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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關於商管領袖營 

中華大學商管領袖營自 2015年開辦至今，今年將邁入第 7屆的舉辦，今年活動將如同往

年，要帶給大家更棒的營隊體驗。 

隨著 Z 世代的來臨，身邊皆有可能是斜槓青年，如何成為夯人才的關鍵，在於你是否具

備「領導力」、「跨域力」、「全球力」、「溝通力」及「創新力」，因為唯有具備這五力，你才

能夠站在潮流浪尖上，成為各領域爭相搶奪的優秀人才。 

 

 
 

本次營隊以「漫威 Marvel」作為主題，發想這些英雄們各自皆具備著不同的能力，每位

超能力者，都竭盡所能善用自己的能力，守護自己最可貴的人事物，守護自己的隊友們，團

結一致，克服所有問題與挑戰。我們將透過一系列有趣、並富含寓意的活動設計，讓你和這

群超能力者一樣，站在 π 型人才的第一線，讓我們一起成為能夠運用創新思維解決問題的優

秀跨領域人才吧！ 

  



  

貳、活動資訊  

一、活動日期：2021年 7月 6日(星期二)至 7月 9日(星期五)，計 4天 3夜。 

二、參加對象：全國國中三年級應屆畢業生及高中職一、二年級學生。  

※主辦單位將同步視報名情況酌情開放高三學生報名。 

三、招生人數：160人 

四、活動地點：新竹中華大學 

五、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2021年 6月 6日(星期日) 23：59止。  

六、集合資訊：  

(一)集合時間：2021年 7月 6日(星期二)上午 9時  

(二)集合地點：新竹後火車站地下道 5號出口 

 

(三)注意事項： 

1.集合當日、營隊將會安排工作人員於新竹火車站驗票出口處，引導您至新竹後火車站

5號出口集合。 

2.因應 COVID-19 疫情，請您至集合地點後，將「健康告知聲明書」繳交給現場的工作

人員，如未攜帶「健康告知聲明書」前來集合者，須配合現場工作人員之指示與引

導，於現場完成填寫後，始能辦理入營程序。 

3.請您自備悠遊卡、一卡通等電子票證或新台幣 30 元搭乘接駁專車使用。 

4.接駁車將準時發車，請各位同學預先查找交通班次，記得切勿遲到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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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活動流程 

Day 1 
(7 月 6 日) 

Day 2 
(7 月 7 日) 

Day 3 
(7 月 8 日) 

Day 4 
(7 月 9 日) 

Avengers assemble 

復仇者集結 

Star-Lord let's dance 

星爵找你尬舞 

Star-Lord let's dance 

星爵找你尬舞 

Star-Lord let's dance 

星爵找你尬舞 

Morgan Stark’s 

breakfast 

摩根史塔克的早餐 

Morgan Stark’s 

breakfast 

摩根史塔克的早餐 

Morgan Stark’s 

breakfast 

摩根史塔克的早餐 

Civil War 

英雄內戰 

Dr.strange 

Illusion training 

奇異博士的幻術訓練 

Time for school Peter 

Parker 

上課囉 彼得帕克 

Spider man new 

armor presentation 

蜘蛛人新戰甲發布會 

Spider man home 

coming 

蜘蛛人返校 

Hero shawarma 

英雄沙威瑪 

Hero shawarma 

英雄沙威瑪 

Hero shawarma 

英雄沙威瑪 

Invite form Nick Fury 

福瑞局長的邀請 

Infinity War 

無限之戰 

End game 

終局之戰 

Award ceremony 

英雄授勳典禮 

Tony Stark 

Tactical guidance 

史塔克的戰術指導 

Iron man’s cheese 

burger 

鋼鐵人的起司漢堡 

Iron man’s cheese 

burger 

鋼鐵人的起司漢堡 

Homeward 

英雄返鄉 

 

Iron man’s cheese 

burger 

鋼鐵人的起司漢堡 

Combat readiness 

戰備會議 

Combat readiness 

戰備會議 

Combat readiness 

戰備會議 

Asgard prom 

阿思嘉德的舞會 

Party in Wakanda 

瓦甘達派對 

Truce zZ 

休戰 

Truce zZ 

休戰 

Truce zZ 

休戰 

 

  



  

肆、報名流程說明  

 

 

 

 

 

 

 

 

 

 

 

 

 

 

 

 

 

 

 

 

 

 

 

 

 

 

 

 

 

  LINE 官方帳號 

 

未完成 
  

至活動網站   

 https://leadercamp2021.weebly.com/ 

將相關報名表單 

寄至主辦單位   

確認活動時間 
與參加意願   

線上填寫報名表   

7/6(二)活動見 

  

簽署個資使用暨家長同意書   

匯款繳費   

  

完成   

線上確認   

繳費狀態   

  線上確認   

收件狀態   

未完成 
  

完成   

  

  

匯款資訊 

銀行：中華郵政（代號：700） 

戶名：中華大學管理學院系學會聯合會賴宗伶 

帳號：0061416-0093998 

注意事項 

配合活動防疫政策，集合當日，請攜帶健康聲

明書，並完成繳交始能報到，謝謝！ 

填寫報名表 

 

https://leadercamp2021.weeb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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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報名費用與繳款須知  

一、報名費用： 

報名類別 
收費方案 個人報名 

團體報名 
【2人(含)以上】 

經濟弱勢學生方案 
【限額 20名】 

早鳥報名 

【即日起至 4/1(星期四)止】 
$3,500/人 $3,300/人 

$2,200/人 

一般報名 $4,000/人 $3,800/人 

備註 1：單位金額：新台幣。 

備註 2：上表金額未包含睡袋之代訂費用。 

備註 3：經濟弱勢學生方案，係指報名之該生具下列其一身分者，且須提供相關佐證： 

(1)持有縣市政府或鄉鎮公所核發之低收入或中低收入戶證明者。 

(2)學生本人為身心障礙者或為身心障礙者之子女。 

(3)學生本人罹患罕見疾病，且領有重大傷病卡者。 

(4)單親家庭負教養責任之一方無力撫育者。 

 

二、活動期間請自行準備睡袋；如有需要代訂睡袋之學員，請於活動報名表中勾選，同時，

需要於匯款時，併同報名費用繳交代訂費用 200 元整，主辦單位將於活動結業時，提供

代訂費用之收據。 

三、匯款資訊： 

收款銀行：中華郵政（代號：700） 

匯款帳號：0061416-0093998 

帳戶名稱：中華大學管理學院系學會聯合會賴宗伶 

四、營隊報名採取隨報隨審制度，行政部將於每日下午 15 時公告完成線上報名之名單，並

請於完成線上報名之同學，務必於 7 日內（不含假日）填寫並寄出家長同意書，同時完

成繳費匯款程序，謝謝！  

五、當您匯款完成後，煩請保留收據或存根聯，並將匯款姓名、帳號後五碼、匯款時間之資

訊發送至 LINE 官方帳號，以利核對報名款項入帳情形。如有任何疑問，請致電行政長

林亦軒，聯絡電話：0912-104-334 

六、匯款繳費後，如因個人因素不克參加本營隊需退費者，依據提出退營申請時間，分為以

下三階段退費標準，且各項退費皆須扣除匯款手續費： 

(一)活動預定辦理日期前 30至 19日告知，退還活動報名費用百分之 70。 

(二)活動預定辦理日期前 18日至 8日告知，退還活動報名費用百分之 40。 

(三)活動日預定辦理日期前 7日內告知者，不予以退費。 



  

七、若退費者為團體報名且退費後將影響其他學員團報資格（即退費後該團人數低於三

人），其餘團報學員將變為個人報名，而報名費之差價將由退營者之退費中扣除支付，

其餘金額依上述規定退還。 

八、營期前如遇不可抗拒之天然災害（參考新竹市政府公告之停課標準），主辦單位有權決

定營隊是否如期舉辦，並公布於營隊官方網站及臉書粉絲專頁。營期中如遇不可抗拒之

天然災害亦同。主辦單位將扣除已支付費用後再行退費。 

九、營期間如因個人因素或違反營隊規定提前退營者，將不予退費。 

十、如經中央疾病指揮中心或相關主管指示，依疫情現況取消大型集會或活動時，將依上述

退費標準辦理相關退費程序，本營隊將加強關注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布之疫情狀

況，適時提供資訊給所有參與人員，並視需求發布警示。 

十一、上述相關規定如有未盡事宜，則以主辦單位公告解釋為主。 

 

 

陸、其他營隊注意事項  

一、營隊將有統一之餐膳安排，如有不克食牛、羊、豬、雞、海鮮或任何食材，或因宗教因

素有個人飲食偏好者，請於報名表中加註緣由，俾利主辦單位安排；如非上述緣由，恕

本營隊不另行準備餐點。  

二、營隊期間之住宿，將依照各小隊分組狀況進行房間分配（採同組、同校為優先分配原

則），活動期間嚴禁學員私自更換房間，如有上述情事發生，則將通知家長或依照營隊

規範處理。  

三、活動期間，嚴禁各位同學有酗酒、抽菸、聚賭等不良行為發生，如發生上述情形者，活

動主辦單位將有權提出糾正。  

四、營隊期間，請各位同學穿著輕便、易於活動之服裝；另外，嚴禁攜帶過多之現金或等值

商品，以免遺失；如有遺失問題，本營隊不負保管責任。  

五、報名簡章與網站活動資訊，主辦單位保有一切變更與解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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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住宿資訊 

 
  

一、本活動期間， 住宿地點為中華大學學生宿舍，宿舍除有提供洗衣區、曬衣區外，另有數

台洗衣機可以提供各位學員們使用。  

二、學生宿舍提供溫熱水盥洗，另寢室內，每人皆有獨立座位、插座、衣櫃與休憩空間，敬

請多加利用。 

 

 

捌、聯絡資訊  

執  行  長  賴宗伶         0921-447-669  

副執行長  洪碩宇         0905-334-620  

副執行長  葉佳儒         0954-141-366  

電子郵件：leadership.chu@gmail.com  

官方網站：https://leadercamp2021.weebly.com/ 

粉絲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Leadershipcamp.chu  

LINE 官方帳號 

 

Instagram 

官方帳號 

 

mailto:leadership.chu@gmail.com
https://leadercamp2021.weebly.com/
https://www.facebook.com/Leadershipcamp.chu


                                                        【附件 1】 

2021 中華大學第 7 屆商管領袖營 

個人資料使用聲明暨家長/監護人同意書  
 

由中華大學管理學院主辦之「2021 商管領袖營」，為保障您的權益，請您詳細

閱讀以下個人資料使用同意書和營隊遵守事項之內容：  

一、本會為提供活動報名相關服務，並確保報名人員之共同利益，將遵循個人資料

保護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蒐集、處理及利用學員所提供之個人資料，包括

E-mail 帳號、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身分證字號、通訊住址、電話等資訊。  

二、報名人員就其個人資料得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三條之規定，行使：查詢或請求

閱覽、請求製給複製本、補充或更正、停止蒐集、處理、利用與刪除等權利。  

三、在人員就其個人資料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三條之規定，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

利用或請求刪除前，本單位得依循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於個人

資料提供之範圍與目的內使用該等個人資料。  

本人已充分知悉貴單位上述告知事項，並同意貴單位蒐集、處理、利用本人之

個人資料，並同意________________（參加學員姓名）自 2021 年 7 月 6 日(星期二)

至 7 月 9 日(星期五)，合計 4 天 3 夜，參加於中華大學所舉辦之「2021 商管領袖營」。  

  

此致 中華大學管理學院  

 

家長簽章： 

※備註：家長(監護人)需親自簽章不得偽造喔！  

學生簽名：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月         日  



                                                         【附件 2】 

中華大學 2021 商管領袖營健康告知聲明書 

因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防治，請務必誠實填寫下列資料，以保護

您及他人的健康安全！ 

姓名 身分證字號 行動電話 

            

本人於110年7月6日至7月9日期間，共計4日，參加中華大學管理學院系學會聯合會辦理

之  2021商管領袖營，願配合主辦單位依據傳染病防治法及政府防疫相關規定制定之

COVID-19防治策略，以強化活動之防護及健康管理，共同確保國內公衛安全。本人秉持誠

信原則於活動前，提供以下資料並願意遵守防疫規定，倘有違反之情事願承擔相關法律責任

與懲罰。特立此切結書為憑。 

1.一個月內，您是否曾出國？ □否 
□是，國家： 

期間：____月____日至____月____日 

2.最近14天內，您是否(曾)出現以下

症狀(可複選)? 
□否 

□是，有以下症狀(可複選)? 

□發燒(≧38℃)  □咳嗽  □喉嚨痛 

□呼吸道窘迫症狀(呼吸急促、呼吸困難) 

□流鼻水    □肌肉/關節酸痛 

□倦怠乏力  □失去嗅味覺     □其他 

3.您是否為衛生主管機關之新冠肺炎

列管對象？ 
□否 

□是，請勾選： 

□居家隔離  □居家檢疫  □自主健康管理 

列管期間：____月____日至____月____日 

4.您是否曾與感染COVID-19的確診

病人有接觸史？ 
□否 □是 

5.一個月內，與你同住的親友是否曾

出國？ 
□否 

□是，國家： 

期間：____月____日至____月____日 

6.與你同住的親友是否曾與感染

COVID-19(武漢肺炎)確診病人有

接觸史？ 

□否 □是 

7.與您同住的親友是否為衛生主管機

關之COVID-19列管對象？ 
□否 

□是，請勾選： 

□居家隔離  □居家檢疫  □自主健康管理 

列管期間：____月____日至____月____日 

簽署人： 填表日期：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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