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6 年新竹救國團暑期營隊活動簡介

山海挑戰 ★ 生態休閒 ★ 多元智能 ★ 創意發想 ★ 運動樂活

暑期活動即日起開放報名！越早報名優惠越多！

營隊相關資訊：
一、新竹地區現場報名地點
地點
救國團新竹團委會

地址
新竹市演藝路 23 號

救國團西門終身學習中心 新竹市西門街 146 號 2 樓
救國團竹北終身學習中心 竹北市光明三路 174 號

電話

服務時間

03-5153383 星期一至日 08:30-20:30
03-5248266 星期一至五 08:30-20:30
08:30-17:30
03-5514068 星期六

二、報名方式
網路報名

B-CLASS 報名系統：系統上搜尋「新竹救國團」

現場報名

詳閱簡章→選定報名活動項目→現場填寫報名表→現金繳費→取收據

通訊報名

戶名：中國青年救國團直屬台灣省新竹團務指導委員會

ATM 轉帳或匯款 銀行分行：合作金庫銀行北新竹分行
匯款帳號：1243-717-212898
備註：
1.手續費請自行負擔。
2.匯款完成後，請將收據貼在報名表上，傳真至 03-5428184，
並於 2 個工作天後來電 03-5153383 轉 9 洽詢是否完成報名。
3.報名表可於新竹救國團官方網站下載。
三、注意事項
1.報名須知：
◎凡患有心臟病、氣喘病、高血壓、糖尿病、癲癇症或其他慢性病不適
合參加團體活動者，請勿報名參加，如違規定發生事故應自行負責。
◎活動期間如遇身體不適或特殊狀況時，應立即告知工作人員，勉強參
加，發生事故，請自行負責。
◎各營隊報到通知單於活動前一週寄發；出發前三天內，主辦單位會以
電話再次確認報到時間與相關細節。
2.退費規定：
◎報名後，因故不克參加，請於活動前以書面說明，連同報到通知單逕
行辦理。※退費時，將扣除作業費 360 元。
◎無故未報到者，恕不予辦理。
3.轉隊規定：轉隊請持原報名收據、報到通知單、個人證件至報名地點辦
理。各活動限轉隊一次，費用多退少補。
四、本次活動已由救國團向新安東京海上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辦理 200 萬元
活動舉辦期間責任保險，意外醫療理賠將依據該保險商品相關規定辦理。
五、本次營隊活動中有關旅遊、食宿、交通安排由嚕啦啦旅行社或中國青年旅
行社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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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營隊活動一覽表※
活動代號

活動名稱(附書籤，請點擊文字觀看詳細介紹)

參加對象

報告班長~嚕啦啦海陸兩棲戰鬥營

國中 1-3 年級

A01-1

A02-1

07/07-07/09

報告班長~嚕啦啦海陸兩棲戰鬥營

07/09-07/11
國小 3-6 年級

A02-3

報告班長~嚕啦啦海陸兩棲戰鬥營

$4,700

國中 1-3 年級

列 A03-2

07/08-07/10

A04-1

07/15-07/17

喔嗨 Young!原鄉山水秘境活動隊

$4,700

國小 3-6 年級

A04-2

07/17-07/19

A05-1

07/17-07/18

A05-2

貓裏小勇士~英雄挑戰營

國小 3-6 年級

A05-3

07/24-07/25

$2,800

08/07-08/08

B01-1

獨木舟小勇士~自我挑戰營
B01-2

國小 3-6 年級、

07/01-07/02

國中 1-2 年級

08/03-08/04

B02-1

$3,400

07/13-07/14

貓頭鷹來作客自然野趣營

$3,200

國小 3-6 年級

B02-2

08/03-08/04
社會青年、

B03-1

太魯閣錐麓古道生態環境教育營
B03-2

07/22-07/24
$6,300

家庭親子
(12 歲以上)

列 B04-1

08/12-08/14
07/24-07/26

嘉義玩很大～小漁夫生態探險隊

$5,200

國小 3-6 年級

B04-2
B05

$4,250

07/06-07/08

喔嗨 Young!原鄉山水秘境活動隊

系

07/11-07/13
07/13-07/15

(特戰菁英梯)限曾參加過報告班長戰鬥營者報名

系 A03-1

B

$4,250
07/05-07/07

A02-4

活動費用

07/03-07/05

A01-2

A02-2

A

日期

07/26-07/28

樂活成人營隊：
啟動你的創意天賦～重「心」看見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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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社會大眾
各級學校教師

二人
08/19-08/20

同行價
$12,300

※精彩營隊活動一覽表※
活動代號

C
系
列

活動名稱(附書籤，請點擊文字觀看詳細介紹)

參加對象

灌籃高手～籃球培訓營[初級]

07/03-07/07

$2,200

C02

小小主廚食光機

07/10-07/14

$3,500

C03

灌籃高手～籃球培訓營[進階]

07/10-07/14

$2,500

C04

FUN‧心~多元智能魔術桌遊挑戰營

07/17-07/21

$4,500

C05

灌籃高手～籃球培訓營[高級]

07/17-07/21

$2,500

07/24-07/28

$4,500

國小 3-6 年級
※C 系列營隊

C06

飆創意‧發明實驗室

C07

天生好手～羽球培訓營

07/24-07/28

$2,200

C08

Hold 住全場~兒童人際品格養成營

07/31-08/04

$4,500

C09

小神廚的歡樂派對

07/31-08/03

$2,800

C10

插畫繪本美感養成營

08/14-08/18

$2,800

D01-2

為非過夜營隊

環島小圈
06/24-07/03

愛上美麗島－鐵騎凸臺灣
台北出發-劍潭中心

D01-4
D01-5

環島小圈
07/15-07/24
環島大圈

D01-3

國中以上、

08/07-08/18

社會青年

環島小圈
06/26-07/05

愛上美麗島－鐵騎凸臺灣
彰化出發-彰化縣團委會

環島小圈
07/17-07/26
環島大圈

系 D01-6
列

活動費用

C01

D01-1

D

日期

D02

08/05-08/16

大專青年巡迴演唱服務講習會

全國大專青年

D03-1
D03-2
D03-3

06/30-07/03

喚起心中的英雄－名為小小波麗士

國小 3-6 年級

07/10-07/12
07/24-07/26
07/31-08/02

D04-1

07/04-07/06

D04-3

$23,800
$27,500
$23,800
$23,800
$27,500
$3,500

07/03-07/05

D03-4
D04-2

$23,800

與魚共舞~夜宿海生館海洋生態營

D04-4

國小 3-6 年級

07/11-07/13
08/01-08/03
08/15-0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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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00

$6,290

※精彩營隊活動一覽表※
活動代號

活動名稱

參加對象

日期

D05-1

07/05-07/07

D05-2

07/10-07/12

D05-3

動物 FUN 城市~YA 宿六福村-體驗梯

國小 2-6 年級

07/12-07/14

D05-4

07/17-07/19

D05-5

07/19-07/21

D06-1

07/05-07/07

D06-2

小泰山山野體驗營

國小 3-6 年級

07/19-07/21

D06-3

08/09-08/11

D07-1

07/05-07/08

D07-2
D07-3

年輕報到－中橫健行活動隊

大專、高中

07/24-07/27

職、社會青年

08/03-08/06

D07-4
D08-1
D08-2

D09-3

重返賽德克～新霧社先鋒營

高中職學生、

07/06-07/09

大專學生

07/09-07/12

D10-2

娜魯灣野外活動隊

高中職、

07/12-07/14

國中學生

08/14-08/16

$5,550

$4,490

$3,900

08/16-08/18

小勇士山野挑戰營

國小 3-6 年級

D11-1

07/13-07/14
07/18-07/19

$3,100

07/19-07/21

D11-2
D11-3

$4,190

07/10-07/12

D09-4
D10-1

$4,850

08/10-08/13

D09-1
D09-2

活動費用

07/26-07/28

雪山登山隊

國中以上

D11-4

08/02-08/04
08/09-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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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00

★

A01、A02 報告班長~嚕啦啦海陸兩棲戰鬥營活動介紹&答客問

★

一、主辦單位：救國團新竹團委會
二、活動代號&參加對象&活動日期：

A01-1：國中 1-3 年級 第一梯 07/03-07/05
A01-2：國中 1-3 年級 第二梯 07/05-07/07
A02-1：國小 3-6 年級 第一梯 07/07-07/09
A02-2：國小 3-6 年級 第二梯 07/09-07/11
A02-3：國小 3-6 年級 第三梯 07/11-07/13
A02-4：國小 3-6 年級 第四梯 07/13-07/15 ◎特戰菁英梯
(限曾參加過報告班長戰鬥營者報名)
三、活動地點：小叮噹科學遊樂園區。
四、報到地點：
新竹團委會、基隆市團委會、中國青年服務社、新北市團委會、桃園市團委會(成功路)、
桃園市南區青年活動中心(平鎮區)、苗栗縣團委會、臺中市團委會。
五、活動費用：每人活動費 4,250 元，搭配現場報名、鼓勵、把握等優惠方案，越早報名優惠
越多(網路報名亦有優惠，B-CLASS 線上報名系統：搜尋「新竹救國團」)
六、營隊介紹與活動特色：
報告班長，新兵報到！主題式的軍事體驗活動，學習嚴謹的軍旅生活，培養勇敢挑戰、獨
立自主的精神！多元的活動型態：戰鬥教練（刺槍術、手榴彈投準、三行三進、偽裝欺敵）
、
戰力整備（獨木橋通行、合作鋼索、賞鯨船）、海上競技（水上獨木舟接力、搶救水中酷
斯拉、水中蜘蛛網競賽）
、戰技考驗（定向越野、障礙超越、漆彈射擊）
、獅山行軍（野植
辨識、方向判定、蛇類認識）
、勇士競賽對抗、勞軍聯歡晚會、野戰野炊巴比Ｑ、戰鬥澡
計時體驗…，精采的海陸兩棲戰鬥營，豐富您的暑假大頭兵日記。
TOP
※每人贈送潮Ｔ.遮陽帽.童軍繩.迷彩內衣等市值 5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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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我回活動一覽表

七、106 年暑期休閒活動「報告班長～海陸兩棲戰鬥營」課程表
天數
時間

第一天

第二天
起床號

06：00-07：00
07：00-07：20
07：20-08：00

第三天

風雲起山河動～『早點名』

兵棋推演
前進小叮噹營區

勇士餐
【水上競技】
1.水上團康競技
2.搶救水中酷斯拉
3.水中蜘蛛網競賽

08：00-10：30

【營區行軍】
1.野植辨識
2.方向判定
3.蛇類認識
4.營區導覽

10：30-11：00

新兵報到

11：00-11：30

裝備領取

11：30-12：00

精神整訓

12：00-13：00

入伍宴

莒光宴

英雄宴

13：00-13：30

基本教練

內務檢查

大頭兵日記

13：30-14：00

閱兵式

光榮返鄉
返回各接送點

14：00-17：00

【戰鬥教練】
1.刺槍術
2.手榴彈投準
3.三行三進
4.偽裝欺敵
5.繩結應用
6.生火技巧

【戰力整備】
1.獨木橋通行
2.合作鋼索
3.協力翹翹板

清涼戲水 SPA

【戰技考驗】
1.定向越野運動
2.五百障礙超越
3.漆彈定靶射擊

17：00-19：00

野戰野炊

野戰巴比Ｑ

19：00-21：00

【勇士之夜】
趣味競賽大對抗

【勞軍之夜】
金山聯歡晚會

21：00-22：30

戰鬥澡

貴妃浴

22：30-22：40
23：00-

勝利之光

TOP

點我回活動一覽表

我愛中華～「晚點名」
晚安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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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課程安排依實際情形調整※

八、實施方式：
1.軍事訓練：主題式軍事體驗活動，嚴謹的軍旅生活管理，培養學員勇於冒險挑戰精神。
2.團隊課程：建立學員了解團隊鼓勵、相互協助之重要性，建立小隊間之團隊共存精神。
九、住宿環境？露營活動可洗澡嗎？住宿房型？
營隊第一天搭設帳棚住宿 6 人一帳，以男女分開盥洗室進行嚕啦啦時間，第二天住宿生
活大師會館 8 人套房，冷氣房內含衛浴設備；活動全程均有工作人員照料生活所需。
十、活動上是否有專車接送？報到、解散時間及地點？
本活動分區安排專車接送，於活動前會告知各點準確的集合及發車時間，若無收到信件通
知，煩請致電告知。
十一、營隊中帶隊人員為何？工作人員比例？
由本會專任同仁親自帶團，並安排優秀大專服務員及專業活動教官隨團生活照顧，工作人
員與學員比例約為 1 比 10。
十二、是否有須注意事項？
為使活動順利，報到、解散敬請家長接送勿遲到；活動中建議準備輕便背包或腰包給同學
攜帶，內可裝零錢包或其他小東西。請勿攜帶貴重物品及太多零用錢，以免遺失造成心情
不佳！ ※每人贈送潮Ｔ.遮陽帽.童軍繩.迷彩內衣等市值 500 元。
十三、特別需要/禁帶物品：
換洗衣物、盥洗用具、環保筷、泳帽及泳（衣）褲、小手電筒、防曬乳、個人慣用藥品、
健保卡、零錢、電話卡、雨具(輕便雨衣)、個人貴重物品(手機、相機…)請自行妥善保管。
※嚴禁攜帶：各式槍，砲，刀械，煙，火等違禁品。
十四、是否有行前作業？
參加人員報名後本會利用 FB 粉絲頁做為資訊討論平台，內容為即時訊息上傳、精彩照片
分享、線上 Q&A 等內容，沒有行前作業。
※新竹救國團粉絲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cyclulala/ 歡迎來按「讚」！
十五、活動若遇下雨是否照常進行？
一切以活動安全為考量。如遇雨天，微雨依然可穿著雨衣活動；雨勢較大時，會將活動移
至小叮噹科學遊樂園室內場地及大型集合鋼棚，另設計有雨天備案活動替代。
十六、有事要如何聯絡承辦人？
請聯繫救國團新竹團委會：03-5153383*21 范先生，承辦人手機：0921-869-667。
十七、家長是否可前往觀看？
為使活動進行順利、訓練學員獨立，恕無法同意前往活動地點看孩子，每晚會安排時間讓
小孩打電話報平安。
十八、小朋友受傷或生病，該如何處理？
學員若有受傷或身體不適，我們會有專車送至最近的台大醫院新竹分院診治。營隊中有服
務人員可先進行基本處理再視情況後送醫院並與家長聯繫。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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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我回活動一覽表

十九、活動精彩照片：

二十、休閒活動照片哪邊可下載？
活動照片將於活動後貼於營隊粉絲專頁
Cyc 嚕啦啦戰鬥營：https://www.facebook.com/cyclulala/ 歡迎來按「讚」！

TOP

點我回活動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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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03、A04 喔嗨 YOUNG!原鄉山水秘境活動隊活動介紹&答客問

★

一、主辦單位：救國團新竹團委會
二、活動代號&參加對象&活動日期：

A03-1：國中 1-3 年級 第一梯 07/06-07/08
A03-2：國中 1-3 年級 第二梯 07/08-07/10
A04-1：國小 3-6 年級 第一梯 07/15-07/17
A04-2：國小 3-6 年級 第二梯 07/17-07/19
三、活動地點：
泰安騰龍山莊、日月潭青年活動中心。
四、報到地點：
新竹團委會、中國青年服務社、桃園市團委會(成功路)、桃園市南區青年活動中心(平鎮
區)、苗栗縣團委會。
五、活動費用：每人活動費 4,700 元，搭配現場報名、鼓勵、把握等優惠方案，越早報名優惠
越多(網路報名亦有優惠，B-CLASS 線上報名系統：搜尋「新竹救國團」)
六、營隊介紹與活動特色：
原住民語「喔嗨 YOUNG！」是歡迎與友好之意，活動將帶您一探原鄉山林秘境，體驗大自
然的友好，享受一“夏”的清涼。
【清涼秘境】泰安打必厝溪團隊溯溪挑戰（合作渡河、先
鋒攀岩、人梯攀爬、清潭跳水、攀瀑滑瀑）
；
【水漾秘境】現代魯賓遜體驗～日月潭團隊自
力造筏、舞動船槳獨木舟操舟、聖愛碼頭清涼漂浮；
【定向越野】照片定向運動，發現日月
潭多樣之美；
【夜間觀察】原鄉部落星月追蹤，感恩山林瘋晚會；
【無痕山林】團隊建立與
動能探索；
【野外技能】繩結應用、野植認識，山林露營、野炊考驗…，還有向山生態步道
懸臂觀景臺，欣賞日月潭絕美山水。“季節限定”的清涼山水秘境，邀您一起共享！【住
宿：騰龍山莊露營帳篷、日月潭青年活動中心 6 人套房】※每人贈送潮 T.遮陽帽.童軍繩。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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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106 年暑期休閒活動「喔嗨 YOUNG！原鄉山水秘境活動隊」課程表
天數
時間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晨間盥洗

晨間盥洗

林間芬多精

林間芬多精

早餐（騰龍山莊）

早餐（日月潭中心）

06：00-07：00
07：00-07：20
07：20-08：00

08：00-10：00

【啟程出發】
◎預計發車時間
中國青年服務社
桃園市終身學習中心
（成功路）
桃園市南區青少年活
動中心（平鎮）
新竹團委會
苗栗縣團委會

10：00-10：30

【清涼登場】
苗栗泰安騰龍山莊

10：30-11：30

團隊建立

11：30-12：00

喔嗨 YOUNG！始業式

12：00-13：00

合菜午餐（騰龍山莊）

13：00-14：00

14：00-17：00

17：00-18：00
18：00-19：00
19：30-21：00
21：00-22：30
22：30-00:00

【無痕山林】
◎團體動能探索
地點/騰龍山莊
▲一起站起來、團隊跳
繩、諾亞方舟
▲繩結教學
●分享與回饋
【移地訓練】
◎前進水沙連～
日月潭國家風景區
▲繩結複習（車上）

【定向越野】
發現日月潭多樣之美
◎照片定向運動
範圍/活動中心
▲活動規則說明
▲採小隊計時賽
▲路線圖、標的物表
、相（手）機、筆
●分享與回饋
喔嗨 YOUNG！結業式

合菜午餐（日月潭中心）

【清涼秘境】
【水漾秘境】
◎團隊溯溪挑戰
◎現代魯賓遜體驗
範圍/打比厝溪
地點/日月潭聖愛營地
▲課程教學、著裝、暖 ▲課程教學、暖身操、
身操、溯溪安全規則
安全裝備、水域活動
▲合作渡河、先鋒攀
安全規則
岩、人梯攀爬、清潭 ▲團隊自力造筏、獨木
跳水
舟操舟體驗、清涼漂
●分享與回饋
浮體驗
●分享與回饋
【洗手作羹湯】
合菜晚餐
野炊考驗（騰龍山莊）
（日月潭中心）

【夜間觀察】
龍山部落星月追蹤

【團隊凝聚】
感恩山林瘋晚會

【絕美山水】
◎地景建築、生態步
道懸臂觀景臺
地點/向山遊客中心
【返程賦歸】
◎預計返抵時間
苗栗縣團委會
新竹團委會
桃園市南區青少年活
動中心（平鎮）
桃園市終身學習中心
（成功路）
中國青年服務社

TOP

嚕啦啦時間～洗澎澎
露營搭建自己的家
六人一帳

宿日月潭青年活動中心
六人一房

※以上課程安排依實際情形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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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實施方式：
1.原鄉清涼溯溪：於泰安原鄉秘境挑戰溯溪，感受大自然造物的威力。
2.明潭水域活動：於日月潭聖愛秘境操作自力造筏，獨木舟，體驗划船、戲水的樂趣。
3.山林定向運動：結合日月潭活動中心週邊景點，進行照片定向活動。
九、住宿環境？露營活動可洗澡嗎？住宿房型？
營隊第一天搭設帳棚住宿 6 人一帳，以男女分開盥洗室進行嚕啦啦時間，第二天住宿 8 人
套房，冷氣房內含衛浴設備；活動全程均有工作人員照料生活所需。
十、活動上是否有專車接送？報到、解散時間及地點？
本活動分區安排專車接送，於活動前會告知各點準確的集合及發車時間，若無收到信件通
知，煩請致電告知。
十一、營隊中帶隊人員為何？工作人員比例？
由本會專任同仁親自帶團，並安排優秀大專服務員及專業活動教官隨團生活照顧，工作人
員與學員比例約為 1 比 10。
十二、是否有須注意事項？
為使活動順利，報到、解散敬請家長接送勿遲到；活動中建議準備輕便背包或腰包給同
學攜帶，內可裝零錢包或其他小東西。勿攜帶貴重物品及太多零用錢，以免遺失造成心
情不佳！
十三、特別需要/禁帶物品：
攜帶物品：換洗衣物、盥洗用具、環保筷、泳帽及泳（衣）褲、小手電筒、防曬乳、個
人慣用藥品、健保卡、零錢、電話卡、雨具(輕便雨衣)、個人貴重物品(手機、相機…)
請自行妥善保管。※活動每人贈送潮 T、遮陽帽、童軍繩，市值超過 300 元。
十四、是否有行前作業？
參加人員報名後本會利用 FB 粉絲頁做為資訊討論平台，內容為即時訊息上傳、精彩照片
分享、線上 Q&A 等內容，沒有行前作業。
※此營隊粉絲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CYCOHHIYOUNG/ 歡迎來按「讚」！
十五、活動若遇下雨是否照常進行？
一切以活動安全為考量。如遇雨天，微雨依然可穿著雨衣活動；雨勢較大時，會將移至室
內場地及大型集合鋼棚，另設計有雨天備案活動替代。
十六、有事要如何聯絡承辦人？
請聯繫救國團新竹團委會：03-5153383*22 陳先生，承辦人手機：0916-978-113。
十七、家長是否可前往觀看？
為使活動進行順利、訓練學員獨立，恕無法同意前往活動地點看孩子，每晚會安排時間讓
小孩打電話報平安。
十八、小朋友受傷或生病，該如何處理？
學員若有受傷或身體不適，我們會有專車送至最近的苗栗大千醫院或財團法人埔里基督教
醫院診治。營隊中有服務人員可先進行基本處理再後送醫院並與家長聯繫。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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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活動精彩照片：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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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休閒活動照片哪邊可下載？
活動照片將於活動後貼於營隊粉絲專頁，歡迎來按「讚」！
救國團喔嗨 young 原鄉山水祕境活動隊：https://www.facebook.com/CYCOHHIYOUNG/
~12~

★ A05 貓裏小勇士~英雄挑戰營活動介紹★

一、主辦單位：苗栗縣救國團
二、活動代號&參加對象&活動日期：

A05-1：國小 3-6 年級 第一梯 07/17-07/18

TOP

A05-2：國小 3-6 年級 第二梯 07/24-07/25
A05-3：國小 3-6 年級 第三梯 08/07-08/08

點我回活動一覽表

三、活動地點：
苗栗香格里拉樂園。
四、報到地點：
新竹團委會、桃園市團委會(成功路)、苗栗縣團委會、頭份終身學習中心、臺中市團委會、
彰化團委會、員林終身學習中心。
五、活動費用：每人活動費 2,800 元，搭配現場報名、鼓勵、把握等優惠方案，越早報名優惠
越多(網路報名亦有優惠，B-CLASS 線上報名系統：搜尋「新竹救國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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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營隊介紹與活動特色：
貓裏勇士~英雄對戰!想讓暑假不再無聊，想讓假期精彩充實，貓裏小勇士~英雄挑戰
營絕對是最佳的選擇，活動內容森羅萬象，童軍技能、野外求生、探索體驗、漆彈對抗、
生態之旅、客家文化、歡樂遊憩設施無限遊玩，兩天一夜的豐富行程，納入了最真實的團
體生活與康樂交誼，藉由營隊活動自小培養優異的社交活動能力，貓裏小勇士~英雄挑戰
營是您唯一的選擇。
七、實施方式：
《第一天》勇士報到→前往香格里拉樂園→認識環境→小隊分組→大地團康→始業式→
午餐時光→森林小徑生態教育→客家博館文化體驗→歡樂廣場無限暢玩→小隊聯誼→一
家烤肉萬家香→營火晚會→盥洗就寢→夜宿香格里拉
《第二天》動力晨操→營養早餐→貓裏英雄大對抗→童軍分站活動→探索分站活動→漆
彈對抗大賽→午餐時光→進擊的勇士對抗賽→頒獎&結業式→滿載而歸
八、特別需要/禁帶物品：
健保卡、個人藥品、盥洗用品、替換衣物、環保杯、雨具
九、注意事項：
患有心臟病、氣喘病、高血壓、高山症、癲癇症、糖尿病以及不適合激烈活動者請勿報
名。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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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01 獨木舟小勇士~自我挑戰營活動介紹&答客問

★

一、主辦單位：救國團新竹團委會
二、活動代號&參加對象&活動日期：

B01-1：國小 3-6 年級學生、國中 1-2 年級 第一梯 07/01-07/02
B01-2：國小 3-6 年級學生、國中 1-2 年級 第二梯 08/03-08/04

三、活動地點：
龍門露營區、舊草嶺隧道。
四、報到地點：
新竹團委會、中國青年服務社、桃園市團委會(成功路)。
五、活動費用：每人活動費 3,400 元，搭配現場報名、鼓勵、把握等優惠方案，越早報名優惠越
多(網路報名亦有優惠，B-CLASS 線上報名系統：搜尋「新竹救國團」)
六、營隊介紹與活動特色：
乘獨木舟悠閒漫划在雙溪河，偶然看見魚群跳躍水面，或是大冠鷲展翅高飛，划累了就躺在
船上悠哉休息；獨木舟讓你與水更親近，與朋友更親密。【陸上操舟】初抵達龍門獨木舟基
地，仰望有藍天，舉目是綠地，遠邊還有龍門吊橋映在水中的美麗倒影，可以暫且拋開平日
的課業壓力。在教練的帶領下，學習基本技術與獨木舟安全守則，一步步踏入獨木舟世界，
發現獨木舟樂趣。
【水上行舟】陸上操舟學的好不好，下水就見真章，有些船默契奇佳，順水
行舟，樂趣無窮；有些船原地打轉，進退兩難，令人哭笑不得。騎乘單車於「舊草嶺隧道自
行車道」
，在火車隧道音效下，感覺既復古又有趣，讓您可以輕鬆的來趟鐵馬行。大地遊戲及
歡樂晚會，讓你的暑假就是和別人不一樣!!【住宿：龍門露營區狩獵小木屋(備冷氣空調)】

TOP

※每人贈送遮陽帽及童軍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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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106 年暑期休閒活動獨木舟小勇士~自我挑戰營課程表
時間

7月1日
8月3日

7月2日
8月4日

07：20～07：50
起床盥洗
晨間活動

07：50～08：05
08：10～08：40
08：40～
09：40～10：00

報到
裝備領取

10：00～11：10

默契培養
場地環境認識

11：15～11：50

始業式

12：00～13：10
13：15～13：50

14：00～16：00

自我挑戰訓練第一章
大地遊戲

吃飽飽、身體好
下水前裝備檢查

大自然的挑戰

自我挑戰訓練第二章
舊草嶺隧道單車行

溪上泛舟

16：00～17：00

換裝時間

17：00～19：00

烤肉 BBQ

19：00～21：00

龍門之夜
Show Time

21：00～22：00

盥洗

22：20～

晚安嚕!!

平平安安回家去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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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課程安排依實際情形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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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活動特色內容？
在河面上學習操作獨木舟活動，陸上也有挑戰在等著同學們!
九、住宿環境？露營活動可洗澡嗎？住宿房型？
營隊住宿狩獵小屋 8-10 人一間，有固定的盥洗室進行盥洗，建議攜帶睡袋，活動全程均
有工作人員照料生活所需。
十、活動上是否有專車接送？報到、解散時間及地點？
本活動分區安排專車接送，於活動前會告知各點準確的集合及發車時間，若無收到信件通知，
煩請致電告知。
十一、營隊中帶隊人員為何？工作人員比例？
由本會專任同仁親自帶團，並安排優秀大專服務員及專業活動教官隨團生活照顧，工作人員
與學員比例約為 1 比 10。
十二、是否有須注意事項？
為使活動順利，報到、解散敬請家長接送勿遲到；活動中建議準備輕便背包或腰包給同學
攜帶，內可裝零錢包或其他小東西。請勿攜帶貴重物品及太多零用錢，以免遺失造成心情
不佳！
十三、特別需要/禁帶物品：
攜帶物品：換洗衣物、盥洗用具、環保筷、小手電筒、防曬乳、個人慣用藥品、健保卡、
零錢、電話卡、雨具(輕便雨衣)、個人貴重物品(手機、相機…)請自行妥善保管。
※活動每人贈送遮陽帽、童軍繩。
十四、是否有行前作業？
參加人員報名後本會利用 FB 粉絲頁做為資訊討論平台，內容為即時訊息上傳、精彩照片分
享、線上 Q&A 等內容，沒有行前作業。
※此營隊粉絲 https://www.facebook.com/CYCDMJ/ 歡迎來按「讚」！
十五、活動若遇下雨是否照常進行？
一切以活動安全為考量。如遇雨天，微雨依然可穿著雨衣活動；雨勢較大時，會將移至龍門
營區室內場地，另設計有雨天備案活動替代。
十六、有事要如何聯絡承辦人？
請聯繫救國團新竹團委會：03-5153383*22 陳先生，承辦人手機：0916-978-113。
十七、家長是否可前往觀看？
為使活動進行順利、訓練學員獨立，恕無法同意前往活動地點看孩子，每晚會安排時間讓小
孩打電話報平安。
十八、小朋友受傷或生病，該如何處理？
學員若有受傷或身體不適，我們會有專車送至鄰近的瑞芳礦工醫院診治。營隊中有服務人員
可先進行基本處理再後送醫院並與家長聯繫。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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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活動精彩照片：

二十、休閒活動照片哪邊可下載？
活動照片將於活動後貼於營隊粉絲專頁，歡迎來按「讚」！
涼夏樂翻天獨木舟活動營：https://www.facebook.com/CYCDMJ/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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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02 貓頭鷹來作客自然野趣營活動介紹&答客問

★

一、主辦單位：救國團新竹團委會
二、活動代號&參加對象&活動日期：

B02-1：國小 3-6 年級學生 第一梯 07/13-07/14
B02-2：國小 3-6 年級學生 第二梯 08/03-08/04

三、活動地點：
貓頭鷹之家、魯冰花農莊、薰衣草森林。
四、報到地點：
新竹團委會、桃園市團委會(成功路)、苗栗縣團委會。
五、活動費用：每人活動費 3,200 元，搭配現場報名、鼓勵、把握等優惠方案，越早報名優惠
越多(網路報名亦有優惠，B-CLASS 線上報名系統：搜尋「新竹救國團」)
六、營隊介紹與活動特色：
拜訪貓頭鷹的家，近距離帶你認識神秘又可愛的貓頭鷹，包括牠的生活環境、習性、特徵
等，參觀生態農場，看看你能認出多少野生動植物呢？更提醒我們要好好愛護大自然。
彩繪貓頭鷹領章，DIY 獨一無二的
貓頭鷹小物；小小貓頭鷹運動會、
野外攀繩、團隊闖關任務，還有野
炊 BBQ 和古早味割稻飯體驗。夜
間探險，不知道今晚會遇到哪些
大自然的好朋友呢？夜宿星空下
露營趣！電影「魯冰花」拍片場景
巡禮，介紹客家文化及明德水庫
生態導覽，在湖邊漫步寫生，還要
在美麗的薰衣草森林，完成紫色

TOP

花田定向任務喔！【住宿：農莊雨棚區帳篷】※每人贈送薰衣草森林冰淇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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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106 年暑期休閒活動「貓頭鷹來作客～自然野趣營」課程表
天數
時間
07：00-07：30
07：30-08：00
08：00-08：30

第一天
07 月 13 日（四）
08 月 03 日（四）

第二天
07 月 14 日（五）
08 月 04 日（五）

【發車時間】
07：30 桃園市學習中心
(07：10 報到)
08：10 桃園市南區青少年
活動中心（平鎮）
(07：50 報到)
09：10 新
竹團委會

晨喚

08：30-10：00

(08：50 報到)

10：10-10：30

相見歡始業式

10：30-12：00

【拜訪貓頭鷹的家】
貓頭鷹生態多媒體導覽、
野外攀繩、貓頭鷹棲地介紹、
植物追蹤、團體遊戲

12：00-13：00

午餐（客家風味自助吧）

13：00-14：00

14：00-15：30

【鄉土藝術教學】
彩繪貓頭鷹領章 DIY
【小小貓頭鷹運動會】
▲團隊闖關
搶救 101、硫酸河、盲目地雷陣
●分享與回饋

15：30-17：00

【露營趣】
前往魯冰花農莊、合力搭帳篷

17：00-19：00

晚餐（BBQ）

19：00-21：00

【星空下的故事】
▲大自然晚會
▲夜間探險－巧遇生態好朋友

21：00-

營養早餐

【湖畔漫遊】
湖邊生態導覽、
客家文化介紹、
電影「魯冰花」拍片場景巡禮
大自然小畫家湖邊寫生
範圍/明德水庫周邊

午餐（古早味割稻飯）
【香草森呼吸】
▲漫步薰衣草森林
▲紫色花田定向活動
▲夏日冰淇淋盛宴
●分享與回饋
結業式
【返程賦歸】
預計返抵時間
16：30 新
竹團委會
17：30 桃園市南區青少年
活動中心（平鎮）
18：10 桃園市學習中心

TOP

盥洗就寢

※以上課程安排依實際情形調整※

晨間動一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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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活動特色內容？
帶您近距離認識神秘又可愛的貓頭鷹，認識野生動
植物、DIY 貓頭鷹領章、小小貓頭鷹運動會、野外攀
繩、團隊闖關任務、野炊 BBQ 和古早味割稻飯體驗、
夜間探險。電影「魯冰花」拍片場景巡禮，介紹客家
文化及明德水庫生態導覽，在湖邊漫步寫生，薰衣草
森林紫色花田定向活動。贈送薰衣草森林冰淇淋。
九、住宿環境？露營活動可洗澡嗎？住宿房型？
住宿雨棚區帳篷〈使用 6 人帳睡 4 人，空間較大，有提供浴室洗澡〉，並由救國團服務
員全程帶領活動與安全維護。
十、活動上是否有專車接送？報到、解散時間及地點？
本活動分區安排專車接送，於活動前會告知各點準確的集合及發車時間，若無收到信件通
知，煩請致電告知。
十一、營隊中帶隊人員為何？工作人員比例？
由本會專任同仁親自帶團，並安排優秀大專服務員及專業活動教官隨團生活照顧，工作人
員與學員比例約為 1 比 10。
十二、是否有須注意事項？
為使活動順利，報到、解散敬請家長接送勿遲到；活動中建議準備輕便背包或腰包給同
學攜帶，內可裝零錢包或其他小東西。請勿攜帶貴重物品及太多零用錢，以免遺失造成
心情不佳！
十三、特別需要/禁帶物品：
攜帶物品：換洗衣物、盥洗用具、環保筷、小手電筒、防曬乳、個人慣用藥品、健保
卡、零錢、電話卡、雨具(輕便雨衣)、個人貴重物品(手機、相機…)請自行妥善保管。
※活動每人贈送遮陽帽、童軍繩。
十四、是否有行前作業？
參加人員報名後本會利用 FB 粉絲頁做為資訊討論平台，內容為即時訊息上傳、精彩照片
分享、線上 Q&A 等內容，沒有行前作業。
※此營隊粉絲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owlfriendcamp/ 歡迎來按「讚」！
十五、活動若遇下雨是否照常進行？
一切以活動安全為考量。如遇雨天，微雨依然可穿著雨衣活動；雨勢較大時，會將移至龍
門營區室內場地，另設計有雨天備案活動替代。
十六、有事要如何聯絡承辦人？
請聯繫救國團新竹團委會：03-5153383*32 葉小姐，承辦人手機：0963-209-507。

TOP

十七、家長是否可前往觀看？
為使活動進行順利、訓練學員獨立，恕無法同意前往活動地點看孩子，
每晚會安排時間讓小孩打電話報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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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小朋友受傷或生病，該如何處理？
學員若有受傷或身體不適，我們會有專車送至鄰近的衛福部苗栗醫院診治。營隊中有服務
人員可先進行基本處理再後送醫院並與家長聯繫。
十九、活動精彩照片：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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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休閒活動照片哪邊可下載？
活動照片將於活動後貼於營隊粉絲專頁，歡迎來按「讚」！
貓頭鷹來作客～自然野趣營：https://www.facebook.com/owlfriendca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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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03 太魯閣錐麓古道生態環境教育營活動介紹&答客問

★

一、主辦單位：救國團新竹團委會
二、活動代號&參加對象&活動日期：

B03-1：家庭親子（12 歲以上）、社會青年 第一梯 07/22-07/24
B03-2：家庭親子（12 歲以上）、社會青年 第二梯 08/12-08/14
三、活動地點：
錐麓古道、小錐麓步道、白楊步道、燕子口步道等（視當時路況稍做修正）。
四、報到地點：
新竹團委會。
五、活動費用：每人活動費 6,300 元，搭配現場報名、鼓勵、把握等優惠方案，越早報名優惠
越多(網路報名亦有優惠，B-CLASS 線上報名系統：搜尋「新竹救國團」)
六、營隊介紹與活動特色：
太魯閣國家公園錐麓古道為沿著峽谷稜線所開發，是合歡越嶺古道殘存遺跡，沿途處處可
見壯觀峽谷，並擁有豐富的動植物生態，美不勝收，素有「台灣天空步道」之稱。利用自
然生態體驗、觀察與野外探索的方式，建立自然生態保育的觀念及推廣無痕山林的重要性。

TOP

【住宿：天祥青年活動中心】
※錐麓古道須一個月前申請入園入山，請提早報名。
※錐麓古道為高難度之陡坡健行路線，請斟酌體能再報名。

點我回活動一覽表
~23~

七、活動特色內容？
由專業解說員帶隊解說，從錐麓古道體驗認識太魯閣生態、地形、人文及動植物。
八、住宿環境？露營活動可洗澡嗎？住宿房型？
住宿天祥青年活動中心 4 人套房（住宿 2 人房需補差額），並由救國團服務人員全程帶
領活動與安全維護。
九、活動上是否有專車接送？報到、解散時間及地點？
本活動安排專車接送，於活動前會告知各點準確的集合及發車時間，若無收到信件通知，
煩請致電告知。
十、營隊中帶隊人員為何？工作人員比例？
由救國團服務人員全程帶領活動與安全維護，錐麓古道另聘 2 位專業導覽人員解說。
十一、是否有須注意事項？
1.注意事項：
（1）錐麓古道為高難度陡坡健行路線，請斟酌體能狀況再報名；另體弱、心臟疾病、
氣喘病、癲癇、糖尿病、懼高症及其它重大疾病等患者請勿報名；如違規定致發
生事故應自行負責。
（2）活動期間如身體不適或特殊狀況，應即告知工作人員，勉強參加發生事故，請自
行負責。
（3）此步道屬高難度之健行路線，全程 10.3 公里，時程約 7 小時，如西段封閉則走
東進東出，單趟約 3.1 公里，來回共 6.2 公里。
（4）錐麓古道須一個月前申請入山入園，請提早報名以利作業。
（5）如遇天候、路況、禁止入園、入園名額已滿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而無法如期辦理
時，則活動取消並全額退費。
十二、特別需要/禁帶物品：
建議攜帶物品：小手電筒、照相機（手機）、雨具、登山杖（視個人需要）、小背包、水
壺或保溫瓶（飲用水）、個人盥洗用品等。
十三、是否有行前作業？
參加人員報名後本會利用 FB 粉絲頁做為資訊討論平台，內容為即時訊息上傳、精彩照片
分享、線上 Q&A 等內容，沒有行前作業。
※新竹救國團粉絲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cychcctc/ 歡迎來按「讚」！
十四、活動若遇下雨是否照常進行？
一切以活動安全為考量。如遇雨天，微雨依然可穿著雨衣活動；雨勢較大時，會將適時進
行調整，另設計有雨天備案活動替代。
十五、有事要如何聯絡承辦人？
請聯繫救國團新竹團委會：03-5153383*31 陳先生，承辦人手機：0935-006-434。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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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活動精彩照片：

十七、休閒活動照片哪邊可下載？
活動照片將於活動後貼於新竹救國團粉絲專頁，歡迎來按「讚」！
※新竹救國團粉絲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cychcctc/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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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04 嘉義玩很大~小漁夫生態探險隊活動介紹&答客問

★

一、主辦單位：救國團新竹團委會
二、活動代號&參加對象&活動日期：

B04-1：國小 3-6 年級學生 第一梯 07/24-07/26
B04-2：國小 3-6 年級學生 第二梯 07/26-07/28

三、活動地點：
好美寮自然生態保護區、鰲鼓溼地、好美里海洋世界立體彩繪村
四、報到地點：
新竹團委會、中國青年服務社、桃園市團委會(成功路)
五、活動費用：每人活動費 5,200 元，搭配現場報名、鼓勵、把握等優惠方案，越早報名優惠
越多(網路報名亦有優惠，B-CLASS 線上報名系統：搜尋「新竹救國團」)
六、營隊介紹與活動特色：
營隊活動改編綜藝節目內容，將教育性、保育性、永續性的自然保育觀念透過遊戲關卡設
計與體驗，進而讓學員能尊重大自然、熱愛大自然！
【潮間帶海上巴士】搭船出海遊覽好美寮生態保護區；【溼地生態旅遊】鰲鼓溼地生態解
說、魔法森林闖關、
【小漁夫冒險趣】回憶瓶中信 DIY、划環保船競速、撈海菜、陷阱捕魚、
摸蛤兼洗褲、釣魚、烤蚵活動；
【發現 3D 彩繪村之美】結合好美里海洋世界立體彩繪村週
邊景點，搜集照片進行定向活動；
【消失的記憶】
、
【上課麥亂來】
、
【嘉義知識王】
、
【命運好
好玩】結合腦力、體力、互助合作讓參加學員的身、心、靈、意、念有不一樣的感觸與體
驗，另有許多隱藏關卡及無邏輯關卡等你來挑戰！【住宿：嘉義和諧布袋民宿】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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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106 年暑期休閒活動「嘉義玩很大~小漁夫生態探險隊」課程表
天數
時間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晨喚盥洗

06：50-07：20
07：20-08：00
08：00-09：00

【發車時間】
07:30 中國青年服務社
〈07：10 報到〉
08:30 桃園市學習中心
〈08：10 報到〉

09：00-10：30

10：30-12：00

09:40 新 竹團委會
〈09：20 報到〉

【集合吧！夥伴】
◎前往嘉義布新國小

太陽公公的元氣早餐
【上課麥亂來】
最快趁老師不注意，
完成所有任務獲勝。

【發現 3D 彩繪村之美】
照片定向運動
◎地點：好美里海洋世
界立體彩繪村
【溼地生態旅遊】
★ 活動規則說明
◎地點：鰲鼓溼地
★ 東石自然生態展示館 ★ 採小隊計時賽
★ 路線圖、標的物表
參觀導覽
、相（手）機、筆
★ 溼地平地森林公園木
 分享與回饋
棧道漫遊
★ 魔法森林闖關
 分享與回饋

【嘉義知識王】
最快完成考驗者獲勝

吃飽飽的午餐時間

12：00-13：00

始業式
13：00-15：00

環境認識、熟悉彼此
隊呼創作與演練
【潮間帶海上巴士】
內汕頂洲生態之旅

◎地點：好美寮生態保護區
★ 上船囉!布袋港搭船出海
★ 認識蚵的養殖法、在地產
業及早期鹽業文化
15：00-18：00
★ 尋找無人島潮間帶原住
民，如清白招潮蟹、北方
招潮蟹、和尚蟹、彈塗魚、
及紅樹林種類
★ 追逐沙洲上的幽靈蟹
 分享與回饋
18：00-19：00

19：00-21：00

【小漁夫冒險趣】
◎地點：向禾休閒漁場
★ 蚵貝 DIY-回憶瓶中信

【命運好好玩】
◎地點：布袋觀光漁市
結業式
【返程賦歸】

預計返抵時間
★ 划船競速(膠筏、環保
16:00 新竹團委會
船看誰划的快)
★ 撈海菜
17:10 桃園市學習中心
★ 陷阱捕魚體驗
18:30 中國青年服務社
★ 摸蛤兼洗褲
★ 釣魚體驗
★ 烤蚵活動
 分享與回饋

月亮晚餐
【消失的記憶】
各隊輪流布置 10 個疑點，
限時內找到最多不同的地方
獲勝。

【團隊凝聚】
感恩夥伴瘋晚會
星空物語

21：00-22：30

宵夜&嚕啦啦洗澎澎時間

22：30-00:00

宿嘉義和諧布袋民宿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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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課程安排依實際情形調整※

八、活動特色內容？
營隊活動改編綜藝節目內容，將教育性、保育性、永續性的自然保育觀念透過遊戲關卡設
計與體驗，進而讓學員能尊重大自然、熱愛大自然！活動第二天安排蚵貝 DIY，製作專屬
的回憶瓶中信，將今年暑假最美的回憶收藏在瓶子裡。
九、住宿環境？露營活動可洗澡嗎？住宿房型？
住宿和諧布袋民宿，有舒適的盥洗室進行盥洗，活動全程均有工作人員照料生活所需。
十、活動上是否有專車接送？報到、解散時間及地點？
本活動分區安排專車接送，於活動前會告知各點準確的集合及發車時間，若無收到信件通
知，煩請致電告知。
十一、營隊中帶隊人員為何？工作人員比例？
由本會專任同仁親自帶團，並安排優秀大專服務員及專業活動教官隨團生活照顧，工作人
員與學員比例約為 1 比 10。
十二、是否有須注意事項？
為使活動順利，報到、解散敬請家長接送勿遲到；活動中建議準備輕便背包或腰包給同
學攜帶，內可裝零錢包或其他小東西。請勿攜帶貴重物品及太多零用錢，以免遺失造成
心情不佳！
十三、攜帶物品：
換洗衣物、環保餐具(碗筷)、防曬乳、個人慣用藥品、健保卡、零錢、電話卡、雨具(輕便
雨衣)、望遠鏡（彈性攜帶）、個人貴重物品(手機、相機…)、請自行妥善保管。
十四、是否有行前作業？
參加人員報名後本會利用 FB 粉絲頁做為資訊討論平台，內容為即時訊息上傳、精彩照片
分享、線上 Q&A 等內容，沒有行前作業。
※此營隊粉絲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cyc.chiayiplayer/ 歡迎來按「讚」！
十五、活動若遇下雨是否照常進行？
一切以活動安全為考量。如遇雨天，微雨依然可穿著雨衣活動；雨勢較大時，會將移至龍
門營區室內場地，另設計有雨天備案活動替代。
十六、有事要如何聯絡承辦人？
請聯繫救國團新竹團委會：03-5153383*23 郭小姐，承辦人手機：0952-006-682。
十七、家長是否可前往觀看？
為使活動進行順利、訓練學員獨立，恕無法同意前往活動地點看孩子，每晚會安排時間讓
小孩打電話報平安。
十八、小朋友受傷或生病，該如何處理？
學員若有受傷或身體不適，我們會有專車送至鄰近的衛生福利部嘉義醫院診治。營隊中有
服務人員可先進行基本處理再後送醫院並與家長聯繫。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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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活動精彩照片：

二十、休閒活動照片哪邊可下載？
活動照片將於活動後貼於營隊粉絲專頁，歡迎來按「讚」！
Cyc 嘉義玩很大-小漁夫生態探險隊：https://www.facebook.com/cyc.chiayiplayer/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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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05 樂活成人營隊：啟動你的創意天賦~重「心」看見自己

★

活動介紹&答客問

一、主辦單位：救國團新竹團委會
二、活動代號：B05
參加對象：一般社會大眾、

各級學校教師
活動日期：08/19-08/20
三、活動地點：
大山北月、錦屏美人湯、內灣老街、好客好品希望工廠、劉興欽漫畫博物館。
四、報到地點：
新竹火車站、新竹高鐵站。
五、活動費用：二人同行團報優惠價 12,300 元(原價 8,000 元/人)，
搭配現場報名、鼓勵、把握等優惠方案，越早報名優惠越多！
(網路報名亦有優惠，B-CLASS 線上報名系統：搜尋「新竹救國團」)
※本活動因住宿房型安排為錦屏美人湯館二人觀景湯屋，故請兩
人一同報名。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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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營隊介紹與活動特色：
◎放開腦袋，聽著心的聲音，帶著畫筆讓我們在紙上自由的奔跑吧!!!
一枝筆、一張紙，簡單的線條就能感受禪繞帶來的平靜與美好。
【禪繞輕鬆畫】禪繞小故事的介紹，引導學員練習禪繞基本圖樣並完成專屬個人的第一
張禪繞畫；
【頭腦瑜珈創藝畫】單版圖樣結合陰影技巧：單種圖樣的多種變化，搭配陰影
的塗刷，讓禪繞作品更顯深度與厚度；【顛覆腦袋 OH 買尬】透過輕鬆好玩的團體活動，
帶您打開潛意識大門，探索真實的內心世界，讓您重新再次認識自己。
本活動將帶您到深山裡的童趣秘密基地-大山北月景觀餐廳，呼吸森林的芬芳，晚上住
宿於錦屏美人湯館兩人湯屋，讓您在繁忙的生活中，來趟放鬆心靈的湯宿之旅，隔天早
晨您還可以享受露天風呂設施，下午安排慢步內灣，遊覽內灣文創園區參觀劉興欽漫畫
暨發明展覽館、虎帽金工、台灣水色靚布工作坊、好客好品希望工場(招待每人一項風味
飲品)。※註：本次課程時數共 8 小時，提供研習證書。2.每人贈送禪繞畫材料包一組。
七、禪繞畫（Zentangle）介紹：
 禪繞畫是透過塗繪的過程，將大自然與日常生活事物繪製成圖樣。只要你願意，不需
要有美術背景，一支筆、一張紙、一雙手，讓身體的能量藉由簡單的線條、圖形的重
複塗繪，喚醒內在的流動與平衡，進而達到內心沉澱與自我療癒。
 禪繞畫背後隱含了基本的藝術治療運作原理，可以帶來不同程度的放鬆和療癒作用，
所以更擴大了禪繞畫的推廣層面。這是一種使用簡單的工具來完成藝術創作的遊戲，
也是一種促進心靈療癒的奇妙工具。將禪的精神融入，它則可以成為一種媒介，或是
一種潛力，幫助人們透過塗繪的過程回到當下，體驗到真正的禪、覺知與靜心。提供
藝術自療的理論背景幫助你瞭解自己更多，也能透過禪繞畫的創意運用將靜心融入
日常生活。
八、OH 卡（OH cards）介紹：
 OH 卡是由 88 張圖卡及 88 張字卡組合而成的，OH 卡將生活中
的各種情緒都納入，能十分忠實地傳達出潛意識裡的想法。
 OH 卡作為一種「自由聯想」及「潛意識投射」的心靈圖卡，可
以激發創造力和想像力，捕捉和提升直覺力，增進溝通與連結。
這些美麗的圖卡，不僅適合專業的心理諮詢師，用於個案和集
體治療，也適合所有的成人和孩子，從藝術創作到家庭聚會、
以及企業團隊培訓，都是很好的工具和媒介。協助我們看見解
決問題的多種可能性，療癒身、心、靈多個層面，讓生命重建、蛻變、成長。
 之所以被稱為 OH 卡，是因為 OH 卡系列心靈圖卡的呈現一針見血、直指人心，總是會
令人情不自禁地發出驚歎聲：「OH！太神奇了！」、「OH！太不可思議了！」。
九、課程目標：
 探索各種不同的藝術創作方式，表現創作的想像力。
 透過老師的引導，將有助於減輕壓力，提升集中力與創造力。
 透過禪繞畫，能放鬆、釋放壓力；進而使學員在生活上能有效的情緒
管理。參與成員可運用於自我覺察進而自我療癒與陪伴。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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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106 年暑期休閒活動-啟動你的創意天賦~重「心」看見自己課程表
天數
時間
08：00-08：10

第一天

天數

08 月 19 日(六)

第二天

時間

08 月 20 日(日)

〈08：00 新竹火車站報到〉
【享樂一夏 Fun 輕鬆】
元氣早餐、享受露天風呂：
戶外高低溫泉池、男女裸湯、禪靜能
量區、禪靜能量池、碗型滑水道、負
離子水簾、冷泉親水區塞納河畔沙
灘、烤箱、蒸氣室。

08：50-09：00

〈08：50 新竹高鐵站報到〉

09：00-09：45

【前往秘境-大山北月】
森林步道╳策展空間╳慢活餐飲

09：45-10：30

【漫活森呼吸】
園區導覽、自由參觀

10：30-12：30

【禪繞輕鬆畫】
認識禪繞畫：禪繞小故事的介紹，
引導學員練習禪繞基本圖樣並完成
專屬個人的第一張禪繞畫。

12：30-13：30

午餐-大山北月用餐

12：30-13：00

前往內灣老街

13：30-14：20

前往錦屏美人湯
放置行李

13：00-14：00

享用道地客家菜餚

14：00-15：30

【慢步內灣】
慢遊懷舊老街、
內灣戲院、內灣吊橋

15：30-17：00

【創意發想】
參觀劉興欽漫畫暨發明展覽館、
虎帽金工、
台灣水色靚布工作坊、
好客好品希望工場
(招待每人一項風味飲品)

08：00-10:50

【顛覆腦袋 OH 買尬】
由 88 張圖卡及 88 張字卡組合而成
的 OH 卡，將生活中的各種情緒都
14：30-17：30

納入，十分忠實地傳達出我們潛意
識裡的想法。
透過輕鬆好玩的團體活動，帶您打
開潛意識大門，探索真實的內心世
界，讓您重新再次認識自己！

17：30-19：00

晚餐-鱘園美人湯膳坊用餐

19：00-20：30

【頭腦瑜珈創藝畫】
單版圖樣結合陰影技巧：單種圖樣
的多種變化，搭配陰影的塗刷，讓
禪繞作品更顯深度與厚度。

20：30-22：30

【與自己對話】
每間湯屋皆有面向山景的泡湯池，
向外望去一片綠意令人沉澱放鬆。

22：30-00:00

宿錦屏美人湯景觀溫泉湯屋二人房

【重心翻轉，OH!YES!】
透過輕鬆好玩的團體活動，帶您打
11：00-12：30
開潛意識大門，探索真實的內心世
界，讓您重新再認識自己！

【返程賦歸】
預計返抵時間
〈18：00 新竹高鐵〉
17：00

〈18：30 新竹火車站〉

│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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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住宿環境？露營活動可洗澡嗎？住宿房型？
住宿房型安排為錦屏美人湯館 2 人觀景湯屋，第二天早晨可享受湯館露天風呂設施：戶
外高低溫泉池、男女裸湯、禪靜能量區、禪靜能量池、碗型滑水道、負離子水簾、冷泉
親水區塞納河畔沙灘、烤箱、蒸氣室。
十二、活動上是否有專車接送？報到、解散時間及地點？
本活動安排專車接送，接送地點新竹火車站、新竹高鐵站。
十三、課程帶領者簡介：
 洪韻璇(芭芭拉)｜這不是個容易表達自己的時代，透過一枝筆、一張紙如實地貼近自
己，為自己而畫。


現職│禪繞畫帶領(美國 17th 禪繞認證講師)、寶山國中兼任教師、故事表演工作者、
機關學校研習及社福機構團體工作坊帶領。
很多朋友常會問，我買了許多禪繞畫的參考書籍，發現其實圖樣很簡單，我自己就可

以自學了，然後也有很多很會畫圖的人分享各種繪畫課，而且他們畫的圖樣更複雜精美，
為什麼我要參加由美國 Zentangle 所認證的禪繞畫老師所帶領的課程呢？
禪繞畫（Zentangle）就是透過塗繪的過程，將大自然與日常生活事物繪製成圖樣。只
要你願意，不需要有美術背景，一支筆、一張紙、一雙手，讓身體的能量藉由簡單的線條、
圖形的重複塗繪，喚醒內在的流動與平衡，進而達到內心沉澱與自我療癒。
禪繞畫更可以應用在陪伴親子的家庭活動之上，透過禪繞畫的引導促進親子、家庭關
係的互動，輕鬆容易就上手，而且可以充分感受到畫畫過程所帶來的平靜與樂趣。
其實小至一紙一筆的準備，大至成員間的互動影響，透過適當的教材與課程安排，協
助創造一個能夠釋放情緒，透過繪畫獲得自我肯定的情境與場域，幫助所有在過去經驗中
因為批評而認為自己不會畫畫、沒有美感天份的人，都能從中重拾對自己的信心、對美的
感受；而這都需要 Zentangle 認證的禪繞畫老師細心規畫。
十四、營隊中帶隊人員為何？
由本會專任同仁親自帶團照料生活所需。
十五、是否有須注意事項？
為使活動順利，報到時請務必準時；活動中勿攜帶貴重物品及過多金錢，以免遺失造成心
情不佳！
十六、攜帶物品：
一顆愉快開放的心、換洗衣物、泳帽及泳（衣）褲、防曬乳、個人慣用藥品、健保卡、零
錢、雨具、個人貴重物品(手機、相機…)請自行妥善保管。
十七、贈送之禪繞畫材料包內有：
黑色 01 代針筆 1 枝 / 禪繞推色紙筆 1 枝 / 禪繞 2B 鉛筆 1 枝 / 棕色隨行本 1 本 / 藝術
創作紙卡一組可帶自己慣用的筆記本、原子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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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是否有行前作業？
參加人員報名後本會利用 FB 粉絲頁做為資訊討論平台，內容為即時訊息上傳、精彩照片
分享、線上 Q&A 等內容，沒有行前作業。
※新竹救國團粉絲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cychcctc/ 歡迎來按「讚」！
十九、有事要如何聯絡承辦人？
請聯繫救國團新竹團委會：03-5153383*23 郭小姐，承辦人手機：0952-006-682。
二十、環境照片：

二十一、休閒活動照片哪邊可下載？
活動照片將於活動後貼於營隊粉絲專頁，歡迎來按「讚」！
請點此→啟動你的創意天賦~重「心」看見自己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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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01、C03、C05 灌籃高手～籃球培訓營活動介紹&答客問 ★

一、主辦單位：救國團新竹團委會
二、活動代號&參加對象&活動日期&活動費用：

C01：國小 3-6 年級、國小畢業生可[初級] 07/03-07/07(14:00-17:00)$2,200 元
C03：國小 3-6 年級、國小畢業生可[進階] 07/10-07/14(14:00-17:00)$2,500 元
C05：國小 3-6 年級、國小畢業生可[高級] 07/17-07/21(14:00-17:00)$2,500 元
三、活動地點及報到地點：
新竹市民富國小體育館。
四、活動費用：活動費用如上述，搭配現場報名、鼓勵、把握等優惠方案，越早報名優惠越多
(網路報名亦有優惠，B-CLASS 線上報名系統：搜尋「新竹救國團」)
五、營隊介紹與活動特色：
體能與球感練習、丟、運球（左右手、轉身、Ｓ型）
、傳球（2 人動態、3 人八字型）
、

[初級] 上籃步伐練習、投籃練習、眼明手快攻防練習、上籃接力賽、分組對抗。使您能自在
的操控籃球，能在移動中自如傳接球、獨自取球、持球。※每人贈送籃球一個。
體能、球感與傳接球練習、動作解析（衝刺、急停、跳躍）
、防守解析（滑步、交叉步、
側滑步）
、運球（行進間、節奏變換、技術挑戰）
、個人動作（投籃、上籃、轉身、墊

[進階] 步、跳投）、2 人 3 人攻防練習、攻防戰術（擋拆、盯人、區域）、團隊攻防（空切、
跑位、擋拆）
、3 對 3 及 5 對 5 規則講解及練習賽、分組對抗。加強熟練基本動作，傳
授在不同位置搭配隊友組織一波漂亮的進攻技巧。※每人贈送籃球一個。
~35~

體能、球感與傳接球練習、動作解析（轉身、急停、墊步）
、防守解析（滑步、交叉步、
側滑步）
、運球（行進間、節奏變換、技術挑戰）
、個人動作（投籃、上籃、轉身、墊

[高級]

步、跳投）、2 人 3 人攻防練習、攻防戰術（擋拆、盯人、區域）、團隊攻防（空切、
跑位、擋拆）
、3 對 3 及 5 對 5 規則講解及練習賽、分組對抗。培養正確的進攻、防守
觀念及瞭解各種戰術和隊形變換，想挑戰更高階的籃球技巧、吸收不一樣的訓練方法
的您，更不該錯過這梯次。※每人贈送籃球一個。

六、106 年暑期休閒活動「灌籃高手籃球培訓營」[初級]課程表
時間

7/3（一）

13301400

7/4（二）

7/5（三）

7/6（四）

7/7（五）

集合、點名、報到、小組時間

14001430

始業式
暖身活動

暖身活動

暖身活動

暖身活動

暖身活動

14301520

體能練習
球感練習
傳、丟球
練習

體能練習
運球練習
傳球動作
介紹

體能練習
運球、
上籃練習
2 人動態
傳球

體能練習
運球、
上籃練習
3 人八字型
傳球

體能練習
2 人攻防練
習、3 人攻
防練習

投籃練習
2 人攻防
練習、
3 人攻防
練習、
分組對抗

上籃接力
比賽、
分組對抗

15201530

15301650

16501700

休息 10 分鐘

運球練習
(左右手、
轉身)
S 型運球
運球接力

2 人動態
傳球、
上籃步法
練習、
上籃接力
眼明手快

3 人八字型
傳球、
3 點與 5 點
折返上籃
練習、
眼明手快

收拾場地

結業式

TOP
~36~
點我回活動一覽表

七、106 年暑期休閒活動「灌籃高手籃球培訓營」[進階]課程表
時間

7/10（一）

13301400
14001430

14301520

7/11（二） 7/12（三） 7/13（四） 7/14（五）
集合、點名、報到、小組時間

始業式
暖身活動

暖身活動

體能練習
基礎球感練
習傳、接球
練習

體能練習
1.兩人動態
體能練習
傳球
運球練習：
2.上籃步法
兩顆球練習
練習
(行進間、
3.進攻、防
節奏變換、
守、過人
技術挑戰)
的觀念與
技巧

15201530

15301650

16501700

暖身活動

暖身活動

暖身活動

體能練習
體能練習
隊型&戰術
1.三對三規
基礎：進攻、
則講解&
防守、戰術
練習賽
教學(擋拆、
2.分隊競賽
盯人、區域)

休息 10 分鐘
基礎練習:
1. 練 習 動 作
解析(衝刺、
急停、跳躍)
2. 防 守 練 習
動作解析
(滑步、交叉
步、側滑步)

運球、
進階：團隊
個人動作教
投籃練習、 防守、團隊 1.五對五規
學解析(投
2 人攻防
進攻、戰術
則講解&
籃、上籃、
練習、
解析 (空
練習賽
轉身、墊
3 人攻防
切、跑位、 2.分隊競賽
步、跳投)
練習
擋拆)

收拾場地

結業式

TOP

點我回活動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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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106 年暑期休閒活動「灌籃高手籃球培訓營」[高級]課程表
時間
13301400
14001430

7/17（一）

7/18（二）

7/19（三）

7/20（四）

7/21（五）

集合、點名、報到、小組時間
始業式
暖身活動

暖身活動

暖身活動

體能練習
體能練習
體能練習
1.傳接球
運球、
1.球感練習
練習
投籃練習、
1430- 2.運球練習
2.防守練習
2 人攻防
1520
(行進間、節 動作解析
練習、
奏變換、技
(滑步、交
3 人攻防
術挑戰等)
叉步、側滑
練習
步)
15201530

暖身活動

暖身活動

體能練習
高級：團隊
體能練習
防守、團隊
1.五對五規
進攻、戰術
則講解&
解析 (空
練習賽
切、跑位、
擋拆)

休息 10 分鐘

1. 個人動作
教學解析
(投籃、
1.兩人動態
上籃、
傳球
轉身、
2.上籃步法
1530墊步、
練習
1650
跳投)
3.進攻、防
2. 練習行進
守、過人
間動作
的觀念及
(衝刺、
技巧
急停、
跳躍)
1650收拾場地
1700

隊型&戰術
基礎：
1.三對三規
進攻、防
則講解&
守、戰術教
練習賽
學(擋拆、 2.分隊競賽
盯人 )

結業式

TOP

點我回活動一覽表

~38~

2.分隊競賽

九、活動上是否有專車接送？報到、解散時間及地點？
無專車接送，報到及解散皆由家長接送，報到時間 14:00（第一天報到時間為 13：30）於
富國小體育館，解散時間 17:00。
十、營隊中帶隊人員為何？工作人員比例？
由本會專任同仁親自帶團，並安排優秀大專服務員及專業籃球教練隨隊課程指導，工作人
員與學員比例約為 1 比 10。
十一、是否有須注意事項？
為使活動順利，報到、解散敬請家長接送勿遲到。請勿攜帶貴重物品及太多零用錢，以
免遺失造成心情不佳！
十二、攜帶物品：
薄外套、水壺、毛巾、健保卡，請穿著運動鞋，個人貴重物品(手機)請自行妥善保管。
※活動每人贈送五號練習球乙顆。
十三、是否有行前作業？
參加人員報名後本會利用 FB 粉絲頁做為資訊討論平台，內容為即時訊息上傳、精彩照片
分享、線上 Q&A 等內容，無行前作業，請攜帶一顆快樂與學習的心。
※新竹救國團粉絲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cychcctc/ 歡迎來按「讚」！
十四、活動若遇下雨是否照常進行？
是的，仍會照常舉辦，活動皆於室內場地進行。
十五、有事要如何聯絡承辦人？
請聯繫救國團新竹團委會：03-5153383*33 張先生。
十六、家長是否可前往觀看？
球場旁皆有座位，家長可以在旁觀看孩子練習狀況。
十七、小朋友受傷或生病，該如何處理？
學員若有受傷或身體不適，我們會有專車送至最近的國軍新竹地區醫院或新生醫院就診。
營隊中有服務人員可先基本處理後再送醫並與家長聯繫。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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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02 小小主廚食光機活動介紹&答客問 ★

一、主辦單位：救國團新竹團委會
二、活動代號&參加對象&活動日期：

C02：國小 3-6 年級 07/10-07/14(14:00-17:00)
三、活動地點及報到地點：
西門終身學習中心(新竹市西門街 146 號 2 樓)。
四、活動費用：每人活動費 3,500 元，搭配現場報名、鼓勵、把握等優惠方案，越早報名優惠越多
(網路報名亦有優惠，B-CLASS 線上報名系統：搜尋「新竹救國團」)
五、營隊介紹與活動特色：
孩子的獨特夏令營，從走進廚房開始！本活動從親手烹飪料理的過程中，培養孩子的耐心、
專注力及獨立性，增加孩子的成就感，更學會對食物的珍惜，引發對烹飪的興趣。讓小朋友玩
得高興吃得開心，又懂得與他人分享！準備好與我們一同製作各國的美味料理了嗎？【請於
活動前 3 天報名，報名活動贈環保保鮮盒乙個】※請參加學員自行攜帶圍裙(避免衣服弄髒)。

六、106 年暑期休閒活動「小小主廚食光機」 課程表
天數
時間

第一天
7 月 10（ㄧ）

第二天
7 月 11（二）

13301350

第三天
7 月 12（三）

第四天
7 月 13（四）

第五天
7 月 14（五）

小小主廚點點名~
【實在泰美味】 【法式浪漫情】 【歐巴!歐巴!】 【台灣創小吃】 【日式新食感】

14001700

1710~

泰式打拋豬
清蒸檸檬魚片
泰式涼拌粉絲

法式磨菇鹹餅
法式茄汁燉雞
法式蜜烤布雷

韓式辣炒年糕
起士春川炒雞
香蕉鮮牛奶
滿滿收穫的回家囉!
~40~

脆皮棺材板
地瓜 QQ 球
可可星冰樂

日式炒烏龍
咖啡雞唐揚
蜜桃可爾必思

七、活動上是否有專車接送？報到、解散時間及地點？
無專車接送，報到及解散皆由家長接送。本活動報到時間為下午 14:00 於西門終身學習中心，
解散時間為下午 17:00。
八、營隊中帶隊人員為何？工作人員比例？
本活動工作人員為 1 位烹飪老師、1 位助教及 1 位工作承辦人員。
九、是否有須注意事項？
1. 為使活動順利，報到、解散敬請家長接送勿遲到。請勿攜帶貴重物品及太多零用錢，以
免遺失造成心情不佳！
2. 營隊活動最多招收 25 位學生，請提早報名。
3. 請於活動前 3 天報名，報名活動贈環保保鮮盒乙個。
十、攜帶物品：
1. 請參加學員自行攜帶圍裙(避免衣服弄髒)。
2. 活動當天需準備個人慣用藥品、健保卡、水壺，個人貴重物品(手機、相機)請自行妥善
保管。
十一、是否有行前作業？
參加人員報名後本會利用 FB 粉絲頁做為資訊討論平台，內容為即時訊息上傳、精彩照片分享、
線上 Q&A 等內容，無行前作業，請攜帶一顆快樂與學習的心。
※新竹救國團粉絲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cychcctc/ 歡迎來按「讚」！
十二、活動若遇下雨是否照常進行？
是的，仍會照常舉辦，活動皆於室內場地進行。
十三、有事要如何聯絡承辦人？
請聯繫救國團新竹團委會：03-5153383*52 焦小姐。
十三、家長是否可前往觀看？
為使活動進行順利、訓練學員獨立，
恕無法同意家長陪同一起上課，如有
任何況也會立即與家長聯繫。

十四、小朋友受傷或生病，該如何處理？
學員若有受傷或身體不適，我們會送至最近的新生醫院就診。營隊中有服務人員可先基本處
理後再送醫並與家長聯繫。
十五、休閒活動照片哪邊可下載？
活動照片將於活動後貼於營隊 FB 社團：救國團新竹終身學習中心才藝營。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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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04 FUN‧心~多元智能魔術桌遊挑戰營活動介紹&答客問 ★

一、主辦單位：救國團新竹團委會
二、活動代號&參加對象&活動日期：

C04：國小 3-6 年級、國小畢業生可 07/17-07/21(09:00-17:00)
三、活動地點及報到地點：
西門終身學習中心(新竹市西門街 146 號 2 樓)。
四、活動費用：每人活動費 4,500 元，搭配現場報名、鼓勵、把握等優惠方案，越早報名優惠越
多(網路報名亦有優惠，B-CLASS 線上報名系統：搜尋「新竹救國團」)
五、營隊介紹與活動特色：
一起走入哈利波特的 MAGIC 世界!了解魔術基本五大原則之外，必須知道魔術是視覺藝術，
不受限制、老少咸宜的表演，加上邏輯桌遊推翻孩子們平常的想法，增加他們的口才度、反
應度、臨場感、合作力，成為菁英中的菁英!
六、活動上是否有專車接送？報到、解散時間及地點？
無專車接送，報到及解散皆由家長接送。本活動報到時間為下午 09:00 於西門終身學習中
心，解散時間為下午 17:00。
七、營隊中帶隊人員為何？工作人員比例？
會有一位專任講師、即隨班小老師，本會同仁也會一同帶領。
八、是否有須注意事項？
1. 為使活動順利，報到、解散敬請家長接送勿遲到。
2. 請勿攜帶貴重物品及太多零用錢，以免遺失造成心情不佳！
九、攜帶物品：
1. 活動地點於室內教室，會開冷氣，請記得攜帶外套、水壺及中餐使用的環保碗及餐具。
2. 活動當天需準備個人慣用藥品、健保卡，個人貴重物品(手機、相機)請自行妥善保管。

~42~

十、是否有行前作業？
參加人員報名後本會利用 FB 粉絲頁做為資訊討論平台，內容為即時訊息上傳、精彩照片分
享、線上 Q&A 等內容，無行前作業，請攜帶一顆快樂與學習的心。
※新竹救國團粉絲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cychcctc/ 歡迎來按「讚」！
十一、活動若遇下雨是否照常進行？
是的，仍會照常舉辦，活動皆於室內場地進行。
十二、有事要如何聯絡承辦人？
請聯繫救國團新竹團委會：03-5248266 李小姐。
十三、家長是否可前往觀看？
為使活動進行順利、訓練學員獨立，恕無法同意家長陪同一起上課，如有任何況也會立即與
家長聯繫。
十四、小朋友受傷或生病，該如何處理？
學員若有受傷或身體不適，我們會送至最近的新生醫院就診。營隊中有服務人員可先基本處
理後再送醫並與家長聯繫。
十五、休閒活動照片哪邊可下載？
活動照片將於活動後貼於營隊 FB 社團：救國團新竹終身學習中心才藝營。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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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06 飆創意~發明實驗室活動介紹&答客問 ★

一、主辦單位：救國團新竹團委會
二、活動代號&參加對象&活動日期：

C06：國小 3-6 年級、國小畢業生可 07/24-07/28(09:00-17:00)
三、活動地點及報到地點：
西門終身學習中心(新竹市西門街 146 號 2 樓)。
四、活動費用：每人活動費 4,500 元，搭配現場報名、鼓勵、把握等優惠方案，越早報名優惠越
多(網路報名亦有優惠，B-CLASS 線上報名系統：搜尋「新竹救國團」)
五、營隊介紹與活動特色：
想像力就是創造力！由世界發明展常客－明道大學吳信達教授，率領小組成員帶您體驗發明
的樂趣。創新發明原理與應用的思維引導、簡易碳鋁電池製作、太陽能車 DIY、雞蛋自由落
體、色彩變變變、創新發明應用海報設計口說訓練、成果展示、團康活動、邏輯思考訓練團
康遊戲，要激發孩子的創意思考，發現孩子的無限可能。
六、活動上是否有專車接送？報到、解散時間及地點？
無專車接送，報到及解散皆由家長接送。本活動報到時間為下午 09:00 於西門終身學習中
心，解散時間為下午 17:00。
七、營隊中帶隊人員為何？工作人員比例？
會有一位專任講師、即隨班小老師，本會同仁也會一同帶領。
八、是否有須注意事項？
1. 為使活動順利，報到、解散敬請家長接送勿遲到。
2. 請勿攜帶貴重物品及太多零用錢，以免遺失造成心情不佳！
~44~

九、攜帶物品：
1. 活動地點於室內教室，會開冷氣，請記得攜帶外套、水壺及中餐使用的環保碗及餐具。
2. 活動當天需準備個人慣用藥品、健保卡，個人貴重物品(手機、相機)請自行妥善保管。
十、是否有行前作業？
參加人員報名後本會利用 FB 粉絲頁做為資訊討論平台，內容為即時訊息上傳、精彩照片分
享、線上 Q&A 等內容，無行前作業，請攜帶一顆快樂與學習的心。
※新竹救國團粉絲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cychcctc/ 歡迎來按「讚」！
十一、活動若遇下雨是否照常進行？
是的，仍會照常舉辦，活動皆於室內場地進行。
十二、有事要如何聯絡承辦人？
請聯繫救國團新竹團委會：03-5248266 李小姐。
十三、家長是否可前往觀看？
為使活動進行順利、訓練學員獨立，恕無法同意家長陪同一起上課，如有任何況也會立即與
家長聯繫。
十四、小朋友受傷或生病，該如何處理？
學員若有受傷或身體不適，我們會送至最近的新生醫院就診。營隊中有服務人員可先基本處
理後再送醫並與家長聯繫。
十五、休閒活動照片哪邊可下載？
活動照片將於活動後貼於營隊 FB 社團：救國團新竹終身學習中心才藝營。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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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07 天生好手～羽球培訓營活動介紹&答客問 ★

一、主辦單位：救國團新竹團委會
二、活動代號&參加對象&活動日期：

C07：國小 3-6 年級、國小畢業生可 07/24-07/28(14:00-17:00)
※本活動主要對象為未學過或剛接觸羽球的學童※

三、106 年暑期休閒活動 天生好手~羽球培訓營課程表
日期
時間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集合、點名、報到
小組時間

13301400
始業式
14001430

暖身操、
握拍講解

暖身操、
長球複習

暖身操、挑 暖身操、
球動作講解 網前球講解

14301530

向上擊球
正反拍

發球講解
、發球動作
練習

挑球練習

網前球練習

15301630

長球動作講解
與練習

發球練習

前後步法
練習

撲球講解、
練習

16301650
16501700

星期五

練習長球、
羽球遊戲

發球測驗及 長、挑球結 跨步、左右
羽球遊戲

合練習

收拾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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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體能
訓練及
賽前分組
單、雙打
規則講解
及示範
單、雙打
比賽

跑腳步練習

結業式

四、活動地點及報到地點：
民富國小體育館。
五、活動費用：每人活動費 2,200 元，搭配現場報名、鼓勵、把握等優惠方案，越早報名優惠
越多(網路報名亦有優惠，B-CLASS 線上報名系統：搜尋「新竹救國團」)
六、營隊介紹與活動特色：
體能訓練、握拍練習、發球、向上擊球正反拍、長球、挑球及長、挑球結合、前後步法練
習、網前球、撲球、跨步、左右跑腳步練習、羽球遊戲、規則講解與示範、分組對抗。
七、活動上是否有專車接送？報到、解散時間及地點？
無專車接送，報到及解散皆由家長接送，報到時間 14:00（第一天報到時間為 13：30）於
民富國小體育館，解散時間 17:00。
八、營隊中帶隊人員為何？工作人員比例？
由本會專任同仁親自帶團，並安排優秀服務員及專業羽球教練隨隊授課指導，工作人員與
學員比例約為 1 比 10。
九、是否有須注意事項？
1. 為使活動順利，報到、解散敬請家長接送勿遲到。
2. 請勿攜帶貴重物品及太多零用錢，以免遺失造成心情不佳！
十、攜帶物品：
1. 攜帶物品：羽球拍、薄外套、水壺、毛巾，另請穿著運動鞋。
2. 活動當天需準備個人慣用藥品、健保卡，個人貴重物品(手機)請自行妥善保管。
十一、是否有行前作業？
參加人員報名後本會利用 FB 粉絲頁做為資訊討論平台，內容為即時訊息上傳、精彩照片分
享、線上 Q&A 等內容，無行前作業，請攜帶一顆快樂與學習的心。
※新竹救國團粉絲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cychcctc/ 歡迎來按「讚」！
十二、活動若遇下雨是否照常進行？
是的，仍會照常舉辦，活動皆於室內場地進行。
十三、有事要如何聯絡承辦人？
請聯繫救國團新竹團委會：03-5153383*33 張先生。
十四、家長是否可前往觀看？
球場旁皆有座位，家長可以在旁觀看孩子練習狀況。
十五、小朋友受傷或生病，該如何處理？
學員若有受傷或身體不適，我們會有專車送至最近的國軍新竹地區醫院或新生醫院就診。
營隊中有服務人員可先基本處理後再送醫並與家長聯繫。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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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08 Hold 住全場~兒童人際品格養成營活動介紹&答客問 ★

一、主辦單位：救國團新竹團委會
二、活動代號&參加對象&活動日期：

C08：國小 3-6 年級、國小畢業生可 07/31-08/04(09:00-17:00)
三、活動地點及報到地點：
西門終身學習中心(新竹市西門街 146 號 2 樓)。
四、活動費用：每人活動費 4,500 元，搭配現場報名、鼓勵、把握等優惠方案，越早報名優惠
越多(網路報名亦有優惠，B-CLASS 線上報名系統：搜尋「新竹救國團」)
五、營隊介紹與活動特色：
以主題式的體驗活動，讓孩子從活動中學習良好的人際關係技巧，使孩子在團體中能如魚
游水。活動中不僅培養孩子的自信、訓練自我表達的能力，也透過團體生活讓孩子學習尊
重他人、欣賞他人，教導有效的溝溝技巧，讓孩子有禮貌交朋友。
六、活動上是否有專車接送？報到、解散時間及地點？
無專車接送，報到及解散皆由家長接送，報到時間 09:00 於西門終身學習中心，解散時間
17:00。
七、營隊中帶隊人員為何？工作人員比例？
本活動由張老師基金會講師帶領活動，每 10 位同學另有 1 位隊輔協助催化活動進行。
八、是否有須注意事項？
1. 為使活動順利，報到、解散敬請家長接送勿遲到。
2. 請勿攜帶貴重物品及太多零用錢，以免遺失造成心情不佳！
九、攜帶物品：
1. 請穿著輕便服裝，攜帶自用之文具用品、環保餐具、水壺等。
2. 活動當天需準備個人慣用藥品、健保卡，個人貴重物品(手機)請自行妥善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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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是否有行前作業？
參加人員報名後本會利用 FB 粉絲頁做為資訊討論平台，內容為即時訊息上傳、精彩照片分
享、線上 Q&A 等內容，無行前作業，請攜帶一顆快樂與學習的心。
※新竹救國團粉絲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cychcctc/ 歡迎來按「讚」！
十一、活動若遇下雨是否照常進行？
是的，仍會照常舉辦，活動皆於室內場地進行。
十二、有事要如何聯絡承辦人？
請聯繫救國團新竹團委會：03-5266231#89 許小姐。
十三、家長是否可前往觀看？
可以於活動教室外看孩子以避免活動進行。
十四、小朋友受傷或生病，該如何處理？
學員若有受傷或身體不適，我們會送至最近的新生醫院就診。營隊中有服務人員可先基本
處理後再送醫並與家長聯繫。
十五、休閒活動照片哪邊可下載？
活動照片將於活動後貼於營隊 FB 社團：救國團新竹終身學習中心才藝營。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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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09 小神廚的歡樂派對活動介紹&答客問 ★

一、主辦單位：救國團新竹團委會
二、活動代號&參加對象&活動日期：

C09：國小 3-6 年級 07/31-08/03(14:00-17:00)
三、活動地點及報到地點：
竹北終身學習中心(竹北市光明三路 174 號)。
四、活動費用：每人活動費 2,800 元，搭配現場報名、鼓勵、把握等優惠方案，越早報名優惠
越多(網路報名亦有優惠，B-CLASS 線上報名系統：搜尋「新竹救國團」)
五、營隊介紹與活動特色：
讓寶貝們透過親手料理的過程中，培養寶貝們的耐心與專注力及享受完成料理後的滿足感，
透過此營隊除了能學會對食物的珍惜，更重要的是能讓寶貝們學習利用雙手自行處理食材，
建立烹煮時的味覺，激發身心靈的感動，使他們有個歡樂難忘的美食體驗喔！
※上課贈送精美保鮮盒 2 入。
六、菜單介紹：
美式風情-夏威夷黃金炒飯＆香料豬排＆冬瓜仙草飲
台味英雄-五色芝麻醬涼麵＆鹽酥雞塊＆粉粿仙草蜜
日國經典-跳舞柴魚培根鮮蔬煎餅＆熱狗小章魚＆芋奶香米露
義籍美食-蒜香蛤蠣義大利麵＆千島蔬果沙拉＆黑糖鮮奶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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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活動上是否有專車接送？報到、解散時間及地點？
無專車接送，報到及解散皆由家長接送，報到時間 14:00 於竹北終身學習中心 1 樓，解散
時間 17:00。
八、營隊中帶隊人員為何？工作人員比例？
本活動工作人員為 1 位烹飪老師、1 位助教及 1 位工作承辦人員。
九、是否有須注意事項？
1. 為使活動順利，報到、解散敬請家長接送勿遲到。
2. 請勿攜帶貴重物品及太多零用錢，以免遺失造成心情不佳！
3. 本活動最多招收 16 位學友，請提早報名。
十、攜帶物品：
1. 請攜帶圍裙、水壺...等。
2. 活動當天需準備個人慣用藥品、健保卡，個人貴重物品(手機)請自行妥善保管。
十一、是否有行前作業？
參加人員報名後本會利用 FB 粉絲頁做為資訊討論平台，內容為即時訊息上傳、精彩照片分
享、線上 Q&A 等內容，無行前作業，請攜帶一顆快樂與學習的心。
※新竹救國團粉絲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cychcctc/ 歡迎來按「讚」！
十二、活動若遇下雨是否照常進行？
是的，仍會照常舉辦，活動皆於室內場地進行。
十三、有事要如何聯絡承辦人？
請聯繫救國團新竹團委會：03-5587783 周小姐。
十四、小朋友受傷或生病，該如何處理？
學員若有受傷或身體不適，我們會送至最近的醫院就診。營隊中有服務人員可先基本處理
後再送醫並與家長聯繫。
十五、休閒活動照片哪邊可下載？
活動照片將於活動後貼於營隊 FB 社團：救國團新竹終身學習中心才藝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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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10 插畫繪本美感養成營活動介紹&答客問 ★

一、主辦單位：救國團新竹團委會
二、活動代號&參加對象&活動日期：

C10：國小 3-6 年級、國小畢業生可 08/14-08/18(14:00-17:00)
三、活動地點及報到地點：
西門終身學習中心(新竹市西門街 146 號 2 樓)。
四、活動費用：每人活動費 2,800 元，搭配現場報名、鼓勵、把握等優惠方案，越早報名優惠
越多(網路報名亦有優惠，B-CLASS 線上報名系統：搜尋「新竹救國團」)
五、營隊介紹與活動特色：
本活動充分地給孩子們發揮他們無限的
想像力，從老師的引導、有主題的內容激
發孩子們創作出獨一無二繪本的主角。本
營隊不只是單純的繪畫，更融合手作 DIY牛奶瓶繪本，讓繪本增添不同的樂趣。
※上課贈送一組繪畫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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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106 年暑期休閒活動插畫繪本美感養成營課程表
天數
時間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第四天

第五天

8 月 14 日

8 月 15 日

8 月 16 日

8 月 17 日

8 月 18 日

插畫繪本
卡片書創作

牛奶盒書
繪本創作

牛奶盒書
小草本製作

成果發表
作品介紹

1330-1400
1400-1520

報到時間
繪本之路開始
作品賞析分享

動物塗鴉
創作發想

1520-1530
1530-1700

繽紛造型
塗鴉彩繪
讓頭腦休息一下

卡片書
小草本製作

動物塗鴉
創作發想

繽紛造型
塗鴉彩繪

七、活動上是否有專車接送？報到、解散時間及地點？
無專車接送，報到及解散皆由家長接送，報到時間 14:00 於西門終身學習中心，解散時間
17:00。
八、營隊中帶隊人員為何？工作人員比例？
一位專任講師、隨班助教、本會同仁一同授課與帶領。
九、是否有須注意事項？
1. 為使活動順利，報到、解散敬請家長接送勿遲到。
2. 請勿攜帶貴重物品及太多零用錢，以免遺失喔！
十、攜帶物品：
1. 活動地點於室內教室會開冷氣，請記得攜帶外套、水壺及中餐使用的環保碗及餐具。
2. 活動當天需準備個人慣用藥品、健保卡，個人貴重物品(手機)請自行妥善保管。
十一、是否有行前作業？
參加人員報名後本會利用 FB 粉絲頁做為資訊討論平台，內容為即時訊息上傳、精彩照片分
享、線上 Q&A 等內容，無行前作業，請攜帶一顆快樂與學習的心。
※新竹救國團粉絲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cychcctc/ 歡迎來按「讚」！
十二、活動若遇下雨是否照常進行？
是的，仍會照常舉辦，活動皆於室內場地進行。
十三、有事要如何聯絡承辦人？
請聯繫救國團新竹團委會：03-5248266 李小姐。
十四、小朋友受傷或生病，該如何處理？
學員若有受傷或身體不適，我們會送至最近的醫院就診。營隊中有服務人員可先基本處理
後再送醫並與家長聯繫。
十五、休閒活動照片哪邊可下載？
活動照片將於活動後貼於營隊 FB 社團：救國團新竹終身學習中心才藝營。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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