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NEC 世界兒童自然營  
< 黃小玉與明日的餐桌> 

一年一度，由日本企業 NEC 贊助的 

“World Children’s Nature Club”又來囉！ 

我們將 2017 年的活動主題設定在「黃小玉與明日的餐桌」， 

想要邀請 18 位優秀的小記者， 

一起來探索「黃小玉」的故事，拜訪種植他們的農夫們， 

了解我們明日的餐桌面臨了哪些問題， 

體驗「黃小玉」跟他們的雜糧夥伴們的美味！ 

然後把這些故事， 

透過網路視訊跨越國界， 

跟日本、馬來西亞、菲律賓、中國、印尼等國家的小朋友分享！  

 

 

 

 

 

 

 

 

主辦單位：觀樹教育基金會 裡山塾 

活動日期：2016 年 3 月 18 日（六）至 3 月 20 日（一），共 3 天 

活動地點：苗栗縣苑裡鎮蕉埔里八鄰 82 號 (苗 130 縣道上，蕉埔國小上坡 200 公尺) 

聯絡方式：037-745200 / organic.farm@msa.hinet.net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3/3(五)止，逾時不候喔～ 

活動對象：國小四～六年級學童，共 18 位 

活動採開放徵選的方式，以未參加過此營隊的小朋友為優先名單。我們將保留 5

個名額給予在地的蕉埔國小，並有 13 個名額開放各縣市報名。 

我們將依報名表內容進行評選，經本會確認入選後，將於 3/7(二)前個別通知。 

活動費用：1,700 元/人，低收入戶兒童免費。 

（僅收取個人住宿費用；餐費、交通、保險、活動費、材料費、講師費、翻譯費等由日本

NEC 及觀樹教育基金會專案補助） 

註：依保險法規定，未滿 15 歲之未成年人投保之旅行平安險，僅給付傷殘及醫療賠償。 

住宿地點：珠舍民宿（苗栗縣苑裡鎮蕉埔里 52-3 號） 

報名方式：填寫報名表後，以 E-mail：organic.farm@msa.hinet.net 或傳真 037-745101 回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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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通知錄取後，請於三日內(3/10 前)匯款，並告知匯款帳號後五碼，始完成報名

手續。 

匯款銀行 第一銀行天母分行(007) 

戶名 財團法人觀樹教育基金會 

帳號 190-50-391889 

備註 繳款後，請來電告知帳號後五碼 

退費標準：報名後因故無法前來，活動日 3 天前告知，酌收活動費 50%；之後告知取消者，恕

不退費。因天災或不可抗力之因素，無法如期舉行活動時，將全額退費。 

 

活動內容： 

3/18(六) 活動名稱 內容 

-09:30 Hello, 里山！ 請準時到「裡山塾」報到喔 

09:30-10:30 真正高興認識你！ 
玩個小遊戲，認識將與你共處三天的伙伴，也認識里山的好

環境。對了，還要一起完成本次活動的大布條！ 

10:30-12:00 繞著地球跑 

日本、菲律賓、中國、馬來西亞和印尼，這些國家在地球的

哪一端？透過小組分工蒐集、整理資料，一起來認識瞭解這

些國家吧！ 

12:00-13:00 品嚐美味里山燴 利用當季當令的鮮蔬料理的美味佳餚，好好吃啊！ 

13:00-14:00 認識日本的語言 
今晚要跟哪個國家的小朋友 Say Hello 呢？趕快跟著老師來

惡補一下。 

14:00-14:50 
里山小記者 1－ 

誰是「黃小玉」？ 

黃小玉真有其人？還是什麼祕密代碼？小朋友們化身為小

記者，調查黃小玉和雜糧有什麼關係？雜糧家族還有哪些伙

伴？讓我們一起來探究！ 

14:50-17:30 
里山小記者 2 － 

農家尋訪「黃小玉」 

大部分的雜糧皆依賴進口，但是台灣仍有努力生產在地雜糧

的農夫喔！小記者們直接前往在地農家，是否可順利找到

「黃小玉」？並訪問農夫，解開農夫不種稻卻種雜糧的謎

團，瞭解台灣雜糧的生產過程。 

17:30-18:30 吃晚餐嘍！ 
好好吃飯！填飽肚子後，利用個小空檔想想要怎麼將自己介

紹給其他國家的小朋友。 

18:30-19:30 有朋自遠方來 1 
透過網路科技，今晚我們要“飛”到另一個國家，去認識另一

地的小朋友，有什麼新鮮好玩的事會發生？ 

19:30- 回民宿「ㄛㄛ睏」 
前往幽靜又舒適的里山民宿，洗個舒服的澡，讓蟲聲伴著你

安詳入眠。 

3/19(日) 活動名稱 內容 

07:00-08:30 Hello, 早餐 悠閒享用里山民宿的活力早餐與美景。 

08:30-09:00 預約明日的餐桌 

你以為點餐完就可以輕鬆地等待餐點上桌大快朵頤嗎？你

以為餐點上的食物你都可以吃得到嗎？ 

透過桌遊，讓我們來瞭解台灣的糧食自給率吧！ 



 
 

   

 

09:00-12:00 雜糧美食挑大樑 

生活中許多美味料理，可是缺不了雜糧家族，在認識了各式

各樣的雜糧之後，讓我們大展身手，學習利用雜糧製作出美

味的一餐！PIZZA、麵疙瘩、雜糧沙拉、薏仁樹豆排骨湯、

綜合豆花、鑲豆腐…，哇！會有哪些料理上桌呢？ 

12:00 -13:00 不一樣的午餐 以雜糧為主角的美味大餐，等不及要開吃啦！！ 

13:00-14:00 「咱倆」祝福卡片製作 

利用花花綠綠的雜糧，再透過摺紙與色筆，寫下我們對土地

的關心和祝福，做出充滿創意的小卡。活動後，這些卡片將

代替你飛往外國，與其他小朋友分享你對土地的關心喔！ 

14:00-16:30 視訊會議報告製作 
整理一下這兩天在里山的生活體驗，用畫的？用演的？為明

天的國際分享會做準備！ 

16:30-17:30 來說說印尼話 
今晚要跟哪個國家的小朋友 Say Hello 呢？趕快跟著老師來

惡補一下。 

17:30-18:30 吃晚餐嘍！ 
好好吃飯！填飽肚子後，利用個小空檔想想要怎麼將自己介

紹給其他國家的小朋友。 

18:30-19:15 有朋自遠方來 2 
透過網路科技，今晚我們要“飛”到另一個國家，去認識另一

地的小朋友，有什麼新鮮好玩的事會發生？ 

19:00- 回民宿歇歇 
前往幽靜又舒適的里山民宿，洗個舒服的澡，讓蟲聲伴著你

安詳入眠。 

3/20(一) 活動名稱 內容 

07:00-08: 50 哈囉！早餐 悠閒享用里山民宿的活力早餐與美景。 

08:50-09:30 種下「咱倆」的希望 

讓咱倆用雙手，學習農夫種下當季的雜糧，讓這片土地能夠

產出更多的好糧食；也在咱倆的心中，種下讓土地變得更好

的希望。 

09:30-11:00 
視訊會議報告演練 

及彩排 

為了將最好的鏡頭呈現在其他國家小朋友面前，在開始前，

讓我們再演練幾次，還要進行正式的彩排喔！ 

12:00-13:00 
6 國視訊會議 V.S. 

有朋自遠方來 3 

好緊張喔！六個國家的小朋友就要同時見面了。透過實境視

訊，各國小朋友要將他們這幾天體驗的自然文化分享給大家

囉！透過網路科技，我們要“飛”到另一個國家，去認識另一

地的小朋友，有什麼新鮮好玩的事會發生？ 

13:00 -14:00 午餐 辛苦了～ 

14:00-15:00 心得分享會 
回家前，讓我們利用最後一個鐘頭沉澱心情，回憶這三天的

點點滴滴，與大家分享你的想法吧。 

15:00- 快樂回家去 別忘了把在這裡學到的，也分享給你的家人、同學、朋友喔！ 

＊為讓活動臻於完善，裡山塾保有修改、變更活動內容細節之權利。 

必要裝備：湯匙、筷子、碗、水壺、拖鞋、換洗衣物、個人盥洗用品、遮陽帽或雨具、健保

卡、個人藥品及防蚊用品。 

 

  



 
 

   

 

活動接送方式： 

 搭乘火車接送的集合方式：. 

請家長將小朋友接送至「新竹」或「台中」火車站後，由「裡山塾」工作人員陪同，一起

搭乘火車前往苑裡或三義火車站，再由裡山塾工作人員接送至裡山塾。 

1. 新竹火車站：請於上午 07 點 20 分準時於新竹火車站等候，將搭乘 07 點 40 分的 

  自強號前往苑裡火車站。 

2. 台中火車站：請於上午 07 點 40 分準時於台中火車站等候，將搭乘 08 點 01 分的 

  區間車前往三義火車站。 

第三天活動結束後，「裡山塾」工作人員將接送至苑裡或三義火車站，再陪同轉搭乘火

車回到新竹、台中接送點。 

1. 新竹接送點：搭乘 16：11 的區間車，預計在 17：15 抵達新竹火車站。 

2. 台中接送點：搭乘 15：58 的區間車，預計在 16：31 抵達台中火車站。 

 家長親自接送小朋友前來裡山塾交通方式： 

1. 走國道三號者，請下苑裡交流道(接 140 縣道)，往三義方向，遇苗 121 左轉往山腳方

向，再接苗 130 往三義方向，過蕉埔國小後約 200 公尺，左側即為裡山塾。 

2. 走國道一號者，請下三義交流道，沿台 13 線（水美街）往北走，左轉苗 130 縣道，

約 8.2K 處右手邊即裡山塾。(ps:如看到蕉埔國小表示過頭了，請調頭 200 公尺) 



 
 

   

 

2017 NEC 世界兒童自然營報名表 

報名者： 就讀年級：國小     年級 性別：  男    女 

出生年月日： 身份證字號： 

緊急聯絡人一（關係）： 電話： 

緊急聯絡人二（關係）： 電話： 

電子郵件信箱：                                                 

連絡地址：□□□ 

我從哪裡獲得此訊息： 

□Facebook  □網路           □親朋好友  □老師  □其他 

是否曾經參加過「裡山塾」的體驗活動？ 

□是，活動名稱：              ,                ,              □否，第一次參加！ 

飲食習慣： 

□葷食  □蛋奶素  □全素 □其他注意事項                            

接送方式： 

去程： □新竹火車站 □台中火車站 □家長自行接送 

回程： □新竹火車站 □台中火車站 □家長自行接送 

自我介紹：(約 500 字，包含興趣、專長、喜好、個性特質、對活動的期待等）  

 

 

 

 

 

 

 

 

 

 

 

 

 

 請用心填寫，讓評選人員更加認識你！ 

填寫完畢後，請傳真至「裡 山 塾 」037-745101 或 E-mail 至 organic.farm@msa.hinet.net。 

並在送出報名表後，主動來電 037-745200 確認是否收到報名資料。(本報名表可自行影印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