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01

荒野大冒險~「獨」立生存記

活動日期：第一梯：07/12(二)-14(四)
活動地點：四草舟屋露營區

第二梯：08/17(三)-19(五)

救國團臺南市團委會
活動費用

3,300 元

參加對象：國小2-6年級

報到解散地點：四草舟屋露營區

計畫好的冒險，來趟自由的探索，跨出舒適圈，帶著走的「獨立自主」能力，把教室搬到
戶外，三天的營隊中，親手DIY、體驗式學習、自發性挑戰，讓大腦跟感官同時大解放；
搭帳野炊、生火急救、環境整潔、大地遊戲、定向活動、角色任務、探索遊憩、獨木舟體
承辦人員：

驗，在適度的挑戰中引導出各式解決問題的能力、擁有責任的生活自主力。
黃小姐

06-222-3421 #23

※活動結束後，頒發「研習證書」。

TA02

夏日水陸兩棲探險隊

活動日期：第一梯：07/22(五)

活動費用

第二梯：08/12(五)上午09:00-下午16:00

活動地點：四草舟屋露營區

1,199元

A 熱 門 營 隊

(本活動無優惠)

參加對象：國小2-6年級

NME2207A

報到地點：四草舟屋露營區

活動費用

新中橫玉山觀峰健行隊
水陸兩棲徜徉山林的夏季樂趣，從水上到陸上，來場兩棲探險的生存遊戲吧~享受站立於
水面上的樂趣、SUP立槳體驗、迷彩偽裝叢林騎兵水彈爭霸戰、荒野大廚BBQ美食，戶外

B 主 題 營 隊

TA03

黃小姐

鐵血硬派！軍事訓練營

活動日期：第一梯：07/28-29(四-五)
活動地點：曾文青年活動中心

第二梯：08/04-05(四-五)

活動日期：第一梯：07/16 (六) - 07/18 (一) 第二梯：07/23 (六) - 07/25 (一)
第三梯：08/20 (六) - 08/22 (一)
活動地點：阿里山、玉山塔塔加、東埔、八通關古道
參加對象：高中、大專、社會青年
報到地點：Ａ.高鐵嘉義站 Ｂ.台鐵嘉義站後站
解散地點：高鐵台中站
承辦人員：06-222-3421#21 王先生

承辦人員：

運動好好較勁，這場看誰比較厲害!!!

06-222-3421 #23

活動費用

2,650元

7,500 元

抬頭仰望玉山，俯瞰雲海，踏上築路英雄的足跡，劃過時代的刻痕，走在雲端之際，追憶過往未完成的玉里玉山線。前進奮起湖車站老街懷舊，漫步雲端上的
塔塔加，眺望玉山群峰，探尋全台第二大神木的鹿林神木，從塔塔加經過夫妻樹到玉山觀峰處健行10公里，海拔從2500公尺下降至1600公尺，高山美景盡收
眼底，慢活體驗群山之美。走在有西部錐麓古道之稱的八通關古道西段，走訪溫泉與山巒美景而著名的布農族部落，帶您體驗與眾不同的新中橫的面貌。

參加對象：國小3年級以上

報到地點：台南市團委會忠義中心

【住宿：阿里山青年活動中心4人房；東埔勝華溫泉飯店4人房】※如因疫情警戒管制措施規範須變更住宿房型，則需加收房間價差。

救國團聘請退休教官重拾正統軍事教育，給予孩子身體上和心理上的鍛鍊。屏除傳統打罵
方式，更多的是透過訓練讓孩子學會對自己負責、對他人尊重、對團隊合群、對國家榮耀

NMB2207A

。從接到教召通知書開始，到向西拉雅營區報到，下車便是背著背包匍匐前進至報到處報

鋼鐵進行曲～西拉雅野戰先鋒營

到，爾後透過基礎體能教練、團體紀律要求、野地技能學習、夜間教育訓練、擬真手榴彈
疊被教學、寢室內務整理、紀律服從砥礪，體驗完全正統當兵生活，改變孩子平日懶散和
依賴，培養自律嚴謹的生活態度。
承辦人員：

【宿】：曾文青年活動中心6人團體套房。

胡先生 06-222-3421 #24

槍在我們的肩上，血在我們的胸膛，我們整裝待發一起捍衛家園！鋼鐵號角響起！小小兵們趕快背起行囊，向西拉雅營區報到！從戰技基礎教練、野外行軍欺
敵偽裝術、野戰求生技能、手榴彈投擲、定向越野挑戰、獨木橋通過、攀岩攻克敵堡、雙三索橫渡峽谷、模擬夜間襲擊敵軍、穿越敵陣地障礙、兩軍遭遇戰
200發陣地水彈射擊、線上即時家長互動超嗨戰鬥篝火晚會、戶外戰備野餐、生活內務整理、紀律服從砥礪…，一連串的野戰訓練，等你來接受先鋒營的考驗
！新型態的軍事主題體驗，精彩且豐富活動設計，就是要讓孩子們經歷一夏的成長蛻變，豐富孩子假期生活，締造美好回憶。
※本活動贈送野戰帽、勇士勳章、紀念證書。

※如因疫情警戒管制措施規範須變更住宿房型，則需加收房間價差。
※本營隊採正統軍式教育，報名時請簽屬同意書，同意教官於活動中在合理情況下對孩子
實施嚴格紀律之管理和要求。

TA04

我是小小兵快樂體驗營

活動日期：第一梯：07/28(五)

第二梯：08/05(五)

【住宿：曾文青年活動中心6-8人房】。※如因疫情警戒管制措施規範須變更住宿房型，則需加收房間價差。

活動費用

950元

NMA2208A

(本活動無優惠)

參加對象：國小２～６年級學生

歡樂小小兵準備報到，三天軍事體驗太煩？兩天軍事訓練太累？沒關係，準備跟著我們一
起到戶外踏青，來場一日歡樂輕鬆的體驗遊戲。來到群山環抱鳥語花香的曾文水庫，浸淫
在大自然環境懷抱之中。由經驗豐富的哥哥姐姐們帶領小朋友進行目標定靶射擊、好玩有

承辦人員：

趣團康遊戲和安全刺激水彈射擊，中午再來場同在一起香味四溢野外，讓孩子從五感體驗

胡先生 06-222-3421 #24

中開發心靈獲得成長。

自然小達人森活趣

中國青年旅行社雲嘉南分公司

到戶外體驗簡單、輕鬆、好玩的露營活動，讓孩子能盡情在草地上奔跑、翻滾、歡笑。懷舊的童玩遊戲，要帶孩子回到祖輩記憶中的快樂童年時光。弓箭射擊
趣味對抗，體驗另類的躲避球活動。繩索登高的樹層探險，觀察樹梢上的生態與視野景觀，再化身為特戰史瓦特，將勇氣灌入槍中射向敵方，讓孩子們模擬遊
騎兵團隊作戰，取得特攻爭霸的最高榮耀！露營、野炊、烤肉...，還有營火晚會，都將在孩子殷切的期盼中一一登場。
【住宿：曾文青年活動中心露營】

TA10

活動費用

1,700 元

活動日期：07/11(一)

人們對於對植物的熱愛，是全世界相通的，這次換個環境我們在擁有海岸沙灘、香氛浪漫玫瑰園南洋

蟲零距離接觸，品嚐天然無農藥的香草茶，一同前往尋寶行程。觀察蝴蝶生態、Pizza DIY、餐、漂漂
河、攀岩體驗、享用野生愛玉，等著你來一一探訪。

尋寶小獵人~山野奇遇營

活動日期：第一梯：07/04(一) - 07/05(二)

第二梯：08/23(二) - 08/24(二)

承辦人員：

郭小姐

06-222-3421 #34

活動費用

2,500 元

參加對象：國小學生

B 主 題 營 隊

前進自然森活、搜尋生活中的自然寶藏，呼吸大自然，享受森林中的探索樂趣，親身體驗五感，與昆

風情的雅聞峇里海岸環境中，學習花道的藝術及哲理，從插花中認知植物引申到認知自然、從生長環
境、天文、氣象 地理生態等知識，從中了解植物對於自然惡劣的環境生長與人生軌跡其實是重合的
，製作香氛精油的沐浴球，在南洋風情玫瑰園中網美拍及購物，從插花、沐浴球手做，身處在花的環

TA11

承辦人員：

、垂直下降、索道突擊）、哼唱獵人之歌（火媒棒與升火、簡易餐具製作、竹筒手作）、勇腳健行顛

王先生 06-222-3421#21

覆三腳南，透過團隊合作，戰勝野地生存戰考驗（水彈對戰1000發、弓箭對抗賽）、突破難關攻佔山
頭、溯溪考驗（水中滑梯、合作渡河、溪上漂流），在這如夢仙境的農場山林星夜觀察、夜探叢林火
把尋羌、營火晚會、荒野烹煮美食、巴比Q烤肉及控窯體驗…，我們懂得自律、敬畏自然，更力行無

活動費用

B 主 題 營 隊

活動日期：07/10(日)上午09：30-下午14：30

799元

痕山林，讓這青春如烈火、更如歌。

◆ 相關資訊

參加對象：親子/每組二人/(每位大人搭配一位小孩)
報到解散地點：四草舟屋露營區

能力、冒險力、合作力，知道自己位於哪裡、破解密碼、閱讀地圖、大膽懷疑、小心求證，勇於冒

獵奇英雄~雙槍奇兵

活動日期：08/02(二)上午09：30-下午16：00
活動地點：四草舟屋露營區

承辦人員：

黃小姐

06-2223-421#23

活動費用

799元

◆ 注意事項
報名須知：

2.救國團休閒活動臉書粉絲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cycyoutha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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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勉強參加而發生事故，請自行負責。◎營隊報到通

◆ 報名地點及電話

知單於活動前7天寄發。

救國團臺南市團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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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臺南市北區忠義路三段29號

理。

電話：(06)222-3421

(1)活動開始前第41天以前取消參加者，將收取活動費用5%。

◆ 報名方式

(2)活動開始前第31天至第40天取消參加者，將收取活動費用10%。

1.臨櫃報名 詳閱簡章→選定活動→現場填寫報名表→繳費→領取收據。

(本活動無優惠)

2.網路報名 至救國團休閒活動網 https://youth.cyc.org.tw/ 網站報名繳費。

參加對象：國小學生

3.匯款銀行

報到解散地點：四草舟屋露營區
想成為真正的開拓者，具有勇敢冒險的英雄嗎?活動身歷其境體驗戰場衝鋒陷陣，漆彈定靶射擊練習
，感受漆彈槍的震撼威力，加上水彈槍趣味對抗賽，無數發的子彈讓你感受叢林彈雨，在戰場上的
拿出神勇的毅力與瞄準力，活動並融入團隊戰術，體驗有趣又好玩的雙槍遊戲。

超甲蟲戰記‧聖域傳說

活動日期：第一梯：07/06(三) - 07/07(四)

第二梯：08/4(四) - 08/5(五)

06-2223421#32

1.救國團休閒活動網 https://youth.cyc.org.tw/

3.救國團休閒活動LINE@官方帳號 LINE ID: @229srzmd

增強抵抗力，迎接新定力，招募偉大的英雄，透過一張張地圖串聯解謎，開發記憶力、邏輯力、體
險，從錯誤中學習、從合作中成長，五力全開搶救受困於農場某處的營長 。

承辦人員：

陳小姐

【住宿：跳跳農場木屋4-6人房】※如因疫情警戒管制措施規範須變更住宿房型，則需加收房間價差。

(本活動無優惠)

活動地點：四草舟屋露營區

4,800 元

參加對象：國小3~6年級

成長，青春就不該留白！從都市走進山林，我們學習荒野求生技能、接受山野挑戰的淬練（飛岩走壁

關、森林星光晚會、心驚膽跳黑夜叢林冒險、荒野大廚師(無具野炊)、BBQ烤肉等活動

拯救營長大作戰

活動費用

冒險是我的基因，勇敢是我的座右銘！在曾文水庫湖光山色的隱世秘境中，一起冒險體驗、一起探索

獵人大自然教室、草編動物、童玩、植物標本製作、建築森林城堡自己的秘密基地、趣味童玩遊戲闖

※如因疫情警戒管制措施規範須變更住宿房型，則需加收房間價差。

06-2223421#25

報到解散地點：台南市團委會忠義中心

共存、狩獵技巧學習、陷阱製作、森林定向尋寶探索大自然奧秘、森林尋寶大冒險~生態觀察、體驗

活動地點：嘉義大埔跳跳農場

烈火青春～顛覆三腳南山野冒險營

活動日期：07/04(一) - 07/06(三)

荒野森林的勇士，在森林中探險、狩獵，是荒野中的生存達人，活動安排-森林攀樹技巧體驗與自然

TA09

余小姐

之行抒發。

活動地點：嘉義大埔跳跳農場

【住宿：跳跳農場木屋4-6人房】

承辦人員：

境中，不僅只是讓生活充滿花香而已，將我們潛藏於內心中對生活的憧憬與對精神世界的追求界草木

報到解散地點：台南市團委會忠義中心

TA08

參加對象：高中、大專、社會青年

報到解散地點：台南市團委會忠義中心

報到解散地點：台南市團委會忠義中心

TA07

活動費用

1,950 元

活動地點：雅聞峇里海岸觀光工廠

參加對象：國小學生

活動地點：嘉義大埔跳跳農場

花藝美學 花現不一樣的生活哲學

活動日期：08/13(六)

活動地點：築夢森居生態園區

TA06

3,000 元

活動日期：08/06 (六) - 08/07 (日)
活動地點：曾文青年活動中心
參加對象：國小３～６年級
報到解散地點：Ａ.臺中市團委會Ｂ.彰化縣團委會Ｃ.雲林縣團委會
Ｄ.台南市團委會Ｅ.高雄市團委會Ｆ.屏東縣團委會
承辦人員：06-222-3421 #23 黃小姐

報到解散地點：台南市團委會忠義中心

TA05

活動費用

曾文觀山兒童夏令營

活動地點：曾文青年活動中心

交觀甲5759-3 品保北0704號

5,000 元

活動日期：第一梯：07/10 (日) - 07/12 (二) 第二梯：07/12 (二) - 07/14 (四)
第三梯：07/14 (四) - 07/16 (六) 第四梯：07/16 (六) - 07/18 (一)
活動地點：曾文青年活動中心
參加對象：國小３～６年級
報到解散地點：Ａ.臺中市團委會Ｂ.彰化縣團委會Ｃ.雲林縣團委會
Ｄ.台南市團委會Ｅ.高雄市團委會Ｆ.屏東縣團委會
承辦人員：06-222-3421 #24 胡先生

投擲、穿越敵陣障礙物、目標定靶射擊、模擬遭遇戰陣地水彈射擊、用餐生活禮儀、軍事

※贈送野戰帽、迷彩內衣、教召完訓證書。

活動費用

承辦人員：

王先生

06-2223-421#21

(4)活動開始前第2天至第20天取消參加者，將收取活動費用30%。
(5)活動開始前1天取消參加者，將收取活動費用50%。
(6)活動開始日或開始後取消或未通知不參加者，將收取全額活動費用，恕不退費。

A.熱門營隊、C.特色營隊及D.精選營隊：

轉隊規定：轉隊請持原報名收據、報到通知單、個人證件至原報名地點辦理。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府城分行(銀行代號017)

各活動限轉隊一次，費用多退少補。

戶名：中國青年救國團台南市團務指導委員會/ 帳號 006-09-10604-3

停辦延期：如因報名人數不足或天災、疫情等不可抗力因素，本團有權決定營隊停辦

B.主題營隊：

或延期，營隊停辦則退還全額活動費用。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中台南分行(銀行代號822) 戶名：中國青年旅行社
有限公司雲嘉南分公司/ 帳號：137300007508

活動費用

(3)活動開始前第21天至第30天取消參加者，將收取活動費用20%。

活動保險：如因報名人數不足或天災、疫情等不可抗力因素，本團有權決定營隊停辦
或延期，營隊停辦則退還全額活動費用。
本次營隊活動中有關旅遊、食宿、交通安排由中國青年旅行社或嚕啦啦旅行社辦理。

匯款之後請將收據拍照上傳 LINE@ ID : @061uowjy

4,000 元

參加對象：國小學生

救國團臺南市團委會 111年暑期夏令營 報名表

報到解散地點：台南市團委會忠義中心
炎炎烈日似火燒，甲蟲戰士們準備來參加超甲蟲聖域傳說吧!活動透過甲蟲主題的遊戲探索讓甲蟲
戰士學習溝通自我價值認同及團隊精神。本活動邀請甲蟲專家指導講解甲蟲的生態，認識甲蟲從
小到繁衍下一代的過程轉變、讓甲蟲戰士幫獨角仙的幼蟲打造一個舒適的家也使用專業烘乾技術

活動名稱

姓名

性別

□1 □2 □3 □4 □5 □6 學校年級

梯次
□男 □女

身分證字號

出生日期

通訊地址

承辦人員：

製作甲蟲的標本，讓甲蟲標本能夠維持的更長久。甲蟲聖域之夜舉辦烤肉派對，豐富有趣有吃又
好玩的活動在聖域傳說等著您來挑戰!戰!(贈送甲蟲標本、甲蟲飼養盒、甲蟲幼蟲、巨兜土)

活動代號

余小姐

06-2223421#25

【住宿：跳跳農場木屋4-6人房】
※如因疫情警戒管制措施規範須變更住宿房型，則需加收房間價差。

連絡電話

E-MAIL

行動電話

「打造精緻旅遊 盡在中青旅」國內外旅遊、自由行、專業課程規劃、企業教育訓練(探索教育)

( )

月

日

膳食
□葷 □素

本人同意敝子弟____________________參加「111年暑期夏令營」之本項活動，除已詳閱「注意事項」外，並要求確實遵守團隊紀律，
家長或監護人同意書 如有違反規定發生意外，概由本人自行負責，特立此書證明。
(未滿20歲者必須填寫)

中國青年旅行社有限公司雲嘉南分公司 地址：臺南市北區忠義路三段29號5樓-1 電話：06-2228282 傳真：06-2226985

住家電話

年

家長或監護人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華民國 111 年

月

日

TN01 百萬小學堂~快樂成長營

500 元

活動日期：07/28(四)-07/29(五) 每日08:30-16:30
活動地點：台南市團委會東門中心

參加對象：國小學生

NLA2207A 童年の記憶拼圖～童心童趣營

活動費用
(本活動無優惠)

透過情境體驗遊戲方式增進四大軟實力-守信、關懷、讚美、尊重的認識，並由內而外的主動改變自
我！活動透過探索趣味體驗活動-百萬小學堂、陽光小旅行、有品運動會、手作DIY及團康活動等多

趁著暑假，讓您家寶貝盡情在度假村內奔跑追逐，玩著大人小時的玩意兒，一起拚湊爸媽純真童年的回憶拼圖，創造孩子與爸媽的共同話題。
活動中除了釣青蛙、抓泥鰍、滾鐵圈、轟天雷，還有認識昆蟲、蝴蝶生態探索、夜賞螢火蟲與群蛙齊鳴，體驗紅龜粿DIY、控土窯、BBQ、洗愛
玉、彩繪牛牛、童玩手做、腦力激盪、藝術創作、解謎活動…等。童年只有一次，所以格外珍貴，就跟著我們的腳步一起創造童年回憶吧！
【住宿：童年渡假村】

承辦人員：

樣化活動，激發無限的潛能與啟發正向觀念，學習尊重與責任，引導生命關懷並且培養自動、自發

余小姐 06-2223421 #25

及共好的能力。

活動日期：07/18(一)-07/22(五)
向陽梯：上午08：00-11：00
活動地點：亞洲餐旅學校戶外籃球場

微風梯：下午13：00-16：00

NLE2207A 阿溪縱走森林秘境野營隊
活動費用

2,300 元

參加對象：國小3-6年級

C 主 題 營 隊

針對運球、傳球、投籃、上籃等籃球基本動作進行解析教學，為個人動作打下良好基礎，課程帶
入實戰對打和賽後檢討，培養學生自我反思和運動家精神，提高反應力、靈敏度和判斷力。

承辦人員：

＊報名贈送籃球乙顆(每人一顆為限)。同時報名上、下午梯，加贈精美小禮物，可於學校午休，

陳小姐 06-2223421 #32

午餐自理或是代訂400元/人，活動第一天繳交承辦人＊

TN03 『天生好手羽你一起』羽球培訓營
活動地點：大仁里活動中心

參加對象：國小3-6年級

報到解散地點：大仁里活動中心

活動費用

D 精 選 營 隊

報到解散地點：亞洲餐旅學校戶外籃球場

活動日期：07/11(一)-07/15(五) 08:00-11:00

2,300 元

則講解，透過羽球遊戲練習單打/雙打/團體/個人對抗賽等方式，達到寓教於樂的效果，藉由活動
承辦人員：

過程中培養團隊精神，養成良好運動習慣，提升孩子體能。

許小姐 06-2223421 #35

※贈送羽球拍乙組。

活動日期：第一梯：07/06(三)-07/09(六)
活動地點：墾丁中心

第二梯：08/01(一)-08/04(四)

參加對象：國小3-6年級

活動日期：第一梯：07/08(五) - 07/10(日) 第二梯：07/21(四) - 07/23(六)
第三梯：07/29(五) - 07/31(日) 第四梯：08/05(五) - 08/07(日)
第五梯：08/18(四) - 08/20(六)
活動地點：阿里山國家風景區、杉林溪
參加對象：高中職、大專學生、社會青年
報到地點：A.高鐵嘉義站B.台鐵嘉義站後站

NNF2207A 澄清湖戶外冒險學校
活動日期：第一梯：07/04(一) - 07/08(五) 第二梯：07/25(一) - 07/29(五)
第三梯：08/08(一) - 08/12(五)
活動地點：澄清湖、輔英科技大學、屏東海神宮
參加對象：國小３～６年級學生
報到地點：A.台中市團委會B.台南市團委會C.高雄市團委會

活動日期：第一梯：07/19(二) - 07/22(五) 第二梯：08/23(二) - 08/26(五)
活動地點：澄清湖風景區
參加對象：國小３～６年級學生
報到地點：A.嘉義團委會B.台南市團委會C.澄清湖風景區大門口

活動費用

6,800 元

報到地點：高雄高鐵站/高雄學苑/屏東團委會

承辦人員：

李盈慧

(贈送墾青專屬精美小禮物)

NGA2207C YOHO！墾丁海洋生態悠活營

0915-008600

NNG2208A 【活動催化師】南區大專康輔研習營

活動費用

活動日期：08/30(二) - 09/02(五)
活動地點：澄清湖水漾會館
參加對象：大專學生
報到地點：澄清湖風景區大門口

5,000

D 精 選 營 隊

活動日期：第一梯：07/04(一 ) - 07/06(三) 第二梯：08/01(一) - 08/03(三)
元
第三梯：08/15(一 ) - 08/17(三) 第四梯：08/22(一) - 08/24(三)
活動地點：墾丁國家公園、海生館
參加對象：國小3-6年級
報到地點：A.台中市團委會B.彰化縣團委會C.雲林縣團委會D.嘉義團委會E.台南市團委會F.高雄市團委會

NNE2207A 王者之路～南橫健行隊

活動費用

活動日期：第一梯：07/09(六) - 07/11(一) 第二梯：07/16(六) - 07/18(一)(高中大專)
第三梯：08/05(五) - 08/07(日) 第四梯：08/19(五) - 08/21(日)
活動地點：南橫公路甲仙至向陽段
參加對象：高中職、大專學生、社會青年
報到地點：台鐵新左營站

5,500

活動日期：第一梯：07/18(一) - 07/20(三)第二梯：07/20(三) - 07/22(五)
元
第三梯：08/08(一) - 08/10(三)第四梯：08/10(三) - 08/12(五)
活動地點：溪頭自然教育園區
參加對象：國小3-6年級
報到地點：A.新竹團委會B.台中市團委會C.彰化縣團委會D.雲林縣團委會E.嘉義團委會F.台南市團委會

活動日期：第一梯：07/25(一) - 07/27(三)
第二梯：08/01(一) - 8/03(三)(高中大專)
第三梯：08/19(五) - 08/21(日)
活動地點：中橫公路 關原至布洛灣段
參加對象：高中職、大專學生、社會青年
報到地點：A.台鐵台中站B.高鐵台中站

NOA2207B 阿里山廊道雲端森活營 (南隊)

活動費用

6,800

元

活動日期：第一梯：07/11(一) - 07/13(三)
第二梯：07/18(一) - 07/20(三)
第三梯：07/25(一) - 07/27(三)
活動地點：阿里山、玉山塔塔加、奮起湖
參加對象：國小３～６年級學生
報到地點：A.台南市團委會B.高雄市團委會C.屏東縣團委會

NIH2207C 樂在森活～溪頭小半天教師人文生態研習營

NOA2207A 墾丁旭海自行車悠活輕騎營

活動日期：第一梯：07/02(六) - 07/04(一) 第二梯：07/06(三) - 07/08(五)
第三梯：08/02(二) - 08/04(四) 第四梯：08/06(六) - 08/08(一)
活動地點：墾丁國家公園、滿州、旭海
參加對象：國小５～６年級、國中、高中職、大專學生、社會青年 報到地點：台鐵新左營站

活動費用

6,000

元

漫步在鹿谷的竹林隧道，品嚐在地凍頂烏龍茶，製茶達人的手工揉茶製作，教你親製飄香紅茶。一場動人心弦的茶藝師茶席文化教學，慢慢
細品在地深厚的茶文化底蘊。親手製作特色茶香皂與藍染布文創小物。走訪長源圳生態步道，專人導覽一路探訪若隱若現的小半天竹海秘境
。溪頭森林遊樂區內古木參天，由專人帶領解說中高海拔動植物生態，讓你置身於樹木冠層中、居高臨下，從不同角度欣賞森林不同的姿態
，體驗溪頭的自然之美。※教師環境教育研習時數17小時。
【住宿：鹿鼎莊】

NIH2207D 玉山星空夜教師自然保育研習營

6,000

在海拔2,000公尺的阿里山仰望夏夜滿天星斗，感受銀河帶繁星閃爍的壓迫，會是怎樣的震撼？玉山塔塔加視野開闊，眺望山巒疊嶂，看著雲
海湧動與山嵐一波波襲來，又會是何等的壯觀？由專業講師帶領，走讀玉山塔塔加高山自然景觀、阿里山森林動植物生態、二萬坪月台夜觀
星象、漫步黑森林、二延平步道觀雲追霧…，我們逃離山下都市的擁擠難耐，享受高山特有的舒適感受，這趟學習旅程宛若仙境遊蹤，讓人
不想再驅車下山。※教師環境教育研習時數13小時。
【住宿：阿里山青年活動中心】

NKF2207A 日月潭森林冒險學校
活動日期：第一梯：07/04(一) - 07/08(五) 第二梯：08/15(一) - 08/19(五)
活動地點：日月潭國家風景區、日月潭青年活動中心
參加對象：國小３～６年級學生
報到地點：A.台鐵新烏日站B.高鐵台中站

活動費用

14,500 元

參考紐西蘭堤河邑冒險學校的模式，採AE探索教育及自然體驗卡內爾課程以及外展學校冒險課程等，設計多元化課程：含低空探索課程、高
空繩索課程、野外安全認知、定向越野、森林體驗、走繩、攀樹、自行車33KM挑戰日月潭環湖等。透過有趣、冒險、參與及互動的過程，引
導孩子去發覺自己生命的狀態及發現自己與他人之間的真實互動和正確的方法。注重參與者的體驗、學習及感受，過程中孩子的成長狀況以
及團隊生活、互助合作的學習和面對問題的處理能力是在活動背後主要培育的關鍵能力。
【住宿：日月潭青年活動中心】

NKC2207A 八通關古道玉山前峰輕裝隊
活動日期：第一梯：07/04(一) - 07/06(三) 第二梯：08/01(一) - 08/03(三)
第三梯：08/08(一) - 08/10(三) 第四梯：08/22(一) - 08/24(三)
活動地點：阿里山、玉山、八通關古道
參加對象：高中職、大專學生、社會青年
報到地點：A.高鐵嘉義站B.台鐵嘉義站後站

活動費用

6,500 元

阿里山頂石棹「霧茶雲霞櫻」步道群輕健行，全長5K各有特色，有五星級步道美譽。玉山前峰海拔3,239M，步道單趟3.5K，從2.7K處陡上
800M，通過石瀑而登頂。石瀑區需手腳併用，最末段有鐵鍊可用。攀登玉山前峰是百岳的試煉行程，不用抽籤，輕裝就可以上陣。八通關古
道健行，從東埔登山口起至雲龍瀑布折返，單趟4.3K。沿途以父子斷崖風化頁岩的大崩壁特殊景觀、懸谷型的雲龍瀑布水量豐沛終年不竭而
聞名。
【住宿：阿里山青年活動中心、帝綸溫泉飯店】

NLB2207A 酷夏山水極限冒險王 (南隊)
活動日期：第一梯：07/03(日) - 07/05(二)(國中) 第二梯：07/11(一) - 07/13(三)
第三梯：07/17(日) - 07/19(二)
第四梯：07/27(三) - 07/29(五)
活動地點：日月潭國家風景區
參加對象：國小３～６年級學生、國中學生
報到地點：A.嘉義團委會B.台南市團委會C.高雄市團委會

NOF2207A 蘭嶼飛魚海洋探險家

活動費用
元

活動費用

5,500 元

酷暑勇咖召集令，我們要成為山水極限冒險王！勇闖日月潭山水秘境，在有限的時間內，打造獨一無二的水上行舟，一起同心協力駛向水漾
秘境。 走進水社大山，登上日月潭最高峰，眺望湖光山色美景，除了自我體能的挑戰，更藉由親身接觸山林原貌，學習應用「LNT無痕山林
」運動與大自然共生，從觀念到習慣，力行山林保護，深深感受日月潭森林之美。小小冒險王準備好了嗎？一起加入我們的冒險團隊吧！※
贈送潮T、遮陽帽。
【住宿：日月潭青年活動中心】

活動費用

5,500 元

活動費用

6,800 元

活動費用

5,000 元

活動費用

7,000 元

慢騎墾丁、恆春、滿州及旭海110K，我們奔馳在濱海大道上、穿梭在山林幽徑間，佇立在草原居高臨下，一下又親臨太平洋蔚藍海岸，大聲吶喊
著的是青春！而龍鑾潭、小巴里島岩秘境、貓鼻頭珊瑚礁、南灣踏浪、恆春古城，以及台灣最美海岸線—港仔至旭海、港口吊橋、風吹砂、龍磐
草原…，也都將一一收服在我們兩腳踩踏間。不只是悠活單車御風行，還有寄居蟹生態觀察、夜訪墾丁大街濃濃南洋度假風…，精采豐富的內容
一次包裹，只為等你來恆春半島渡暑假！
【住宿：小墾丁渡假村、墾丁青年活動中心】

D 精 選 營 隊

D 精 選 營 隊

活動日期：第一梯：07/13(三) - 7/15(五) 第二梯：07/20(三) - 7/22(五)
第三梯：08/01(一) - 8/03(三) 第四梯：08/08(一) - 8/10(三)
活動地點：阿里山、玉山塔塔加、奮起湖
參加對象：社會青年、教師
報到地點：A.台鐵台中站B.高鐵台中站C.南投縣團委會

6,500 元

活動以森林定向越野及廊道追蹤旅行模式進行，帶領「角落生物」在頂石棹五星級的雲、茶、櫻、霞、霧步道群輕健行、森呼吸；在玉山塔塔加
期待與台灣獼猴不經意的偶遇；踏尋阿里山五奇中的森林、鐵道、雲海、晚霞，照片定向運動，發現森林多樣美；在黑森林中以視、觸、聽、嗅
和味覺從「心」與自然接觸；在奮起湖老街Running man一起懷舊趣；夏季星空璀璨，星星王子陪您看流星、說故事，當然熱力四射的森林晚會也
會在預期中閃亮登場。
【住宿：阿里山青年活動中心】

中橫公路，一條史詩級夢幻高山公路。一步一腳印行走在山裡、雲中，飽覽鬼斧神工般山水奇景，近眺雲海翻湧、雲瀑奔騰、雲霧繚繞，繽紛
變化彷若人間仙境。從小風口試足、關原啟走，背包行山40K，行經金馬隧道、碧綠神木、西寶森小、白楊步道、天祥、慈母橋、九曲洞、燕
子口到布洛灣，讓您深刻領略中橫太魯閣的壯麗。「走過中橫，無所不能」，勇於挑戰自我的舒適圈，此趟行山，是王者人生的必經歷程。
【住宿：觀雲山莊、天祥青年活動中心】

活動日期：第一梯：07/11(一) - 07/13(三)
第二梯：07/18(一) - 07/20(三)
第三梯：08/15(一) - 08/17(三)
活動地點：溪頭森林遊樂區、小半天風景區
參加對象：社會青年、教師
報到地點：A.台鐵台中站B.高鐵台中站C.南投縣團委會

活動費用

蜿蜒迷人的南橫有高落差海拔景緻，首日直上梅山口，探訪馬舒霍爾部落，找尋部落公主的家，品嚐高山愛玉冰。翌日，一路靜賞南橫山林溪谷
之壯闊，直上海拔2,722公尺最高點—啞口啟行，踏過南橫最精采的絕美山景至向陽，下午我們如鮭魚洄游般，輕踏山林步道，健行天池至中之關
古道，期待與台灣獼猴偶遇的目光相接。末日沿公路行山自梅山口經瓦阿系吊橋至桃源。驅車順著荖濃溪下行，沿途閃過一幕幕南橫美景，心滿意
足的為這趟經典旅程劃下完美句點。
【住宿：梅山青年活動中心】

背上行囊回應山林的呼喚，直往溪頭的方向前去。漫步森林步道，練習瑜珈呼吸、赤腳接上地氣…，一路在山林小徑吟唱吶喊、在冷冽清溪
泡腳刺激、在柳杉林區體驗抱樹，耳聞蟲鳴鳥叫，鼻息自然芬芳，用視覺、觸覺、聽覺、嗅覺和味覺感受著森林環境變化，讓自己的身心靈
在自然中漸漸放鬆、漸漸療癒。這趟森林的自然體驗旅程中，我們完成團隊闖關競賽、森林枯植畫創作、搜尋百寶奇珍、探索森林冠層、觀
察夜行動物，還在松林町內探險打怪，更熱力燃燒玩瘋山林晚會！宛若森林小精靈，快樂的體驗學習、漸漸的學會獨立、成長。
【住宿：溪頭青年活動中心】

NHE2207A 王者之路～中橫健行隊

12,000 元

「康輔」是營造活動氛圍的重要催化劑，熟練的「康輔」技巧運用在各式活動場合，讓你成為整場活動的矚目焦點。「南大康」暑期以「能帶著
走、可馬上用」的務實教學為出發，讓你在開學後的社團活動立即派上用場！大牌師資傾囊相授不藏私，研習包含領導技巧運用，創意激發、團
隊動力、團康活動主持與領導、音樂律動與唱跳、遊戲活動設計與帶領、社團領導與團隊經營、司儀主持技巧與實務、公關實務、學生活動風險
管理及社團活動經驗交流等。
【住宿：澄清湖水漾會館】

YOHO墾丁！我們來了！觀察海陸生物多樣(小巴里島岩潮間帶蝦兵蟹將、青蛙石寄居蟹、南灣沙灘小生物、龍鑾潭水鳥群聚)，體驗與魚共
舞新奇(驚豔珊瑚王國穿越海底隧道、環遊世界水域巨大海藻森林、親睹台灣水域洋池餵魚爭食)，走讀國家公園地景 (社頂風剪樹石灰洞、
尼克森頭船帆石、細柔貝殼砂、貓鼻頭崩崖地形)，領略墾丁人文風情 (墾丁大街采風、傳統閩式建築之美、夏夜瘋晚會)，一同感受國境之
南驚豔的夏日風情！
【住宿：墾丁青年活動中心】

NHA2207B 溪頭森林獨立營

活動費用

隨時準備好面對突如其來的疫情變化，除了各項防疫物資的準備外，我們更需要健康的身心勇於面對。透過有趣的運動及體能課程，漸進式帶動
小朋友對於運動的興趣體驗，活動安排足球運動、自行車運動、定向越野運動、躲避球、飛盤、樂樂棒球運動…等，搭配競賽、競技及各式動態
趣味活動，增進小朋友對各類戶外運動的新體驗，鍛鍊強健的體魄、增進心肺功能、培養愛好運動的習慣，歡迎加入全明星運動會，一起做好抗
疫準備。
【住宿：澄清湖水漾會館】

恆春半島生態暨人文的深度旅遊!帶你觀察濱海生態環境、了解閩南建築特色與人文意涵、墾森探
灣傳統美食、大玩水世界(室內水上活動)、BBQ派對時光、一探恆春古城人文之美。

6,800 元

救國團經典營隊「溪阿縱走」因921地震而中斷。如今重返經典路線，將由高山嚮導帶領自阿里山森林遊樂區進入，走入停駛的阿里山眠月線森
林鐵道，經塔山、眠月、石猴車站，沿途原始自然森林景色宜人，攀登海拔2551的「松山」，走訪台灣第4大「眠月神木」，再至沿支稜下至「
水漾森林」，目睹這片天然的山光水色最為夢幻。再由亞杉坪林道出杉林溪森林生態園區。這條縱向阿溪替代路線，沿路森林、神木、鐵道、雲
海等景觀特殊。※進入眠月線須14天前申請抽籤，請即早完成報名。
【住宿：石猴車站野營、水漾森林野營】

NNA2207A 澄清湖全明星運動會

險潛入台灣最長的石灰岩洞、知星觀星浪漫之夜、體驗叢林漆彈生存戰、DIY手做品嘗斯卡羅之排

活動費用

行囊上肩，走出舒適圈，我們踏山過河、體驗自然、克服恐懼，就能勇者無懼。以澄清湖為起點，讓孩子在大自然裡冒險探索、在戶外環境中體
驗生命、在團隊建構中學會合作、溝通與包容。讓營隊不只是玩樂或遊戲，更是成長蛻變的開始！在攀樹與走繩中學會專注，在溯溪與健行中強
大勇氣及耐力，在體驗活動中訓練建構及協調。向山河學習包容，讓孩子們在這裡認識彼此，一起成長、一同挑戰，齊聚在澄清湖共享榮耀，深
烙於心的王者成長印記！
【住宿：澄清湖水漾會館】

依程度不同調整教學內容，由正確握拍方法、正反拍擊球基本動作講解、步伐、接發球入門、規

A4A2207A 赫米的奇幻漂流

4,500

元
活動日期：第一梯：07/18(一) - 07/20(三) 第二梯：07/20(三) - 07/22(五)
第三梯：07/27(三) - 07/29(五)
活動地點：童年渡假村
參加對象：國小３～６年級學生
報到地點：A.新竹團委會B.台中市團委會C.南投縣團委會D.嘉義團委會E.台南市團委會F.高雄市團委會

報到解散地點：台南市團委會東門中心

TN02 灌籃高手～籃球訓練營

活動費用

活動日期：第一梯：07/04(一) - 07/06(三) 第二梯：07/08(五) - 07/10(日)
第三梯：07/31(日 ) -08/02(二) 第四梯：08/04(四) - 08/06(六)
活動地點：蘭嶼
參加對象：國小３～６年級學生、國中、高中職、大專學生、社會青年
報到地點：A.高鐵左營站B.台鐵屏東站

活動費用

9,500 元

踏上蘭嶼，跟著島上達悟族人的腳步，會發現總有聽不完的傳說、看不盡的美景及吃不完的美食，熱情的招呼與親切的問候，讓人有種回家的溫
暖。地下屋、丁字褲、飛魚季、拼板舟、芋頭、蘭花…，是這海洋民族的獨特圖騰；機車環島探訪原民部落與奇岩怪石，猶有海上遊俠般的愜意
。登大天池漫步熱帶雨林、浮潛窺視高清的海底世界隨著熱帶魚群悠游、戶外無光害仰望璀璨的滿天星斗…，讓您脫離都市塵囂，好好體驗慵懶
、自由、山羊逛大街的蘭嶼慢活！
【住宿：TATALA的家 或同等級】

NPA2207A 會走路的樹～台東鸞山森活趣
活動日期：第一梯：07/10(日) - 07/12(二) 第二梯：07/24(日) - 07/26(二)
第三梯：07/31(日) - 08/02(二)
活動地點：台東、布農鸞山部落
參加對象：國小３～６年級學生、國中、高中職、大專學生、社會青年
報到地點：台鐵台東站

活動費用

6,000 元

您看過樹會走路的嗎？置身宛如阿凡達夢幻情境的鸞山部落原始森林，體驗獵人廊道探險、祭拜山神祖靈、部落野菜風味餐、八部合音、傳統弓
箭、搗麻糬，帶你深入部落認識布農族文化。
走訪臺東著名景觀熱區，小野柳天然地質石雕、IG打卡聖地加路蘭裝置藝術、富山護漁區唯美海上步道、鐵花村音樂聚落、鹿野龍田單車樂活
行、知本溫泉泡湯及熱帶森林芬多精…等，在夏天造訪熱情的臺東山海，定會讓您回味無窮！
【住宿：鮪魚家族飯店、東遊季溫泉渡假村】

NPF2207A

綠島藍洞海洋探險家

活動日期：第一梯：07/06(三) - 07/08(五) 第二梯：07/13(三) - 07/15(五)
第三梯：07/27(三) - 07/29(五)
活動地點：綠島
參加對象：國中、高中職、大專學生
報到地點：台鐵台東站

活動費用

7,000 元

在這獨具特色的小島上，與熱帶魚群共游的浮潛、世界唯三的朝日海底溫泉泡湯觀星、熱夯的藍洞與彎弓洞秘境探險及過山古道山林生態景觀，
一路哼唱綠島小夜曲的環島攬勝，走訪綠島燈塔、人權紀念公園、將軍岩、觀音洞、維妙維肖的睡美人與哈巴狗…，還要探尋讓人垂涎三尺的花
生豆腐、章魚捲、芡粿、海草冰、呷愛玉的綠島必吃美食，這特有的南洋海島風情，不親身來一趟綠島，是無法享受體驗的！今夏，就安排去綠
島探險趣吧！
【住宿：綠島凱薪飯店】

NAG2208A LNT無痕山林明潭自我察覺工作坊
活動日期：第一梯：08/23(二) - 08/25(四)
第二梯：08/25(四) - 08/27(六)
活動地點：日月潭國家風景區、水社大山、頭社活盆地
參加對象：大專學生、社會青年、教師
報到地點：A.台鐵新烏日站B.高鐵台中站

活動費用

6,500 元

以日月潭森林步道、水社大山、日月潭聖愛營地為教室，透過體驗活動學習於戶外活動時對環境應具備的正確觀念與做法，同時能將課程之各項
環境準則，由山林野外環境延伸並落實在日常生活中，友善及正確的對待週遭環境。利用日月潭獨特夜間環境進行獨處及行走，藉由自我提問思
考學習人與自然、人與自我之關係。營隊以自然體驗方式，重新認識這塊土地，以流水學習法為主軸，將此核心價值推廣給願意愛護地球與自然
環境的您，邀請一起同行實踐。
【住宿：日月潭青年活動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