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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國團基隆市團委會106年冬令休閒活動簡章

愛 的鼓勵一起來
 

備註說明：�1. 救國團終身學習中心營隊、特惠價營隊、推薦全國性營隊及嚕啦啦旅行社優質旅遊，不適用各項優惠方案。�
2.各項優惠方案僅能擇一使用。

※活動期間若遇颱風或不可抗力之因素無法辦理，主辦單位基於安全考量得以決定延期或停辦。

即日起至 105 年 12 月 15 日止。

享有早鳥價。

105 年 12 月 15 日至
106 年 1 月 20 日止，
憑終身學習中心 106-1期報名收據或 
推薦全國性營隊收據即享此優惠方案價。

1. 4人報名同一營隊每人優惠 200元。
2. 同一人報名任兩項營隊，總價優惠 400元。
3. �10人以上團體，另洽優惠方案。

基隆特色營隊

特惠價營隊

 活動說明 
悠遊農園享受田野之美∼解說人員介紹農場內

的自然生態環境,參觀可愛動物、植物園區~生
趣盎然的小菜圃、蟲鳴鳥叫自然步道及闖六個

關卡及挑戰好玩童玩遊戲喔！更有DIY彩繪陀
螺及打陀螺體驗活動，農場老師教學員創意彩

繪，讓你有吃又有玩。

快樂農場體驗營61SBA01

費　用

1,200 元
早鳥方案

900 元
推薦方案

1,000 元

 活動地點 
桃園好時節農莊

 參加對象 
國小學生

 報到地點 
1.基隆市救國團
2.汐止終身學習中心
 天數 
一天往返

 洽詢熱線 
謝來庚小姐　02-2431-2111*32

 活動說明 
冬令最佳活動全能戰鬥營，推出新穎
運動內容讓您進入浩瀚全能運動賽，
       巨獸浩劫5D射擊戰、夜光金剛戰
技賽、瑪利歐賽車競賽、王牌捕手、
電流急急棒~無敵風火輪手足球戰鬥、
兒童安全棒球打擊測遠賽等多元活動
內容刺激全身感官及機智競賽。

巨獸浩劫~全能戰鬥營61SBA03

 活動日期 
106.1.25（汐止）
106.2.09（基隆）

費　用

1,760 元
早鳥方案

1,530 元
推薦方案

1,650元
四人同行

1,480元

 活動地點 
新北市

 參加對象 
國小1年級~國中1年級

 洽詢熱線   林意沛先生  02-24312111*51

冰雪悍將，滑冰漆彈體驗營61SBA05

費　用

1,500 元
早鳥方案

1,200 元
推薦方案

1,300 元

 洽詢熱線 
陳靜怡小姐   02-24338323

 活動日期 
106.1.23（基隆）
106.2.06（汐止）

小田丁成長營61SBA02

費　用

1,200 元
早鳥方案

900 元
推薦方案

1,000 元

 活動地點 
大安森林公園
台北順興社區

 參加對象 
國小高年級、國中學生

 報到地點 
基隆市救國團(基隆梯)
汐止終身學習中心(汐止梯)
 天數 
一天往返

 洽詢熱線   郭祐綸先生　02-24338323

 活動日期 
106.2.2-106.2.3

美猴王，勇闖抱石林61SBA04

 洽詢熱線  郭祐綸先生   02-24338323

艾莉絲魔境桌遊61SBA06

費　用

1,100 元
早鳥方案

900 元
推薦方案

800 元

 洽詢熱線 
黃翊斌先生
 02-24312111*33

 活動說明 
「把腳踏入泥巴是什麼感覺？」相信這樣的經
驗對爸爸媽媽並不陌生，但對現在的小朋友卻
是難得的體驗，本活動結合探索教育的戶外美
術館及創意臉譜課程，讓小朋友在創作的課程
中親近並認識大自然，下午則進入社區進行種
植及種子球的體驗活動，期待讓孩子了解孕育
及保護生命的重要，並將這樣的體驗帶入未來
的生活中，培養知足及關懷的心態。

 活動說明 
配合距離基隆最近的汐止運動中心，本活動特
別至中心抱石場進行攀岩體驗，經過上午的爬
樹體驗後，下午就是重頭戲抱石館挑戰，借由
肢體和自然接觸，提升小朋友原動力，接著晚
上進行防身術課程及水中自救課程。
隔天將運動與品格結合，進行有品運動會及城
市浪人挑戰賽，讓小朋友在活動中養成團隊合
作的習慣。

 活動地點 
汐止國民運動中心

 參加對象 
國小中高年級、
國中學生

 報到地點 
1.基隆市救國團
2.汐止國民運動中心
 天數 
二天一夜

 活動地點 
土城國民運動中心

 參加對象 
國小高年級、國中學生

 報到地點 
1.基隆市救國團
2.汐止終身學習中心
 天數 
一天往返

 活動地點 
基隆市救國團

 參加對象 
國中學生

 報到地點 
基隆市救國團

 天數 
一天往返

費　用

2,200 元
早鳥方案

1,900 元
推薦方案

2,000 元

 活動說明 
冬天當然要滑冰阿，不然要幹嘛？
，快跟我們一同去滑冰吧！藉由
溜冰及最新技術彈弓漆彈，訓練
學員們的協調能力，提高平衡感、
運動感、體力、持久力等幫助，
所選場地更是人來人往的土城
運動中心，設備最新，活動最夯，
安全掛保證！GO~今年冬天讓
我們一起滑冰射擊去!

第二步： 請於送出報名表後三日內至銀行或郵局轉帳，基隆市救國團帳戶如下：
　　　　郵局劃撥（戶名：救國團基隆市團委會，帳號：0103151-0）
　　　　 銀行匯款（戶名：社團法人中國青年救國團直屬台灣省基隆市團務指導委員會，銀行

代號 ：台灣銀行基隆分行004-0129，帳號：012031055318）
第三步： 傳真匯款收據(傳真資料請註明學生姓名、參加營隊、優惠方案)至基隆市救國團辦公

室(FAX：2433-8093)，並來電02-2431-2111分機53高小姐確認，即報名成功。

退費／轉隊規定：

1.  報名後，因故不克參加，事前請盡告知義務，並持報到通知單及繳費收據，逕至各報名地點
辦理退費，酌予扣除行政作業費360元；無故未報到者，恕不予辦理退費。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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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隊， 
各活動限轉隊一次，費用多退少補。

報名方式：

臨櫃繳費報名：即日起每日上午9時至晚上9時止受理報名，額滿為止。
報  名  地  點： 1. 救國團基隆市團委會報名（基隆市獅球路8號，TEL：2431-2111）
 2. 光華終身學習中心（基隆市成功一路133巷1號，TEL：2433-8146）
 3. 汐止終身學習中心（新北市汐止區新興路3號5樓，TEL：2642-9750）

網路/傳真報名：  (簡單三步驟)
第一步： 請上http://klctc.cyc.org.tw/camp選擇欲報名之營隊，並於網頁填妥報名表後送出，同時您

的E-Mail信箱會收到匯款通知。

 報到地點 
基隆市救國團(基隆梯)
汐止終身學習中心(汐止梯)
 天數 
一天往返

方案一

早鳥方案

方案二

推薦方案

方案三

鼓勵方案

活 動 日 期

106.1.20
報 到 時 間

(1) 07:40
(2) 08:00
預計結束時間

17:00

報 到 時 間

 07:30

報 到 時 間

(1) 08:00
(2) 08:30

預計結束時間

17:00

預計結束時間

17:00

報 到 時 間

 08:00
預計結束時間

17:00

報 到 時 間

(1) 07:40
(2) 08:00

報 到 時 間

 08:00
活 動 日 期

106.1.24
活 動 日 期

106.2.8
預計結束時間

17:00
預計結束時間

17:00

 活動說明 
「寒暑假，在家裡也可以很好玩！」在非學
期階段，或平常的假日時段，想要給孩子另
一種活化腦細胞的機會嗎？透過桌遊老師的
引導，在不同的課程主題中，表現出自己最
擅長的領域，遊戲學習過程需要不斷思考策
略，及觀察他人遊戲勝利的方法，加上互動
式的遊戲進行方式，培養並提昇學生思考、
聯想、即時反應、邏輯推理、情緒受挫、問
題解決能力等等，更可幫助學生體驗不同學
習的樂趣，增強學習動機及靈活運用知識的
能力！營隊結束後，每位孩子更能獲得100元
桌遊體驗卷。

！
救國團冬令營隊

全 面 啟 動

早鳥方案，
只到 12 /15 哦 !



 106年基隆市救國團冬令休閒活動報名表  

活動代碼 活動名稱 梯次 繳費金額 備　　　　　　　註

學　　員

基本資料

姓 名 性別 □男      □女
家長緊急

聯絡電話

宅 家長的叮嚀：

1.請與                           安排同一隊。 
2.小朋友身體狀況需特別注意之處：

就 讀 學 校 年級 公

身 分 證 字 號 生日 西元         /        / 行動

聯 絡 電 話 用餐 □葷      □素 E-Mail

聯 絡 地 址

家長或監護人同意書 
未滿20歲者必須填寫

本人同意敝子弟　　　　　　　　　　   　　　參加「106年冬令休閒活動」之本項活動，除以詳閱「注意事項」外， 
並要求確實遵守團隊紀律，如有違反規定發生意外，概由本人自行負責，特立此書證明。

家長或監護人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訊息來源（可複選）

□簡章  □網站  □報紙  □廣播

□同學  □老師  □父母  □其他

廣 告

本區營隊歡迎洽詢02-2431-2111  由專人為您服務，本區可搭配推薦方案優惠折扣

活動代號 活動名稱 梯次日期 參加對象 活動地點 費用 報到地點

61SBBE01 Rail Way GO~ 鐵道方城市 (1)01/22-01/23   (2)01/24-01/25 國小三到六年級學生 東北角鐵路 2,999 瑞芳火車站

61C01 2017鐵騎勇士花東自行車活動隊 (1)01/21-01/25  (2)02/06-02/10 11歲(國小五年級)以上，65歲以下
之本國及外國民眾

花蓮台東 9,000 花蓮學苑

61D02 與魚共舞~夜宿海生館海洋生態營(3日) (1)01/23-25  (2)02/07-09 國小三至六年級 海生館、墾丁、義大世界 6,190 1.基隆市團委會

61C02 大冒險家~霞雲探險隊 (1)01/21-23  (2)01/23-25 國中、高中職學生
桃園縣復興青年活動中心、
霞雲探索教育基地 4,490 1.中國青年服務社 

2.桃園火車站

61D03 動物FUN城市~YA宿六福村(冒險梯) (1)01/23-01/25  (2)02/07-02/09 國小2-6年級 六福村 7,400 基隆市團委會

61D04 動物FUN城市~YA宿六福村(歡樂梯) (1)01/25-01/26  (2)02/06-02/07 國小2-6年級 六福村 4,700 基隆市團委會

61C04 報告班長~嚕啦啦戰鬥營 (1)01/21-23  (2)01/23-25 
(3)02/05-07  (4)02/07-09 國小3-6年級 金山青年活動中心 4,100 基隆市團委會

61G01 大專青年假期巡迴演唱服務講習會 01/15-01/18 全國大專青年 金山青年活動中心 3,500 救國團總團部

61C06 娜魯灣野外活動隊 (1)01/24-26  (2)02/08-10 高中職、國中學生 金山青年活動中心 3,900 救國團總團部

61C08 年輕報到－中橫健行活動隊 (1)01/22-25  (2)02/07-10 大專、高中職、社會青年 中橫地區 5,450 台中火車站

61A02 冬戀合歡奧萬大教師自然生態研習營 (1)01/23-25  (2)02/06-08  
(3)02/08-10

各級學校教師及國小以上一般社會
大眾(非教師也可參與) 合歡山區 5,100 (1)南投團委會

(2)台中火車站

61C09 愛上美麗島－鐵騎凸臺灣 02/03-02/12 國中以上、社會青年 全省 23,800 劍潭青年活動中心    

61E01 日月潭森林冒險學校 02/05-02/11 國小5年級至國中2年級 日月潭 19,800 彰化縣團委會

61C13 鐵騎勇士墾丁自行車長征隊 01/22-01/25 高中職以上學生 恆春半島 7,700 左營高鐵站

61C14 東海岸健行隊經典復刻梯 01/21-01/24 國、高中及大專生 東海岸 4,800 台東火車站

61D09 愛上台東~探訪部落山海戀 02/03-02/05 親子家庭 台東縣境 4,500 台東火車站

終身學習中心各營隊之轉班及退費規定依基隆市政府教育處規定，請詳洽各中心。本區營隊課程優惠方式，僅適用下欄右列之優惠方式。
活動地點：基隆市團委會	 地址：基隆市獅球路八號	 洽詢專線：（02）2433-2111
　　　　　光華學習中心	 地址：基隆市成功一路133巷1號	 洽詢專線：（02）2433-8146

代號 活動名稱 天數 (梯次)活動日期 參加對象 費用 優 	惠 	方 	式

9G01 破銅爛鐵打擊樂-敲敲打打營 2天 2/2-3 上午0900-1200 小一-小六學童 699元               3人以上團體報名每人享優惠價550元  搶先早價：11/30前報名享優惠價599元

9G02 我的功夫夢-武術營(獅球路) 2天 2/2-3 下午1400-1700 小一-小六學童 800元               3人以上團體報名每人享優惠價680元  搶先早價：11/30前報名享優惠價720元

嚕啦啦旅行社冬令優質旅遊 本區營隊旅遊優惠方式，僅適用下欄右列之優惠方式。
本區旅遊歡迎於上班時間來電洽詢：(02)2433-8319	郭先生					官方FACEBOOK：https://www.facebook.com/lulalakl/

活動代號 活動日期 活動名稱 活動內容特色介紹 團    費 報到時間地點

VANTO170702A 1/30 莓飛色舞 - 樂採莓

一年一度的草莓季又來啦，前往全台第一的採草莓聖地：苗栗大湖。草莓園老闆表示這次的草莓保證又大又甜千
萬不要再錯過了，中午享用道地的苗栗客家美食，下午再前往七彩的功維敘隧道漫步，以及竹南啤酒廠喝啤酒喝
到飽，搭遊覽車也不必擔心酒駕，吃飽喝足的行程，晚來就向隅囉！ (採莓費自理 )(含車資、司領津貼、午餐、
保險、水 )

特惠價 1800 元
(採莓費自理 )

早鳥價 1500 元
(12/15日前報名 )

三梯次發車時間
0720基隆海洋廣場
0800台北館前路 45號
0830板橋火車站請提早抵達

 VANTO170802A 1/31-2/1 新春放輕鬆，
溪頭深呼吸

新的一年來了，過年吃飽飽的身體也該動一動囉！這次帶大家到好山好水的南投踏青，途中至鹿港老街體驗人文
風情，經過最有特色的妖怪村，晚上至溪頭吸收芬多精，隔天在森林遊樂區體驗自然風情，並到香草工廠認識不
同的植物生態，悠閒自然的風情，讓您從裡到外放輕鬆！

特惠價 4888 元

三梯次發車時間
0720基隆海洋廣場
0800台北館前路 45號
0830板橋火車站請提早抵達

VAILN170129A 1/29
冬山河生態綠舟
豆腐西施體驗
四圍堡笑笑羊

本社—宜蘭—冬山河生態綠舟公園─羅東鎮農會豆腐 DIY每個人都可以當豆腐西施 (2人 1份 DIY)—羅東林業文
化園區—四圍堡笑笑羊—本社
冬山河生態綠舟公園有「人、河川、土地」共生共存的默契，藉由生態綠舟的啟航，創造出自然體驗及生態旅遊
資訊中心，並結合冬山市街發展和冬山河為一體的公園。
笑笑羊全面攻佔！宜蘭四圍堡車站換新裝

1290元 07:20台北館前路 45號
不含餐

VACHY170128A 1/28-29 二延坪步道
阿里山森林二日

第一天：本社—嘉義—檜意生活村—隙頂的二延平步道—阿里山高山青飯店。
第二天： 阿里山（祝山線火車、日出、森林浴）—奮起湖車站（品嚐著名奮起湖便當）—本社。
隙頂的二延平步道： 木梯步道蘆葦夾道遠山虛無飄緲藏身在雲霧之中，阿里山 (祝山線火車、日出、森林浴 ) 

4人房 $4600  3人房 $4900
2人房 $5200  不佔床 $3600

07:20台北館前路 45號
一宿、三餐

救國團推薦全國性營隊

救國團終身學習中心營隊    

救國團終身學習中心106幼獅兒童冬令成長營
終身學習中心各營隊之轉班及退費規定依基隆市政府教育處規定，請詳洽
光華終身學習中心。地址：基隆市仁愛區成功一路133巷1號。洽詢專線：(02)2433-8146
本區營隊課程優惠方式，僅適用下欄右列之優惠方式。 ※優惠請擇一使用 

代號 適合對象 天數 活動日期 收費標準（新生報名需加收100元報名費）

9H01

9H02

國小1-3年級

國小4-6年級
9天

(1)01/23-01/26

(2)02/06-02/10

原價5999元。
單月報名：1月份費用2800元（不折扣）
　　　　　2月份費用3500元（不折扣）。
首選優惠（限11/30止）
● 10 人以上團報：不論新舊生一律現折1,200元，11/20
前報名每人再贈送天祥住宿券乙張。
● 早鳥搶先：舊生現折1,000元，新生現折900元， 
早鳥優惠期間報名再贈送天祥住宿抵價券乙張。
● 第二波優惠：（限12/25止）
●優惠期內兩人同行：每人現折900元。
● 親子同樂：優惠期內家長憑成長營繳費收據報名106-1
期課程可享8折優惠（不折扣班、特價班、證照班恕不
適用，一經報名恕無法回溯折扣）。

9H03

9H04

國小1-3年級

國小4-6年級
4天 01/23-01/26

9H05

9H06

國小1-3年級

國小4-6年級
5天 02/06-02/10

1 0 6 幼獅兒童冬令成長營課表
【時間】週一至週五08:30~17:30 （可於08:00到班）
【地點】光華學習中心（成功一路133巷1號／週三至週五於獅球路離營）

時間/星期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日期 1/23、2/6 1/24、2/7 1/25、2/8 1/26、2/9 2/10
08:30-10:00 寒假作業指導【自我管理進度】

10:00-12:00 我是大廚師
小文學家1-3 唱遊ABC 1-3 小文學家1-3 繽紛彩色世界1-3
英語歌唱4-6 小文學家4-6 藝術創作坊4-6 小文學家4-6

12:00-12:45 美味料理 營養滿分  午餐時間   
12:45-14:00   午間舒眠(適溫環境、木質地板睡香香) -自行攜帶涼被及睡袋
14:10-15:30 拳擊有氧嗨翻天 專注力遊戲瑜珈 電影故事賞析 團體遊戲動一動 棋藝大賽
15:30-16:00 愛的小叮嚀~我們愛乾淨(透過環境整理學習品格教育)

16:00-17:30 輕土捏塑好好玩 漂亮鉛筆字 兒童防身術                           
(獅球路)

幸福來晚餐                           
(獅球路)

點心烘焙動手做                   
(獅球路)

課程內容依實際狀況調整/多元豐富的課程為孩子補充能量	

本
區
各
項
營
隊
另
有
專
案
簡
章
備
索

9G01   自備寶特瓶、竹筷、 
少許米、綠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