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活動專線 07-2727229

101C06

101C10

臺灣四極點兩鐵環島活動南隊

王者之路〜南橫中之關天池輕健行

臺灣環島

南橫公路中之關天池段

(1)1/23( 六 )-1/30( 六 )

(1)1/21( 四 )-1/23( 六 )
(2)1/28( 四 )-1/30( 六 )

國中、高中職、大專學生及社會青年

高中職、大專學生及社會青年

陳淮緒 0931-320922

黃浚瑋 0928-161939

單車環島是台灣人必想完成的三項壯舉之一！活動以鐵馬搭配臺鐵及專車接駁
的方式，造訪台灣四極點燈塔，用輪跡重新認識腳下這塊土地。打卡極北富貴
角燈塔黑白橫紋八角型，極西七股國聖港燈塔佇立於沙洲。極南鵝鑾鼻燈塔有
「東亞之光」的美稱。極東三貂角燈塔純白色希臘地中海風建築。單車環島騎
行 390K。※ 贈送車衣 2 件、全程完騎獎牌。

重返南橫健行經典路線，沿途走讀旗山老街 ( 午餐自理 )、浦來溪頭社古戰道，
寶來溫泉足浴體驗後，車抵世外「桃源」。越往山裡走，高山景色越發壯麗，
在這裡，快樂可以很純粹。翌日，從天池啟行，輕踏山林步道，健行中之關古
道至梅山活動中心 (20K)。末日沿公路行山至桃源鄉午餐 (16K)。驅車順著荖
濃溪下行，在甲仙貓巷輕旅行、芋城吃冰後，很是心滿意足。

$23000

$5800

活動日期

活動日期

活動地點

活動地點

參加對象

參加對象

活動費用

活動費用

承辦人電話

承辦人電話

活動內容

活動內容

高雄市團委會報到地點

台鐵新左營車站報到地點

FB:  @khmtc.vacation
線上簡章：
http://khmtc.cyc.org.tw/camp

線上報名：
http://www.beclass.com/LINE@:@ona3766n



KH01

KH02

KH03

KH04

KH05

KH06

KH07

KH08

KH09

KH10

冒險飛行營隊

槍林彈雨特攻冒險營

小精兵野戰漆彈營

動滋 ! 動滋 ! 歡樂運動會

【水母漂漂】海洋生態探索品格營

【高雄玩很大】義大 Running man

【蟲蟲特攻隊】快樂昆蟲營

【空中戰神】搖控直昇機航空營

【玩具總動員】雷射切割液壓機械手臂

【玩具總動員】野放童年趣

承辦人  蔡孟璇  07-2727229

承辦人  蔡孟璇  07-2727229

承辦人  蔡孟璇  07-2727229

承辦人  邱昀瑾 07-2727229

承辦人  邱昀瑾 07-2727229

承辦人  陳玉茹 07-2727229

承辦人  邱昀瑾 07-2727229

承辦人  陳玉茹 07-2727229

承辦人  陳玉茹 07-2727229

承辦人  陳玉茹 07-2727229

活動地點

活動地點

活動地點

活動地點

活動地點

活動地點

活動地點

活動地點

活動地點

活動地點

活動內容

活動內容

活動內容

活動內容

活動內容

活動內容

活動內容

活動內容

活動內容

活動內容

報到地點

報到地點

報到地點

報到地點

報到地點

報到地點

報到地點

報到地點

報到地點

報到地點

澄清湖風景區
售票口旁

澄清湖風景區
售票口旁

劉教官漆彈場

澄清湖風景區
售票口旁

高雄市團委會

高雄市團委會

澄清湖風景區
售票口旁

澄清湖風景區
售票口旁

澄清湖風景區
售票口旁

A. 高雄市團委會
B. 屏東火車站

澄清湖水漾會館

澄清湖水漾會館

劉教官漆彈場

澄清湖水漾會館

高雄林園

義大遊樂世界

澄清湖水漾會館

澄清湖水漾會館

澄清湖水漾會館

童年渡假村

參加對象 國小 3~6 年級

參加對象 國小 2~6 年級

參加對象 國小 2~6 年級

參加對象 國小 2~6 年級

參加對象 國小學童

參加對象 國小 3~6 年級

參加對象 國小 2~6 年級

參加對象 國小 1~6 年級

參加對象 國小 1~6 年級

參加對象 國小 1~6 年級

活動費用 $5700

活動費用 $2700

活動費用 $950
( 無優惠營隊 )

活動費用 $950
( 無優惠營隊 )

活動費用 $3600

活動費用 $900

活動費用 $1500

活動費用 $1600

活動費用 $2000

活動費用 $1700

活動日期 1/29( 五 )-1/30( 六 )

活動日期 1/26( 二 )-1/27( 三 )

活動日期 (1)1/21( 四 )
(2)2/08( 一 )

活動日期 2/1( 一 )-2/5( 五 )
09:00-16:30

活動日期 1/22( 五 )
08:30-16:30

活動日期 1/31( 日 )

活動日期 1/30( 六 )
09:00-16:00

活動日期 1/23( 六 )
09:00-17:00

活動日期 1/24( 日 )
09:00-17:00

活動日期 2/6( 六 )

符合最新流行，並結合最新 108 課綱學習歷程中資訊科技、生活科技，訓練飛行家們面對多元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能夠系統性的思考
與解決問題，結合了 Winfly DIY 手作課程，過程中將學會基礎飛行原理、馬達電機轉動原理、設計製造思維、飛行基礎操作，體會玩無
人機以及組裝無人機的樂趣，第二天還能體驗空中 F1 競速穿越機藉由操作飛行器來了解辨別空間思維，培養空間概念，基礎的操作完成
後，進階到穿越障礙物，來提升小小飛手的操作技巧。
【課程結束後每人都可帶回一組市價 1800 元的整組 Win Fly 四軸飛行器 DIY 一組】【宿 澄清湖水漾會館 4~6 人房】

從活動中體驗自然、漆彈探險、湖邊瘋晚會、定向遊戲等豐富課程，激發學習與成長並培養獨立思考、團隊、互助的精神。激發問題解
決和情緒管理的能力。透過團隊運作達成目標，具激勵性、挑戰性、教育性的活動安排，好玩也有趣。【宿：澄清湖水漾會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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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一系列球類運動及有趣體能課程，漸進式帶動小朋友對於運動的興趣體驗，每日活動內容不重複，特別安排泡泡足球、躲避飛盤 .. 等
特別新奇的活動增進小朋友的新體驗，並穿插古早童玩 DIY 並搭配趣味競賽、單人 / 雙人競技 ( 飛盤、跳繩等 )，各式動態類趣味活動，
歡迎揪團，一同來「動滋 ! 動滋 !」。※ 活動時間每日 09:00~16:30 往返，不住宿

「海洋濕地公園」擁有全台獨一無二的水母湖，不用跑遠也可欣賞到療癒仙后水母群、海葵、帆旗茉莉、羽毛蕨藻！讓小朋友透過五感：
視覺、嗅覺、觸覺、味覺和聽覺，發掘大自然的奇妙。活動也規劃汕尾漁村小旅行、沙灘尋寶、生態遊戲等；親身體驗海洋生物多樣性
與生態保育知識，也對海洋保育／海洋品格有更深刻的體驗。活動 DIY 利用海邊拾獲的廢棄物製作有趣的紀念品。
【報名任一 KH 代碼營隊，可以 500 元優惠價加購 水母漂漂營】

你可能去過義大，但是！義大 Running man 你一定沒玩過！跟著闖關卡上的照片你能循線找到上面的正確答案嗎？透過分組競賽讓小
朋友從闖關卡尋找解題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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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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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徵等介紹，課堂中以昆蟲實物 ( 寄居蟹、守宮、烏龜、蜜袋鼬、馬
達加斯加蟑螂 ) 互動，讓小朋友可以實際體會，並實際觀察昆蟲。課程中有獎問答活動可加強互動性及記憶，還有小朋友又驚又喜的蟲
蟲接觸！【課程結束後每人都可帶回一組價值 350 元的飼養組 ( 含：寄居蟹 *3+ 裝飾樹木 + 貝殼沙 + 飼料 )】

小朋友最愛的空中戰神開課了 !!! 顛覆一般遙控飛機不好操作模式，讓小朋友經過課堂上講解和實際操作能夠輕鬆操作上手，一鍵起飛、
一鍵降落，內置陀螺儀讓直昇機更加平穩，讓飛行不再是難事！並可設計彩繪自己的飛機喔！
【每人課程結束可帶回一組市價 1200 元的遙控直昇機 ( 含遙控器 )】

利用雷射切割切割出各式的木製零件，課程中透過組合作品讓小朋友從中了解機械手臂的機械原理，可以組裝出兩種不同變化木製機械
手臂，利用液體來驅動手臂可以變化成怪手或是機械夾子！不同功能！不同玩法！新奇又好玩！
【課程結束後每位小朋友都可帶一組市價 900 元的液壓機械手臂木製玩具組】

我們要帶孩子去體驗焢地瓜、滾鐵圈、雙輪划船、古早童玩、泡泡水世界、拼豆、昆蟲觀察體驗等自然生態活動，貫徹課綱中的「自主
學習」，學會玩，真的很重要！今年寒假放下 3C ！放手讓孩子自由探索，來趟野放童年趣！【費用含車資、保險、套裝活動、午餐】



KH11 【動滋 ! 動滋 !】躲避球 & 躲避飛盤戰鬥營 承辦人  邱昀瑾  07-2727229

活動地點

活動內容

報到地點 澄清湖風景區
售票口旁

澄清湖水漾會館 參加對象 國小 1~6 年級 活動費用 $850
( 無優惠營隊 )

活動日期 2/3( 三 )
09:00-16:30

躲避飛盤以安全性為基本考量，利用軟身飛盤取代躲避球的運動，融入飛盤運動的投擲與飛行的技巧。躲避飛盤是將「躲避球」與「飛盤」
結合的一項運動，並以躲避球賽的基本概念為基礎，融入了飛盤運動的投擲與飛行的技巧，快、狠、準的投擲技巧是比賽獲勝的必要條件。

KH12

KH13

KH14

KH15

【動滋 ! 動滋 !】歡樂足球 & 泡泡足球大挑戰

兒童冒險學校 - 攀樹 & 中低空探索

冬季足球運動營

赫米的奇幻漂流

承辦人  邱昀瑾  07-2727229

承辦人  邱昀瑾  07-2727229

承辦人  邱昀瑾  07-2727229

承辦人  邱昀瑾  07-2727229

活動地點

活動地點

活動地點

活動地點

活動內容

活動內容

活動內容

活動內容

報到地點

報到地點

報到地點

報到地點

澄清湖風景區
售票口旁

高雄市團委會

A. 高雄火車站
B. 屏東縣團委會

A. 高鐵左營車站
B. 高雄市團委會

澄清湖水漾會館

輔英科技大學

台東國家訓練中心

屏東、墾丁地區

參加對象 國小 1~6 年級

參加對象 國小 3~6 年級

參加對象 國 小 3 年 級 以
上至國中

參加對象 國小學童

活動日期 2/5( 五 )
09:00-16:30

活動日期 1/26( 二 )

活動日期 (1)1/21( 四 )-1/25( 一 )
(2)1/27( 三 )-1/31( 日 )

活動日期 (1)1/24( 日 )-1/27( 三 )
(2)1/27( 三 )-1/30( 六 )

傳統足球的基礎教學 : 藉由傳停球、控球…等，幫助孩子瞭解足球的規則及基礎運球技巧；半日納入較具趣味性的泡泡足球活動，讓參與
的孩子都能開心踢球，也藉由活動讓孩子們學會專注、溝通、獨立思考以及團隊合作。

兒童冒險學校戶外課程結合 108年新課綱的核心素養，讓孩子具備有適應環境，面對挑戰的態度，透過探索課程結合團體挑戰及群體學習；
是最安全最有趣的營隊；活動設計包含攀樹體驗及中低空探索；活動過程中，不僅是體力上的活動，更是腦力的激盪，也讓孩子學習解
決問題及有效率的達成任務。

愛好足球運動的你不能錯過，學習團隊合作，體驗生活自主，建造人文視野素養。 專業足球訓練、分組競賽、運動防護課程、趣味競賽、
多良車站、史前博物館參訪等。【宿：台東國家訓練中心】◎原價 9800 元  12/31 特價 6800 元 ( 凡報名繳費成功者贈足球衣一套 )

傳統閩式建築導覽、墾丁大街探險尋寶、寄居蟹生態導覽、觀星探索活動、淨灘活動、車城鹹鴨蛋 DIY 活動體驗、社頂森林生態導覽、
享受美味烤肉 BBQ 大餐、歡樂晚會活動、悠遊恆春古城的人文風情。是個結合人文、生態、公益、教學等健康性兒童營隊。【宿：墾丁
青年活動中心】

活動代號 活動名稱 活動日期 活動內容 活動地點 報到地點 參加對象 活動費用

101C03
王者之路〜
中橫健行隊

(1)1/24-1/27 
(2)1/25-1/28

台八線中橫，一條夢幻般的高山公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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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從關原起背
包行山 40k，行經金馬隧道、碧綠神木、西寶森小、白楊
步道、塔比多步道、天祥、慈母橋、燕子口至長春祠，讓您
深刻領受中橫的美麗與哀愁。

中橫公路 
關原至長春祠段

台鐵花蓮車站
西出口

國中、高中
職、大專學生
及社會青年

6,800

101C04
鐵騎勇士花東
自行車活動隊

(1)1/28-2/01 
(2)2/04-2/08

以單車代步，領略花東山海美景。從花蓮出發，全程騎乘
384K 挑戰自我，用自己雙腳踏上旅程，走訪花東縱谷（七
星潭、關山、伯朗大道、大農大富、光復糖廠…）及東部海
岸（石梯坪、長虹橋、八仙洞、比西里岸、東河、加路蘭…），
聆聽太平波濤捲起的交響樂章，我們用心感受在地生命力，
用不一樣的角度看見花東。

花東縱谷、東部
海岸 花蓮學苑

國小 5 年級以
上、國中、高
中職、大專學
生及社會青年

9,000

101C18
未婚青年印象中

橫輕健行
(1)1/22-1/24 
(2)1/31-2/02

台八線中橫，一條無數青年男女愛情萌芽的戀愛公路。在壯
闊群峰環繞中，一步一腳印行走在山裡雲中，從梨山觀景及
觀雲至金馬道班房的行山初體驗，一路行經碧綠神木、西
寶森小、白楊步道、天祥、慈母橋、燕子口至長春祠，全程
以巴士接駁及輕裝健行 36K 交替，這趟「印象中橫」，讓
您驚嘆自然的鬼斧神工，結交扶持的真情摯友，萌發愛情的
扉頁詩篇！

中橫公路 
梨山至長春祠段

A 中國青年服務社 
B 板橋車站北 2 門

限 35 歲以下
大學畢業未婚
青年

7,500

101C15
小泰山山野
體驗營 2.0

(1)1/27-1/29 
(2)2/03-2/05

隨我們走入山林，體驗山野的純粹，宛如森林小泰山輕鬆悠
遊！學校沒教的事，由我們帶你玩瘋這座森林花園…，野外
求生技能、大自然生態教室、濯足園溫泉泡腳、冒險探索的
林場定向運動、奔跑吧森林大地遊戲、經典山林營火晚會及
叢林漆彈射準。沉浸在林場芬多精的山野體驗活動，要孩子
學習力行無痕山林，除了足印，什麼都不留，上一堂珍惜自
然、保護山林、愛護環境的實境教育。

東勢林場 高雄市團委會 國小 3~6 年級
學生 4,500

101C02
日月潭自行車
環湖輕騎營

(1)1/22-1/24 
(2)1/29-1/31

日月潭一年四季，晨起薄霧，夕照餘暉，邵族聖地，日月相
連。走進山水絕美之境，深度體驗日月潭的美…，好好喝茶、
好好走路、好好騎車、好好吃飯、好好享受日月潭最新的遊
湖 buffet、好好拍照、好好走讀日月潭新八景。用最深入的
角度引領你進入日月潭，用慢旅的心情，走過騎過每一個你
不曾駐足的地方，感受這片土地最沉靜的力量！

日月潭
國家風景區

A 台鐵台中車站 
B 高鐵台中站

國中、高中
職、大專學生
及社會青年

6,800

101A01
戀戀合歡奧萬大 

教師自然生態研習
營

(1)1/25-1/27 
(2)1/27-1/29 
(3)2/01-2/03

這是一趟與自己對話的旅程，合歡之美，在於四季皆有不同
風貌，只有上山了，才能深刻體會那雲霧繚繞間的變化萬
千！活動足跡將踏上石門山、合歡東峰、合歡主峰三座百岳
及奧萬大國家森林，在登高互勉之餘，認識台灣高山特有的
動植物生態。這趟知性行程，讓您親自體驗大自然的奧妙，
更讓您輕鬆拿下屬於自己的台灣百岳行。( 教師研習時數 15
小時 )

合歡山區、
奧萬大

A 台鐵台中車站 
B 南投縣團委會

教師、
社會青年 5,700

101D07
森入心林～

溪頭森林療育
自然體驗營

(1)1/21-1/23 
(2)1/24-1/26

背上行囊回應山林的呼喚，直往溪頭森林的方向前去。漫步
森林步道，練習瑜珈呼吸、赤腳接上地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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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五
感領受森林環境，讓身、心、靈在自然中漸漸放鬆、漸漸療
癒。共同完成山林枯植畫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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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溪頭自然
教育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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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小 3~6 年級
學生 4,800

101C11
「新阿溪縱走」
森林秘境野營隊

(1)1/26-1/28 
(2)2/02-2/04 
(3)2/08-2/10

重返救國團經典路線，由高山嚮導帶領自阿里山進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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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登松山，走訪眠月神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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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條縱向路線，沿
路森林、神木、鐵道、雲海等景觀特殊，營隊安排在石猴車
站和水漾森林二處露營休整。

嘉義阿里山、
玉山地區

A 台鐵嘉義車站後站 
B 高鐵嘉義站

高中職、大專
學生及社會青
年

6,800

活動費用 $950
( 無優惠營隊 )

活動費用 $1400

活動費用 $9800

活動費用 $6000



活動代號 活動名稱 活動日期 活動內容 活動地點 報到地點 參加對象 活動費用

101D09
童年の記憶拼圖～

童心童趣營
(1)2/01-2/03 
(2)2/03-2/05

尪仔標、跳格子、玩彈珠…是什麼遊戲呀？趁著假期，我們
帶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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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中一起玩童
玩、灌蟋蟀、打彈珠檯、玩轟天雷陀螺、人力拉車、滾鐵
圈…。親自體驗紅龜粿 DIY、控窯 BBQ、洗愛玉活動及認識
昆蟲、植物、營火晚會，活動精彩又富有生態及食農教育意
涵。

嘉義童年渡假村 高雄市團委會 國小 3~6 年級
學生 4,000

101C14
鋼鐵進行曲～

西拉雅野戰先鋒營
(1)1/22-1/24 
(2)1/31-2/02

一連串野戰訓練登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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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嗨
戰鬥篝火晚會、戶外戰備野餐…。小小兵從基訓開始乃至團
隊建立，終能成長蛻變，新型態的軍事主題體驗活動，豐富
孩子假期生活。

曾文青年活動中
心 高雄市團委會 國小 3~6 年級

學生 4,500

101C16
烈火青春〜顛覆三

腳南山野冒險營
(1)1/22-1/24 
(2)1/31-2/02

從都市走進山林，學習荒野求生技能、接受山野淬練（飛岩
走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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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顛覆三腳南勇腳健行，地
生存考驗（水彈對戰 200 發、弓箭對抗）、突破難關攻山
頭（漆彈對抗 150 發），在這如夢的農場營火晚會、荒野
烹煮、巴比 Q 烤肉…，我們懂得自律、敬畏自然，這青春如
烈火、更如歌。

嘉義跳跳農場 高雄市團委會 國中學生 4,800

101D04
阿里山廊道雲端森

活營 ( 南線 )
(1)1/24-1/26 
(2)1/31-2/02

今日要化身為「Sumikko Gurashi 角落生物」小夥伴，在
雲端上的阿里山森林，快樂悠活。活動以森林定向越野及廊
道追蹤旅行進行，在頂石棹五星級的雲、茶、櫻、霞、霧
步道群輕健行；用足跡踏尋阿里山「日出、雲海、森林、鐵
道、晚霞」五奇；體驗黑森林中五感自然接觸；在奮起湖老
街 Running man 懷舊冒險趣；冬季星空下陪您看流星、說
故事

嘉義阿里山 高雄市團委會 國小 3~6 年級
學生 4,800

101D01
七彩秘境哈尤溪
大武部落采風

(1)1/21-1/23 
(2)1/26-1/28 
(3)2/04-2/06

冬季限定版的哈尤溪七彩秘境！高聳的峽谷、紋理分明、色
彩繽紛的七彩岩壁、有「雲豹之湯」美譽的野溪溫泉 、清澈
見底的溪水，是美到不行的爆紅景點，走訪都拉巴拉斯皮雕
工坊零錢包 DIY、可茵山可可莊園、萬巒 3D 吊橋、悠遊神
山部落及神山瀑布、原住民風味餐，部落達人帶領體驗原住
民文化，領受滿滿『原』汁『原』味的感動！

屏東霧台、萬巒 A 高鐵左營站 
B 台鐵屏東車站

國小、國中、
高中職、大專
學生及社會青
年

7,800

101D02
會走路的樹〜

台東布農
鸞山森活趣

(1)1/28-1/30 
(2)1/31-2/02

您看過會走路的樹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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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野柳天然地質石雕、
IG 打卡聖地加路蘭裝置藝術、富山復漁區唯美海上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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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造訪溫暖的台東，剛〜剛〜好！

台東延平、
鹿野、知本 台鐵台東車站

國小、國中、
高中職、大專
學生及社會青
年

5,500

101C19
未婚青年溪頭雙龍

彩虹鵲橋行
2/05-2/07

在溪頭森林濃郁芬多精中，以「好好生活」的態度，敞開心
胸認識同屬未婚的青年朋友，此刻是自己人生中一個重要轉
折！走上空中走廊有點懼高，但總相信身邊友人陪伴，驚喜
能突破舒適圈，為挑戰雙龍七彩吊橋做好心理整備。每日茶
飲聚會交換關於「好好生活」的期待，用真誠認識異性！最
終在南投稅務出張所與貓咪「蘿西家族」邂逅，在哈利波特
的歐式書房餐廳裡，找尋那所謂的愛情箴言。

溪頭自然
教育園區、

信義雙龍部落
高鐵台中站

限 35 歲以下
大學畢業未婚
青年

6,500

101E02
宅經濟の電商網紅

直播主培訓營
1/26-1/28

社群媒體崛起的時代，只要有新哏、搞創意、玩影音、愛分
享，人人都可能是部落客、網紅、KOL ！究竟怎麼當《網
紅》？我們傾囊相授：口語肢體表達練習、攝影構圖運鏡
分鏡、圈粉養粉、電商直播幕前幕後、直播顏值力、產品
分析術、直播初體驗…，還有網紅必備內幕大公開、全職
youtuber 分享成功網紅經驗，讓你一口氣學好學滿，成功
秀出你的網紅力！

劍潭青年活動中
心 ( 志清 )

劍潭青年活動中心 
( 志清 )

高中職、大專
學生及社會青
年

4,800

      注意事項

報名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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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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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隊報到通知單於活動前 7 天寄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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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活動開始前第 41 天以前取消參加者，將收取活動費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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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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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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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因報名人數不足或天等不可抗力因素，本團有權決定營隊停辦或延期，活  
     動費用全額退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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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活動已向保險公司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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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營隊活動中有關旅遊、食宿、交通安排由中國青年旅行或嚕啦啦旅行社辦理。

     相關資訊
   1. 高雄市救國團休閒活動網 http://khmtc.cyc.org.tw/camp
   2. 高雄市救國團休閒活動臉書粉絲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khmtc.vacation
   3. 高雄市救國團休閒活動 LINE@ 官方帳號 LINE ID:@ona3766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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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活動名稱及梯次 / 聯絡電話 ) 傳真至 07-2827300 
 A 熱門營隊 /C 精選營隊 繳費請轉
 ATM 轉帳 :702-10-008-0071 戶名 : 中國青年救國團高雄市團務指導委員會　
華南銀行新興分行【銀行代碼：008】
 B 主題營隊  繳費請轉
 ATM 轉帳 :702-10-009-3512 戶名 : 中國青年旅行社有限公司南部分公司　  
 華南銀行新興分行【銀行代碼：008】
◎繳費報名後  請務必將報名資訊 ( 姓名 / 活動名稱 / 聯絡電話及帳號後五碼 ) 及
  收據傳真至 (07)282-7300 或 傳至 LINE@ 官方帳號 ID: @ona3766n 
     臨櫃報名 ( 現金繳費 )
高雄市救國團活動組  高雄市前金區中正四路 189 號                (07)272-7229
高雄學苑學習中心      高雄市前金區中正四路 189 號                (07)201-3141
裕誠終身學習中心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 448 號                    (07)557-5800
瑞隆終身學習中心      高雄市前鎮區瑞隆路 476 號 B1              (07)717-1689
楠梓終身學習中心      高雄市楠梓區慶昌街 2-1 號 1 樓            (07)976-8820
三民終身學習中心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路二路 270-2 號        (07)976-8830
鳳山終身學習中心      高雄市鳳山區維新路 122 號 6 樓 C 棟   (07)976-6728
岡山終身學習中心      高雄市岡山區溪西路 26 號                       (07)626-81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