學生活體驗營可以從中學到什麽? 

Ans：可學到：提升英語能力、激發個人潛力、提升表達能力與培養國際觀。 

提升英語能力：ESL 英語課程、主題式課程，加上全英語學習環境，讓

學員在課程與活動中將英語實際應用，提升英語能力與自信。 

激發個人潛在能力：由營隊團隊生活相處中，結交來自各地的朋友，培

育個人獨立自主思考的能力。 

提升表達能力：鼓勵孩子大膽嘗試表達意見，有效溝通，抒發己見，並

尊重他人看法，學習他人優點，教學相長。 

國際觀之培養：模擬國外營隊學習體驗，主題課程開拓國際視野，藉由

外籍老師的分享與引導，體驗國外生活文化差異，樹立國際觀。 

 

12.六大營隊特色: 

課程活動多元設計 / 多元趣味的文化體驗 

全程英語學習環境 / 外師、職員全程英語溝通 

專業營隊老師帶領 / 具備活動力的英文教學 

雙語輔導老師配置 / 輔導協助英語能力較弱學員 

設備完善安全營區 / 學校安全、寬廣，環境衛生 

12 人一組確實指導 / 小班制亦方便學習活動分組 

 

13.八大課程特色: 

1.全程英語 ~ 1：12 外師：學員 / 多說；多聽 

2.雙語輔助 ~ 1 班 1 位雙語輔導員 / 降低語言學習恐懼   

3.聽說讀寫 ~ 英語 ESL 基礎課程 / 落實紮根學習 

4.活潑生動 ~ 主題研討課程教學 / 遊戲、競賽；寓教於樂 

5.引發興趣 ~ 歡樂氛圍快樂學習 / 歡樂無壓力的群體學習 

6.啟發潛能 ~ 獨立精神思考培育 / 嘗試面對新人、事、物 

7.信任溝通 ~ 團隊合作訓練課程 / 融入團隊建構活動 

8.勇於挑戰 ~ 奧林匹克競賽課程 / 活動筋骨及強健體魄 

 

14.營隊有哪些活動安排？會不會很無聊？ 

Ans：活動屬全西方營隊活動方式，暫時脫離校園，邁向大自然，諸如化妝晚

會、競賽、夜遊、大地遊戲.. 等，重點在於學員們的團體生活，透過團



 

體生活的訓練，讓學員在課程與活動中將英語實際應用，提升英語能力

與自信，有效增進人際溝通及領導力並共創個人成長與團體組織發展。 

 

15.活動過程是全英語嗎？我的小孩會不會跟不上？ 

Ans：全程是全英語學習環境沒錯！由 AICE CAMP 訓練之外籍專業營隊老師

帶領，但不用擔心溝通上有困難，我們貼心的安排每一小班有一位雙語

輔導老師會在一旁適時的協助，也協助學員的日常生活作息。 

 

16.我的小孩英語不好，可以參加嗎? 

Ans：當然可以，短短的營隊時間，也不可能可以讓小朋友的英語立刻變好，

那都是行銷人的話術，領袖營隊絕對可以提升小朋友對英語的興趣，課

程內容生動活潑完全不同於一般制式的學校課程，特別鼓勵孩子主動表

達意見和建立自信心，孩子有了興趣和自信，自然會正面影響他英語學

習的成果，所以害羞內向或是程度較差的學員更應該藉由此次難得的機

會來培養他們的國際觀和加強外語能力。 

如果小朋友有無法理解的部份，千萬不需要擔心，每 12 位小朋友有ㄧ

位雙語輔導員，可以適時的給予小朋友協助。 

 

17.請問團隊分組人數為何？ 

Ans：多年來ㄧ直堅持的 12 人一班，每一班有 1 位外籍老師及 1 位輔導老師，

源自營隊的分組方法，方便小組討論及競賽等安排，輔導老師容易協助

學員，有別於坊間 18~25 人ㄧ位輔導老師，師資更健全。 

 

18.沒有依照程度分組，會影響我小朋友的英文程度嗎? 

Ans：營隊不是英語補習班，我們的營隊課程活潑生動，採自然教學法讓小朋

友建立自信，不再恐懼英語，並培養小朋友獨立自主，以及團隊合作的

觀念，在日常生活中自然的使用英語，跟英文的程度並沒有太大的關

係。 

 

19.成果表演展的內容大概為何? 

Ans：成果表演展主要是由各個小隊的成員一同規劃和呈現的團隊表演，內容

可能包括舞蹈，英語歌唱，話劇或者角色扮演，主題由各小隊自行討論

並由我們的雙語輔導專員帶領及指導。 

 



 

安全 

20.舉辦期間，學員安全問題如何考量? 

Ans：「安全」是我們舉辦營隊時最重要的考量因素。家長與學員之所以每年

選擇參加我們的營隊，就是信任我們籌辦營隊時對於學員安全的責任與

管理，除了營隊設計的精神與架構外，我們也針對所有工作人員的危機

事件處理能力，加以訓練，目的就是要讓所有的學員玩的開心，家長安

心。 

 

21.防疫措施? 

Ans：超前部屬最安心，適逢疫情，台灣防疫控制得宜，我們非常留意配合防

疫措施: 

a.安全營區: 校園清潔、自然、衛生、開放空間寬廣 

b.實名管制: 進入校區皆須登錄實名資料管控 

c.定期消毒: 營隊進行期間，場域定時消毒作業 

d.量測體溫: 師生、行政人員每日體溫量測並紀錄 

e.醫療服務: 校內備醫務中心，鄰近校園即有慈濟醫院 

f.防疫優先: 營隊老師、行政人員皆已注射三劑新冠肺炎疫苗、營隊前皆

完成 PCR 篩檢 

 

22.舉辦期間，學員有無保險？ 

Ans：提供參加學員意外平安保險 200 萬(含意外醫療險 20 萬)。 

 

23.如果學員在營期中，一不小心受傷時會如何緊急處理? 

Ans：營隊中我們安排了醫療小組 24 小時於營區待命服務，學校校警隊、醫

護人員皆有值營區有的外送醫療動線規劃完善，並備有緊急車輛，可隨

時應變突發狀況並確保學員的安全。(學校至慈濟醫院車程約 10 分鐘)。 

 

24.學員有個別活動的機會嗎？ 

Ans：參加營隊重視的就是團隊的紀律，學員們皆為集體行動，並由雙語輔導

老師共同參與各項活動。 

 

食衣住行 

25.留學生活體驗營的學員編組方式爲何？ 

Ans：以 12 人爲一小班，方便小組討論及活動，更可將 2-4 個小組融入大團



 

體遊戲，增加機動性及活動操作，或加上工作人員，與學員的照顧比例

約為 1：4，故小朋友可以得到安心的關照。 

 

26.有提供往返參加營隊的交通方式嗎? 

Ans：因為營隊活動之學員來自全省各地，為不耽誤行程，請家長自行準時接

送參加學員至營區。亦或是自費加購遊覽車接送服務，集合地點為: 

台北地區：台北車站東三門(全家超商集合) 

高雄地區：高鐵左營站三號出口臨時接送區(高鐵三號出口到達一樓「彩

虹市集」遊覽車臨停區) 

其他地區：沿途其他接送點，另行公告。 

 

27.若自行前往中正大學？費用可減少嗎？ 

Ans：當然可以自行前往，接送費用因不內含於營隊活動費中，可自費加購單

趟自費是 500 元，來回 1,000 元。您可以放心，可讓您的孩子與其他的

孩子搭乘安排的遊覽車一起前往，也可讓孩子就此次訓練自己的團體生

活、獨立自主的機會，而且車上已經是課程的開始。 

 

28.留學生活體驗營的餐飲是如何? 

Ans：ㄧ般營隊最引人詬病的就是在餐食的節省，現在的孩童時常有偏食、挑

食問題，又不喜愛吃青菜，造成營養不均勻，我們的營隊由中正大學的

學生餐廳，提供學員早、午、晚三餐，並外加宵夜共四餐。注重餐飲衛

生與均衡，還特地準備均衡宵夜，除了希望學員從歡樂氣氛中學習英語

外，並訓練其不挑食的好習慣，我們發現，孩子偏食多數在家裡發生，

團體生活中，他們學習更多的包容及嘗試新事物。 

 

29.住宿條件如何？ 

Ans：中正大學學士部宿舍，是熱門的營隊活動的首選，空間獨立便利連繫與

管理，為四人房一室，空間寬敞，無上舖床位，皆為下舖，各房獨立衛

浴，乾溼分離。採男、女分層、分房住宿，團隊管理，可培養學員間的

團隊生活默契、應對進退及凝聚小組的向心力等。 

 

30.請問衣服應該要怎麼做準備?  

Ans：出發前備有活動行前說明資料，例如睡袋、外套為必備，其他衣物以輕

便為主，營隊日期間建議攜帶帽子遮陽，並應準備至少2套運動服更換，



 

方便下午的活動進行，另外，建議學員準備一些小道具或服飾可在化裝

舞會中使用，營隊宿舍備有自助式的洗衣、烘衣設備，而這些注意事項

均完整備註於行前通知內。 

 

31.如果是穿拖鞋或涼鞋去可以嗎?  

Ans：白天建議不適合穿著拖鞋及涼鞋，因為有戶外活動，因此建議以方便運

動的鞋子為主，但可攜帶一雙拖鞋以便盥洗或於寢室內更換。 

 

32.請問要不要攜帶棉被? 

Ans：但基於防疫及衛生理由，並無準備公用棉被，建議每位學員務必攜帶個

人用睡袋、枕頭、既衛生也便利。 

 

33.學員需要攜帶手機嗎? 

Ans：不需要攜帶，營隊進行期間禁止使用手機，學員於報到時亦會統一保管

手機，晚間報平安僅能使用約 10 分鐘，也可借用工作人員手機。 

 

34.參與營隊的學員是否有證書與紀念品可存留? 

Ans：結業式當日頒發結業證書，可做爲未來學校甄試時之活動參與證明，提

升甄試競爭力。營隊結束後，亦可於線上下載活動影片、照片，讓父母

也可能分享了解學員於營隊活動課程及生活情形。 

 

報名事項 

35.請問費用該如何支付? 

Ans：您可以採用現金或匯款支付。 

  

36.營隊期間父母親是否該準備零用金給小朋友? 

Ans：本次營隊於課程安排部份包括動態與靜態課程，餐食已包含三餐及宵夜，

除了硬幣用以自助洗衣、烘乾外，並無其他額外花費，請家長自行斟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