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雄市救國團2019年夏令營戶外休閒活動簡章

主辦單位：高雄市救國團
　

2019夏令營

Facebook   @khmtc.vacation

立即加入粉絲專頁，
  掌握即時活動訊息!

　　魅力港都，帶領大家一起藉由高機動性的單車，
進一步認識高雄市的自然生態、人文、
藝術等豐富景點。讓大家的足跡及視野，
隨著車輪的轉動，一起體會不一樣的美麗高雄。
體驗高雄私房景點，您絕對不能錯過! 
【宿富驛商旅或同級】

活動內容:
　　高雄市今年非常的火熱，
不論是國內旅遊或國際觀光客來台，
都不會錯過這裡，便捷的交通讓你
能更輕易的抵達觀光目的地。但，
你知道要如何玩的更道地更精彩嗎？
快來加入我們的行列，跟著我們一起
來感受山、海、河、港帶來的感動，
背起簡單的行囊，帶著一顆開放好奇的心，
一起投入高雄這處海洋都會的熱情懷抱！
(參加學員僅需支付宿費及餐費3500元)
【宿澄清湖水漾會館或同級】

　　活動中讓孩童遊覽高雄特色景點
[旗津/文化遊艇遊紅毛港/大樹農村DIY..等]
並分組規劃前往景點的交通方式，讓孩童中英文併行，
將英文學習融入生活中，再配合帶領教師於出發前
/途中/課後回顧皆以英文引導學生，貼近生活，
做到生活即學習、學習即生活，營隊結合語言、
文化、景點，使孩子能在四天的活動中愛上英文、
學習英文、建構邏輯思維..等收穫豐富、滿載而歸。
【宿高雄國軍英雄館或同級】

（有關旅遊性質部份委由
   中國青年旅行社南部分公司辦理）

      

1. 凡患有心臟病、氣喘病、高血壓、癲癇症、糖尿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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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參加人員報到通知，於活動前一週另行寄發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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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營隊活動皆向南山產物保險公司辦理200萬元活動舉行期間責任保險，
　意外醫療理賠將依保險商品相關規定辦理。
4.如因故不克參加，請於報到前三天以書面說明或傳真證明文件，
　連同報到通知單及收據至原報名地點辦理退費手續，
　退費將扣除其他支出無法退回之款項及行政作業費350元。
5.最低成團人數：「各項活動如遇天災意外事故或人數不足25人，
　得以停辦，並於活動前7日通知退費或改期，請勿異議」。

★退費規定★
◎活動開始前第31天取消參加者,將收取10%活動費用
◎活動開始前第21至30天取消參加者,將收取20%活動費用
◎活動開始前2至20天取消參加者,將收取30%活動費用
◎活動開始前1天取消參加者,將收取50%活動費用
◎活動開始當天取消者，將收取全額費用，恕無法退費

★轉梯隊辦法★
◎轉梯隊請持原名收據、報到通知單、個人證件至報名地點辦理，
　各活動僅限轉隊一次，費用多退少補

     

網路報名 -
Step1:進入Beclass報名系統 搜尋[高雄市救國團]
Step2:選取欲報名營隊後詳閱注意事項並填寫報名表完成
Step3:請於活動報名後五日內完成繳費，
並將收據(註明姓名/活動名稱/聯絡電話)傳真至07-2827300 
郵政劃撥:
 
戶名: 高雄市救國團　帳號：00413181

現場報名繳費:
請至各學習中心或本會活動組填寫報名表後,繳交現金,即完成報名 
報名地點:
高雄市活動組  高雄市前金區中正四路189號             (07)272-7229
高雄學苑中心  高雄市前金區中正四路189號             (07)201-3141
裕誠學習中心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448號                 (07)557-5800
瑞隆學習中心  高雄市前鎮區瑞隆路476號B1            (07)717-1689
楠梓學習中心  高雄市楠梓區慶昌街2-1號1樓           (07)262-0991
三民學習中心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270號2樓      (07)262-0993
鳳山學習中心  高雄市鳳山區維新路122號6樓C棟   (07)262-1126
岡山學習中心  高雄市岡山區溪西路26號                    (07)626-8118

07-2727229

報名方式 報名注意事項

Line@生活圈:
     @ona3766n

線上簡章 線上報名 
       (Beeclass報名系統)
       搜尋    高雄市救國團

暑假　   很大

   6880元/人

縣市精選營隊
進擊挑戰王-翻轉樂一夏

3500元/人

活動日期: 
 第一梯: 7/18(四)-7/20(六)　
 第二梯: 7/22(一)-7/24(三)
 第三梯: 7/31(三)-8/02(五)　
 第四梯: 8/06(二)-8/08(四)

活動日期: 7/23(二)-7/26(五)
報到地點:高雄學苑/高鐵左營站
     嘉義火車站/屏東火車站
參加對象:國小3~6年級
承 辦 人:邱昀瑾
活動地點:高雄市
活動內容:

活動日期:7/22(一)-7/25(四)

 報到地點:高鐵左營站
 參加對象:高中職、大專青年
 承 辦 人:陳宗智
 活動地點:澄清湖水漾會館

   　

 報到地點:高鐵左營站
 參加對象:高中職/大學/社會大眾
 承 辦 人:陳淮緒
 活動地點:大高雄 
 活動內容:

 

活動內容: 
讓小朋友能親眼看到模擬野外生態環境的「獨角仙生態館」
並透過解說讓孩子了解生態破壞嚴重性；獨立山本活動搭乘
阿里山小火車從北門車站-樟腦寮車站，沿著步道往上，
最後讓孩子靠自己到達獨立山三角點~奉天岩。 
 【如當日小火車暫停開放則以遊覽車接駁北門車站-
  樟腦寮車站】 

KH21 | 獨角仙+獨立山~
  來嘉生態山野體驗

【 6/15前早鳥價3200元】

3500元/人

活動日期:
 7/8(一)-7/12(五)   
 7/29(一)-8/2(五)
報到地點:高雄學苑
參加對象:國小3~6年級
承 辦 人:邱昀瑾
活動地點:大仁科技大學
活動內容:
　　由專業教練細說台灣棒球歷史，並在棒球規則
和棒球技術的教學下，讓小朋友學會正確的打擊、
守備、跑盜壘等訓練，活動期間更安排精采有趣的
大地遊戲、趣味競賽，和令人無比期待的棒球之夜。
(棒球課程由大仁科大專業指導團隊全程教學)。

KH22 | 小幼獅棒球營
4600元/人

【 6/15前早鳥價4300元】

活動日期: 
 7/17(三)-7/19(五)  
 8/7(三)-8/9(五)
報到地點:高雄學苑
參加對象:國小2~6年級
承 辦 人:邱昀瑾
活動地點:嘉義童年渡假村 

3000元/人

KH23 | 小時候，童年時光樂悠悠 活動日期:7/10(三)-7/12(五)
報到地點:高雄學苑
參加對象:國小3~6年級
承 辦 人:邱昀瑾
活動地點:墾丁青年活動中心

KH24 | 赫米的奇幻漂流

3800元/人

活動內容:
　　藉由寄居蟹赫米的角色，帶領學員實際走訪恆春古城，
重溫恆春在地歷史。欣賞閩式建築、濱海步道夕陽、
至南灣半島藍色海灣玩沙雕。邀請環境教育認證之專業講師，
講解寄居蟹的生態環境，DIY彩繪貝殼為寄居蟹找個家。
雙流綠野仙蹤，享受源源不絕的森林芬多精。
是一個結合旅遊與環境教育的深度之旅。
最後再來個無煙烤肉BBQ留下無限回憶!
●3天2夜精彩生活，贈送每位學員拍照紀錄光碟片1份。
【宿墾丁青年活動中心】

依據交部觀業字第1050922838號函
修正發佈(國內旅遊契約書)條款辦理

108/5/31前報名繳費 一日營 享折價200元 二日營以上 享折價500元
108/6/1~6/15報名繳費 一日營 享折價100元 二日營以上 享折價200元
108/6/16~6/30報名繳費 2人同時報名  皆享折價100元
  【以上優惠若活動為不折扣營隊恕不適用】 

英雄召集令-高雄好好玩

青春活力   young起來

6000元/人

協辦單位：中國青年旅行社南部分公司

活 動
優 惠

KH02 | 高雄好好玩 雙語探索趣 

  【雙語·旅行·探索·學習】
 KH01 | 翻轉三山 ·挑戰高雄鐵騎百K

活動日期:
 7/18(四)-7/19(五) 
 8/6(二)-8/7(三)
報到地點:高雄學苑
參加對象:國小3~6年級
承 辦 人:邱昀瑾
活動地點:嘉義獨角仙農場

KH03 | 跟著CEO，勇闖高雄美麗方

玩
活動內容:
　　古早農村體驗、大自然的生態探索、
以及趣味童玩及DIY，使得長期在都市生活的孩童們，
能夠回歸大自然，觀察大自然生態的變遷，
進一步放鬆在城市生活的壓力，並且在活動的最後一天，
加入熱血有趣的漆彈對抗，跟自己的好朋友創造美好的假日回憶！
【兩天均住宿童年渡假村加拿大6-12人楓木屋】

滾滾長江東逝水

進擊挑戰王-翻轉樂一夏



進擊挑戰王-翻轉樂一夏

活動內容:
　　活潑的孩子們，準備好來一場軍事體驗了嗎~
扮演國軍，體驗國軍訓練 ：
戰鬥體適能、障礙賽、扔手榴彈等豐富的活動！
快來爭取屬於台灣的光榮時刻！！ 
課程安排: 
(1)攀岩爭霸賽、繩索達人賽 (2)神射手之爭 
(3)馬拉松式競賽組(4)野地探索試煉賽 
(5)廚神大賽。(6)舞力全開-X666 
(7)非極度嚴厲帶領方式。
【宿曾文青年活動中心】

活動日期:
 第一梯: 7/16(二)-7/20(六)   
 第二梯: 8/13(二)-8/17(六)
報到地點:高雄專業劇場
參加對象:國小3~6年級
承 辦 人:陳淮緒
活動地點:高雄專業劇場

活動內容:
　　在專業的劇場空間裡，帶領學員用各種不同的創意，
開發學員的表演戲胞，藉由小朋友的天馬行空，
開發小朋友表達自我，及體會周遭各種事物其中滋味。
※營隊第四天需住宿
※活動費用內含展演道具費用
※營隊最後一天有成果展演，敬請家長們蒞臨參觀。

活動日期:8/7(三)-8/8(四)
報到地點:高雄學苑
參加對象:國小3~6年級
承 辦 人:邱昀瑾
活動地點:高雄學苑

活動內容:
　　漫畫繪畫技巧研習，邀請漫畫家講師
傳授獨門技法！認識漫畫、從觀察事物開始、
漫畫造型概念、創作四格漫畫、動物植物擬人化、
背景與特效、創作自己的連環漫畫，啟發孩子對
藝術的興趣，讓孩子在假期裡不只「看漫畫」，
更要「看『懂』漫畫」！
【此活動由陳啟川文教基金會補助，優先提供
特殊中低收入戶、單親、外配、原住民學童參加，
檢附證明僅須繳交200元】

高雄孩子王-天天樂翻天

文藝小青年-創作夢想家

活動內容:
　　這是一個令孩子畢生難忘的專業課程！
教導孩子關於生態、飼養、特徵、產地等介紹，
課堂中以昆蟲實物互動，讓小朋友可以實際體會，
並實際觀察昆蟲。課程結束前的有獎問答活動
可加強互動性及記憶，還有小朋友最愛的甲蟲格鬥賽
及標本製作教學！
【課程結束後每人都可帶回一組價值350元的甲蟲
飼養組(含：鍬形蟲+飼養箱+果凍+果凍台+水苔)】

 高雄捷運好小子

KH06
 部落的孩子

       ~原
野生活體驗營KH07 

 冒險王生活體驗營

 ～報告小小兵～KH04 
 霹靂虎特攻隊  消防/警察體驗營

KH09 

KH08 | 小小劇場人
  -肢體創作開發營

KH10 | 繪聲繪影HIGH翻天
      漫畫營

KH12 | 小精兵野戰漆彈營 KH13 |『玩』創意!環保童玩營

KH14 | 【蟲蟲樂園】
   快樂昆蟲營 KH15 | 諾貝爾魔術科學營

KH16 | 小小賣菜郎   農夫體驗營

1600元/人

1600元/人 1400元/人

3400元/人

活動日期:7/27(六)-7/28(日)
報到地點:高鐵左營站
參加對象:國小3~6年級
承 辦 人:陳淮緒
活動地點:高雄市那瑪夏

活動內容:
　　邀請小朋友一起到高雄那瑪夏區，
體驗當地部落生活，跟著老師一起體驗射箭、
彈弓、親手搗麻糬、夜觀星象、原住民舞蹈
教學等，這麼多超級有趣的活動，
肯定能豐富小朋友的暑假!
※本活動住宿採露營搭帳篷方式，
請家長評估小朋友自身狀況適合後再報名。

活動日期:
 第一梯: 7/9(二)-7/10(三)  
 第二梯: 7/30(二)-7/31(三)
報到地點:高雄學苑
參加對象:國小2~6年級
承 辦 人:葉昇融
活動地點:高雄市

活動內容:
　　走進警察局及消防局體驗波麗士大人的生活，
急救、防震、防災、CPR教學演練、防身術、
趣味活動，在快樂中學習，知識飽飽、體能好好。
【2天不過夜】

活動日期:
 第一梯: 7/19(五)-7/21(日)   
 第二梯: 7/26(五)-7/28(日)　
 第三梯: 8/03(六)-08/05(一)
報到地點:高雄學苑、大東捷運站、
      屏東團委會
參加對象:國小3~6年級
承 辦 人:李汶軒 
活動地點:曾文青年活動中心

活動內容:
　　您知道蔬菜水果是怎麼生長的嗎？
參加農夫體驗營讓你變身最夯的「小小賣菜郎」！
活動中教您採摘當季水果、如何種菜葉幼苗、
並自己動手砍竹子製作古早味柴燒竹筒飯大餐、
手洗天然愛玉、DIY竹筒存錢筒、還有小朋友
最愛的清涼消暑漂漂河體驗！
精彩豐富的一日小小農夫體驗，
讓你我都是自然生態的守護者。

活動內容:
　　你可能去過義大，但是！
義大Running man你一定沒玩過！透過分組競賽
讓小朋友從地圖尋找解題方法，精彩刺激的
闖關活動， 培養孩子解決問題及溝通合作的能力！
不僅僅是玩而己！「運動＋尋寶＋遊戲」
一次滿足！(報名費含200元餐券)

活動內容:
　　結合魔術課程、科學遊戲、實驗操作等活動，
打造「做中學、學中做」的探究、體驗式科學營隊。
只要利用不同的「物理變化」和「化學變化」
就能展現令人驚奇的「科學魔法」。
只要瞭解物質的變化模式，我們將教導孩子施展
出科學裡的物體變形、神奇魔術水、紅茶消失術、
神祕寶貝蛋、神奇的氣球 、魔鏡魔鏡、強力空氣炮
等十多項令人驚異的科學魔法！(含400元材料費)

活動內容:
　　你知道嗎？童玩是傳統文化遺留下來的純真童趣，
古早味的玩具裡，隱藏了許多科學的秘密。
活動中老師老師帶領小朋友，利用環保物品
DIY手工玩具，融入品德教育愛物惜物的概念，
並帶入科學原理，每堂課後的分組競賽讓玩
也能激發出無限創意！

活動內容:
　　活動中藉著專業的漆彈課程更可以提高小朋友個人反應、
速度、自信、士氣，同時團隊在比賽與練習的過程中，
更能培養團隊默契與榮譽感，活動中並安排了小朋友
親手體驗BBQ的樂趣，趁著暑假快來場緊張又刺激的
漆彈的活動！

800元/人4800元/人

2980元/人高雄輪船航海王KH05 

活動日期:
 第一梯: 7/06(六)-7/08(一)   
 第二梯: 7/15(一)-7/17(三)
 第三梯: 8/12(一)-8/14(三)
報到地點:棧貳庫前廣場
參加對象:國小3~6年級
承 辦 人:李汶軒
活動地點:高雄市

活動內容:
　　高雄輪船是大眾十分普及的交通運輸工具!!!
暑假給您不一樣的搭船體驗~~旗津渡輪、
輪船後場，空中俯瞰高雄！
莉莎奶奶、DoRaMe老師、艾斯哥哥
帶你探索海洋！侏儸紀水世界爭霸戰！
帶您透過輪船掠奪大高雄！！
用不同的視角從海上看高雄，
絕對讓小孩帶回滿滿的回憶。
【3天不過夜】

活動日期:
 第一梯: 7/8(一)
 第二梯: 8/1(四)
報到地點:劉教官漆彈場
參加對象: 國小3~6年級
承 辦 人:陳玉茹
活動地點:劉教官漆彈場

950元/人
活動日期: 7/20(六)
報到地點:澄清湖水漾會館
參加對象:國小2~6年級
承 辦 人:陳玉茹
活動地點:澄清湖水漾會館

950元/人
(不折扣/不適用任何優惠)

(不折扣/不適用任何優惠)

活動日期:
 第一梯: 7/6(六)  
 第二梯: 8/4(日)
報到地點:澄清湖水漾會館
參加對象:國小2~6年級
承 辦 人:陳玉茹
活動地點:澄清湖水漾會館

活動日期:7/28(日)
報到地點:高雄學苑
參加對象:國小2~6年級
承 辦 人:陳玉茹
活動地點:高雄美濃

活動日期:7/27(六)
報到地點:高雄學苑
參加對象:國小3~6年級
承 辦 人:陳玉茹
活動地點:義大遊樂世界 

1600元/人

KH17 | 高雄玩很大
   義大Running man

活動日期:7/13(六)
報到地點:澄清湖水漾會館
參加對象:國小2~6年級
承 辦 人:陳玉茹
活動地點:澄清湖水漾會館

3000元/人

1500元/人

【 6/15前早鳥價2680元】

活動日期:
 第一梯: 7/02(二)-7/05(五)  
 第二梯: 7/09(二)-7/12(五)
 第三梯: 7/23(二)-7/26  (五)
 第四梯: 7/30(二)-8/02(五)
 第五梯: 8/06(二)-8/09(五)
報到地點:高雄捷運公司
參加對象:國小3~6年級
承 辦 人:李汶軒
活動地點:高雄市

活動內容:
　　Fun暑假嘍！
高雄捷運公司官方舉辦的第十屆高捷好小子夏令營，
名額秒殺熱門營隊開始報名囉！
利用捷運、輕軌低碳交通工具串連生活、娛樂、教育等
多元領域，活動含捷運車廂逃生+捷運、輕軌駕駛室+
行車控制中心等獨家體驗、一卡通創意彩繪DIY、
衛武營國家藝術中心之國際級藝文空間巡禮、
神奇捷運魔術DIY、華一農場生態體驗、木育森林
益智體驗、左營見城館酷炫AR+VR虛擬實境、
獵人遊戲大逃亡，精彩課程絕對讓小朋友們收穫滿滿，
名額有限，趕快手刀來報名唷【四天不過夜】

【 6/15前早鳥價3200元】
3600元/人

進擊挑戰王-翻轉樂一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