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 年暑期「鋼鐵進行曲～西拉雅野戰先鋒營」
第四梯次報到通知單
敬致親愛的同學：
一、活動日期：111 年 7 月 16 日（星期六）至 7 月 18 日（星期一），計 3 天。
二、活動地點：曾文青年活動中心(台南市楠西區密枝里 70 之 1 號，電話：06-575-3431)
三、報到時間及地點(以您報名時填寫上、下車的地點為主)：111 年 7 月 16 日（星期六）
※依據最後各地點報名人數統計，須調整接送路線，請以此通知單時間為主！
Ａ車：□08：00～08：10 救國團台中市團委會（台中市西屯區文心路三段 126 號）
□08：50～09：00 救國團彰化縣團委會（彰化縣彰化市卦山路 2 號）
Ｂ車：□07：20～07：30 救國團屏東縣團委會（屏東市成功路 206 號）
□08：20～08：30 救國團高雄市團委會（高雄市前金區中正四路 189 號）
□09：30～09：40 救國團臺南市團委會（臺南市北區忠義路三段 29 號）
四、解散時間及地點：111 年 7 月 18 日（星期一）
※高速公路時常因下班時間塞車，若抵達解散地點之時間延遲，敬請稍候。
Ａ車：□17：00～17：10 救國團彰化縣團委會（彰化縣彰化市卦山路 2 號）
□17：40～17：50 救國團台中市團委會（台中市西屯區文心路三段 126 號）
Ｂ車：□16：10～16：20 救國團臺南市團委會（臺南市北區忠義路三段 29 號）
□17：20～17：30 救國團高雄市團委會（高雄市前金區中正四路 189 號）
□18：30～18：40 救國團屏東縣團委會（屏東市成功路 206 號）
五、必備物品：報到通知單、健保卡、三日換洗衣物(含禦寒衣物)、水壺、雨具、個人慣用藥品(如防蚊
液、暈車藥)、盥洗用具(大浴巾、牙刷、牙膏) 、皮帶。
※請勿攜帶貴重物品，若攜帶需自負保管之責，本會無法代為保管。
※第一天提供一件迷彩內衣，第二天穿著自己的衣服，第三天提供一件潮Ｔ，山區夜間氣溫較低請幫小
朋友準備一件薄外套。
六、住宿地點：曾文青年活動中心團體 6 人套房(每間含 2 套衛浴設備)。
七、注意事項：
（一）凡心臟病患者、癲癇症、體質易過敏者或慢性疾病者均不適合參加本次活動（請至救國團辦理退
費），如隱瞞不實致發生意外應自行負責。
（二）請依報到時間準時報到，因車程較遠逾時不候。學員於住家至報到及解散地點往返接送，請家長
自行負責。
(三) 報到時請務必攜帶報到通知單報到，於報到時回收報到通知單(煩請家長簽章)以確認報到事宜。
(四) 因接送點較多及路況因素接送時間與原計畫有所不同，敬請見諒。
（五）此營隊活動相關相片將於營隊結束後分享於 facebook 鋼鐵進行曲～西拉雅野戰先鋒營粉絲專頁：
https://reurl.cc/radma1
（六）活動承辦人：救國團臺南市團委會活動組胡昕暐（電話：0916-011-768）
八、活動照片及影片：可至「鋼鐵進行曲～西拉雅野戰先鋒營」Facebook 粉絲專頁
(https://reurl.cc/radma1)下載。
111 年 6 月 17 日晚間 19：30～20：30 於 Facebook 粉絲專頁有晚會直播。

救國團臺南市團委會

敬啟

111.07.08

請於第一天報到時繳回~謝謝

17：50～18：00 救國團屏東縣團委會（屏東市成功路 206 號）

九、叮嚀事項
您
姓

名：

協助事項：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個資蒐集及影像肖像權使用同意書
_____________(以下簡稱授權人)同意社團法人中國青年救國團(以下簡稱被授權人)，為訪問與拍攝
照片、影片，使用授權人授權之文字影像。詳細內容如下：
一、授權人同意被授權人得對授權人進行訪問與拍攝照片、影片。
二、授權人同意被授權人得無償拍攝、修飾、使用、公開展示授權人之肖像。
三、授權人同意由被授權人所拍攝與訪問之內容之著作權由被授權人原始取得，被授權人為其著作人，享
有著作人格權與著作財產權
四、授權人同意被授權人得永久無償在國內外使用授權人接受訪問與拍攝之內容，將其文字、聲音、畫面、
影像，不限次數改作、重製、公開播送、公開傳輸、公開上映、公開展示、編輯、公開發表、散布、
發行、公開口述、出租及公開演出該訪問之內容、包括但不限於展示於被授權人所有或被授權人合作
單位之網站、活動網頁、粉絲專頁、平面刊物等處使用。
五、授權人所提供之相關著作及被授權人就該著作之改作，被授權人並得再授權第三人利用；被授權人對
受訪內容得視實際需要予以編輯、刪節或為其他必要之修改，惟不得於任何情況下變更授權人受訪內
容之原意。
六、授權人所提供之文字、影像、照片與接受採訪時所陳述之內容應無著作權爭議，如有任何爭議應由授
權人負責。
七、授權人同意被授權人蒐集其個人資料，並已了解並同意以下事項：
(一)蒐集之目的：活動報名、聯繫，行銷、保險；拍攝、製作及編輯授權人受訪內容與影片、於授權人
受訪內容與影片中載明授權人之個人資料以特定受訪對象、為授權人受訪內容與影片建檔。
(二)蒐集之類別：姓名及年齡、出生年月日、身分證字號、地址及通訊資料。
(三)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1.期間與地區：不限。
2.方式：由被授權人於合蒐集目的之合理範圍內，以電子與書面之之方式進行利用。
3.對象：一般大眾。
(四)得向被授權人行使之權利：授權人得隨時向被授權人請求查詢或閱覽、製給複製本、補充或更正、
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刪除。若授權人欲行使前開權利，請以書面(郵寄地址：臺北市中山區民
權東路二段 69 號﹝總團部活動處收﹞)或電子郵件(電子郵件信箱：atv@cyc.tw)通知被授權人，被
授權人於接獲通知後會儘速處理。
(五)授權人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個人資料，若不提供被授權人則可能無法參加活動、保險及進行拍攝訪
問。
八、授權人同意就訪問、拍攝影片等相關事項及本授權書內容爭訟時，關於智慧財產權之爭議，以智慧財
產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其他性質之爭議，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此致
社團法人中國青年救國團
授權人：＿＿＿＿＿＿
若授權人為未滿十八歲之未成年人或受監護宣告人，其法定代理人亦須簽章，且簽署人均已詳讀暸解同意
書內容。
法定代理人：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

親愛的家長您好：
感謝您對救國團多年來辦理寒暑期休閒活動的信任與支持，您的支持，是我們持續精
進的最大動力。在此，很高興有這次機會，讓我們與您的寶貝相會在「鋼鐵進行曲～西拉
雅野戰先鋒營」，相聚在景緻優美的曾文青年活動中心。
本活動以仿軍事化體驗為主，並加入時下最夯的體驗式課程，針對國小三至六年級學童
為參加對象，故在活動課程安排上，我們以最嚴謹的態度要求活動的安全及品質，期能提
供學童在一個安全活動的場域快樂的學習成長。
一般單位辦理的營隊活動，多僅強調其活動的多元性、育樂性，故在活動上注重歡樂
氣氛的營造，期盼孩子玩得開心。而「鋼鐵進行曲～野地戰鬥先鋒營」的活動目標，在於
培養或強化學生的獨立自主、自我挑戰、團隊合作的特質，故於活動氛圍營造與課程安排
上，有異於其他休閒娛樂性的營隊。本營隊特殊之處，就在於除了歡樂氛圍外，更強調活
動的嚴謹度、節奏感、鼓勵嘗試自我挑戰、建構團隊價值，希望家長能理解並予以支持。
「鋼鐵進行曲～西拉雅野戰先鋒營」在活動設計上，即圍繞著「戰鬥營」來規劃多項主
題式軍事體驗活動。為了讓孩子能快速融入營隊戰鬥氛圍，活動第一天營區報到時，即以
軍中的新兵報到手續，設「報到」
、
「裝備領取」及「體適能檢測」關卡做為入伍第一堂課；
在於生活教育的課題上，安排孩子們嘗試升火煮菜、清洗餐具、手做食糧、內務整理，了
解長輩處理家事的辛勞、體會父母經營一個家的辛苦；在自我挑戰的課題上，安排有五百
障礙超越、陣地水彈對抗射擊、攀岩攻克敵堡、雙索三索穿越體驗課程，鼓勵孩子勇於接
受挑戰、堅持不放棄；在品格教育的課題上，三日活動中不斷要求紀律、禮貌、守時，教
導學習感恩、信任與合作。當然還有歡樂元素的篝火晚會、趣味競賽…及野外活動專業課
程學習，讓孩子在三日活動中潛移默化，學會自我要求，懂得團隊合作真諦。
此活動長年辦理下來，難免會遇到孩子在第一天就想家、想父母，而不願再繼續參與
活動，亦會有孩子覺得此營隊要求與以往參與的營隊不同，感受到壓力大、要求多。在此，
我們希望疼愛孩子的您能夠理解，為營造活動戰鬥氛圍、嚴謹生活規範及活動安全確保，
教官在活動執行上會較一般營隊嚴謹些，會予孩子多一點的要求，同時，營本部設有「隊
輔組」
，會照顧孩子的生活所需、安撫孩子情緒，以減少孩子單獨離家的不安全感；同時也
會於晚間就寢前，安排孩子撥電話給家長，讓家長能在這時間多給予孩子鼓勵與支持，並
了解孩子的狀況。
最後，我們深切期盼家長在活動開展前，即能了解此活動設計的「獨特性」
，讓我們共
同給孩子一個成長、蛻變的機會，感謝您。
臺南市救國團 敬啟 111.07.08

111 年暑期休閒活動「鋼鐵進行曲～西拉雅野戰先鋒營」活動課程表
忠‧誠‧勤‧愛‧仁‧義‧禮‧智
晨
間

時間分配
06：00-07：00
07：00-07：20
07：20-08：00
08：00-11：00

上
午

中
午

11：00-11：20
11：20-11：30

第一天
【前進營區】
◆報到地點/
台中市團委會
彰化縣團委會
屏東縣團委會
高雄市團委會
台南市團委會
小小兵報到
裝備領取

11：30-12：00

精神整訓

行軍簡餐

12：00-13：00

入伍便當

返回營區

13：00-13：30
13：30-14：00

基本教練
閱兵式

內務示範
寢室內務評比

14：00-15：30

【入伍檢測】
●伏地挺身測試
●仰臥起坐測試
●徒步登階測試
●五百公尺測試
●簡易繩結應用

15：30-17：00

【團隊建立】
●戰鬥營歌唱跳
●火力支援前線
●威武軍歌教唱

下
午

17：00-18：00
18：00-19：30
晚
間

第二天
第三天
起床號、收繳裝備（內務整理）
「早點名」～風雲起山河動
勇士餐會
【軍事演習】
【戰力整備】
●五百障礙超越
●曾文野外行軍
●手榴彈投擲測
●山野植物辨識
驗
●野外蛇蟲蜂認識
●水中大作戰
小小兵攝像
(戲水池)

19：30-21：30
21：30-22：30
22：30-22：40
23：00-

【戰技考驗】
●定向越野挑戰
●手榴彈擲準練習
●攀岩攻克敵堡
●雙索三索穿越
●陣地水彈射擊
●欺敵偽裝術
●獨木橋通過考驗
節目排練

野戰炊事
【勇士之夜】
趣味競賽對抗

莒光餐會
【聯歡之夜】
篝火線上直播晚會

戰鬥澡
「晚點名」～我愛中華
晚安曲

野戰巴比Ｑ

結訓式

【光榮返鄉】
15：00
◆解散地點/
彰化縣團委會
台中市團委會
台南市團委會
高雄市團委會
屏東縣團委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