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青年救國團 函

地址：10468臺北市中山區民權東路2段69號
承辦人：林登崧
電話：0225965858#261

受文者：國立嘉義大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9月23日
發文字號：青動字第1090001619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

主旨：檢送本團總團部大專假期服務員(第49期)培訓實施辦法、
培訓計畫表及報名表各乙份，敬請 貴校惠予協助公布訊息
並遴薦同學參加，請 查照。

說明：
一、本年培訓歡迎 貴校對活動帶領、團康技巧、戶外體驗學習
之有興趣學生或校內服務性社團同學報名參加，本團將提
供服務實習機會及服務研習證明，累積學生學程經驗紀
錄。

二、活動報名即日起至109年10月26日(星期一)止，報名表下載
網 址 : https://reurl.cc/5q5b8G ， 請 將 報 名 表 E-mail 至
170603@cyc.tw彙辦或上https://reurl.cc/9XG4OV，直接完
成線上報名。

三、第一階段為面試階段時間為109年11月1日 (星期日)，報到
通知單將另行寄發參加同學。

四、聯絡人：總團部活動處林登崧先生，電話:(02)2596-5858轉
261。

正本：國立政治大學、國立清華大學、國立臺灣大學、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立成功
大學、國立中興大學、國立交通大學、國立中央大學、國立中山大學、國立臺
灣海洋大學、國立中正大學、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立陽
明大學、國立嘉義大學、國立高雄大學、國立東華大學、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國立臺北科技大
學、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國立宜蘭大學、國立聯合大學、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國立臺南大學、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國立體育大學、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
學、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國立臺中科技大學、國立臺
北商業大學、國立屏東大學、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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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大學、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輔仁大學、東吳大學、中原大學、中國文化大
學、逢甲大學、靜宜大學、長庚大學、大葉大學、華梵大學、義守大學、世新
大學、銘傳大學、實踐大學、朝陽科技大學、高雄醫學大學、南華大學、真理
大學、大同大學、南臺學校財團法人南臺科技大學、崑山科技大學、嘉藥學校
財團法人嘉南藥理大學、樹德科技大學、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大學、臺北醫
學大學、中山醫學大學、龍華科技大學、輔英科技大學、明新學校財團法人明
新科技大學、長榮大學、弘光科技大學、中國醫藥大學、健行學校財團法人健
行科技大學、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萬能學校財團法人萬能科技大
學、玄奘大學、建國科技大學、明志科技大學、高苑科技大學、大仁科技大
學、聖約翰科技大學、嶺東科技大學、中國科技大學、中臺科技大學、亞洲大
學、開南大學、台南家專學校財團法人台南應用科技大學、遠東科技大學、光
宇學校財團法人元培醫事科技大學、景文科技大學、中華醫事科技大學、東南
科技大學、德明財經科技大學、明道學校財團法人明道大學、南開科技大學、
中華學校財團法人中華科技大學、僑光科技大學、廣亞學校財團法人育達科技
大學、美和學校財團法人美和科技大學、吳鳳學校財團法人吳鳳科技大學、環
球學校財團法人環球科技大學、台灣首府學校財團法人台灣首府大學、中州學
校財團法人中州科技大學、修平學校財團法人修平科技大學、長庚學校財團法
人長庚科技大學、城市學校財團法人臺北城市科技大學、醒吾學校財團法人醒
吾科技大學、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文藻學校財團法人文藻外語大
學、華夏學校財團法人華夏科技大學、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致理
學校財團法人致理科技大學、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宏國學校財團法人
宏國德霖科技大學、崇右學校財團法人崇右影藝科技大學、台北海洋學校財團
法人台北海洋科技大學、大漢技術學院、和春技術學院、亞東技術學院、南亞
科技學校財團法人南亞技術學院、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蘭陽技術學院、黎明
技術學院、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大同技術學院、臺灣觀光學院、馬偕學校財
團法人馬偕醫學院、法鼓學校財團法人法鼓文理學院、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
醫護管理專科學校、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慈惠醫
護管理專科學校、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敏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育英醫護
管理專科學校、聖母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崇仁醫護管
理專科學校、學校財團法人中華浸信會基督教台灣浸會神學院、臺北基督學
院、台神學校財團法人台灣神學研究學院、臺北市立大學、海軍軍官學校、空
軍軍官學校、陸軍軍官學校、空軍航空技術學院、國防醫學院、中央警察大
學、國防大學、國立空中大學、國立臺東專科學校

副本：各縣市團委會

電 子 公 文
交 換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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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　簡簽
 

承辦人：鄭思琪

電話：05-2717066

電子信箱：szuchi@mail.ncyu.edu.tw
 

擬辦：
一、中國青年救國團總團部大專假期服務員(第49期)培訓實施

辦法、培訓計畫表及報名表各乙份。
二、相關訊息：
(一)報名日期：即日起至109年10月26日(星期一)止。
(二)參加對象：各大專校院學生。
(三)培訓費用：500元保證金，無缺席完成培訓後退完成培

訓後退費。
(四)活動網址: https://reurl.cc/5q5b8G。

三、擬上網公告週知並副知民雄學務組、各學院系所，文陳閱
後存查。

會辦單位：

決行層級：第二層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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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國團總團部大專假期服務員（第 49期）培訓實施辦法 

 

一、目的： 

  提供大專青年服務學習平台與自我成長試煉舞台，熟練人際關係、領導統

御、探索教育、團隊合作、國際接待與社會服務等專業知能，培養大專青

年優質的活動理念、服務態度與領導能力，儲備大專青年活動引領量能，

進而協助學校推展學生社團活動，為國家培育世代傑出領導人才。 

二、主辦單位：救國團總團部 

              財團法人中國青年大陸研究文教基金會 

三、協辦單位：全國各大專校院 

              救國團各縣市團委員會 

四、培訓時間地點： 

  (一)起訖時間：109年 11月至 110年 10月，為期一年。 

  (二)各階段訓練日期及地點詳如培訓計畫預定表（如附件一），以不影響學生

課業為原則。 

  (三)訓練計畫時程得視實際需要適當調整，各階訓練時間地點將以報到通知

單週知。 

五、參加對象： 

  (一)各大專校院對活動帶領有學習興趣的在校學生。 

  (二)大專校院相關系所、康樂性、服務性...等社團幹部或社員，如具備外語

（英語、日語、韓語、西班牙語…等）能力者尤佳。 

六、報名方式： 

  (一)請填寫報名表（如附件二），E-mail至 170603@cyc.tw。 

  (二)上網填寫報名:  https://reurl.cc/9XG4OV。 

報名表下載網址：https://reurl.cc/5q5b8G。 

  (三)洽詢專線：救國團總團部活動處林登崧先生，(02)2596-5858轉 261。 

  (四)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10月 26日（星期一）止。 

七、培訓方式： 

  (一)定期辦理訓練課程，包含領團人員、探索教育、團康技巧、晚會設計、

國際禮儀等多元培訓課程，  

  (二)參與救國團及教育部、僑務委員會等政府機關辦理之各項寒暑期活動、

國際青年交流活動，並擔任活動服務員。  

  (三)營隊服務前將統一辦理行前講習，依據個人專長、技能、興趣及營隊活

動需求等，分別派任相關營隊見習服務。 

  (四)凡參與活動帶領服務員，將發給救國團服務證明。 

  (五)通過各階段訓練並達到授服規定者，即可正式成為救國團授證授服之大

https://reurl.cc/5q5b8G


專假期活動服務員。 

 

八、培訓費用： 

  (一)每階段訓練膳食費由學員自付，其餘訓練教育費、住宿費、場地費、 

保險費…等，均由主辦單位負擔。 

  (二)為避免訓練資源浪費，參加學生須於第一階段訓練前繳交保證金 500元，

若全程參與各階段訓練且未有無故缺席紀錄者，將無息退還保證金。 

九、附則： 

  (一)凡畢業後之大專服務員，可申請加入救國團社會團務義務服務工作，表

現優異者得推薦報考救國團專職人員並得優先錄取。 

  (二)培訓課程時間安排本團有權視情況略為調整更動。  

  (三)基於活動服務需要，鼓勵活動實習前參加急救員訓練課程並取得急救訓

練證尤佳，相關辦法請參閱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網站。 

  (四)救國團不定期舉辦聯誼性活動，增進大專服務員校際或社團學生橫向聯

繫，提供活動經驗交流舞台。 

  (五)救國團大專服務員營隊見習服務參考，詳如附件三。 

 



救國團總團部大專假期服務員(第 49期)培訓計畫預定表 

階段 研習訓練 日期 天數 地點 內容簡介 

一 

甄選 
甄選面試 109.11.1 1 

總團

部 

救國團簡介、服務員的角色定位與服

務態度、資料查核、面談及甄選測試。 

二 

基礎 
活動專長研習 109.11.28-29 2 

總團

部 

基礎團康、團體活動帶領技巧、團康

唱跳初體驗、戲劇創作與運用 

三 

探索 
探索教育研習 109.12.26-27 2 

金山

活動

中心 

探索教育簡介與理論基礎、團隊建立

課程規劃與體驗、引導技巧與實務演

練。     

四 

冬令 

冬令行前講習 110.1.9 1 
總團

部 

假期活動工作要項、冬令營隊介紹與

服務分發、營隊服務經驗分享。 

營隊見習服務 110.1.21-2.10 寒假 營隊 營隊實務與見習服務 

冬令服務檢討 110.2.19 1 
總團

部 
營隊見習服務檢討與策進。 

五 

單車 
單車健行研習 110.3.13-14 2 

劍潭

活動

中心 

自行車活動帶領技巧、領騎與車隊行

進要領、自行車活動安全注意事項。                  

健行活動操作及安全知能、健走體驗。 

六 

旅訓 
領團人員訓練 110.4.10-11 2 

明潭

活動

中心 

旅行社與旅遊活動概述、領團角色定

位與工作內涵、旅館與餐廳作業確

認、導覽解說技巧、領團實務與演練

實測、旅遊安全與緊急事件處理原則。 

七 

康輔 
康輔專長研習 110.5.15-16 2 

總團

部 

康輔實務演練、團體創作、團康驗收、

唱跳、肢體開發、舞台魅力、活動企

劃撰寫。 

八 

暑期 

暑期行前講習 110.6.5 2 
總團

部 

假期活動工作要項、暑期營隊介紹與

服務分發、營隊服務經驗分享。 

營隊見習服務 110.6.21-8.31 暑假 營隊 營隊實務與見習服務 

暑期服務檢討 110.9.3 1 
總團

部 
營隊見習服務檢討與策進。 

九 

綜訓 
金山綜合訓練 110.9.4-5. 2 

金山

活動

中心 

營地建設、帳篷架設、營火搭設、營

火晚會設計、野外攝影技巧、自然體

驗、無痕山林、定向越野。 

十 

授服 
年度驗收授服 110.10.2-3 2 

總團

部 

學習總驗收、專長檢核、體能測驗、

群性展現、授證授服、年度回顧、成

果展現 

備註 
1.訓練計畫時程得視實際狀況適當調整，各階訓練時間地點以報到通知單週知。 

2.冬令及暑期活動工作講習為訓練課程，需一律參加。 

 

 

附件一 



救國團總團部大專假期服務員(第 49期)培訓報名表 

半身大頭照 

一張電子檔 

姓名  
英文 

(同護照拼音) 
 

學校科系 
學校名稱： 

科系/年級： 

聯絡手機  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西元) 
 

居留證號碼 

(僑生) 
 

通訊地址  

E-mail  

Line ID  

興趣/專長 

□文書處理 □文章撰寫 □採訪技巧 □繪圖軟體                      

□音樂剪輯 □影片製作 □美工設計(POP、海報設計) □行銷推廣 

□活動企劃 □會議主持 □團康帶領 □程式設計 □3C 設備維修  

□網站設計維護 □相機拍照 □DV 攝影 □影音設備操作□舞蹈 

□繪畫 □魔術□運動□其他：                                                                  

外語程度 

*專長語言(可複選):□英語 □日語 □韓語 □西班牙語 □其他:               

*(  )語程度:□Native Speaker□Excellent□Good□Fair□Little□

Poor□None 

*(  )語程度:□Native Speaker□Excellent□Good□Fair□Little□

Poor□None 

*(  )語程度:□Native Speaker□Excellent□Good□Fair□Little□

Poor□None 

社團經歷 

/ 

學校營隊 

/ 

打工經驗 

(條列式說明) 

 

參加動機  

 
 

附件二 



救國團總團部大專假期服務員(第 49期)營隊見習服務表 

月份 活動名稱 服務內容 

1、2、7、

8月 
與魚共舞～夜宿海生館 

服務對象：國小學生 

1.體驗與魚共眠的新奇感動、海生館後場參觀、潮間

帶生態探索。 

2.挑戰戶外團隊建立活動，挑戰在活動中成長並在團

隊中學習包容與互助。 

3.讓小孩感受當波麗士大人辛勞，多樣活動項目體 

  驗使孩子更能了解波麗士工作內容。 

1、2、7月 金山戶外冒險學校 

1、2、7、

8月 

Police Come Here 小小警察

營 

1、2、7月 
Yes Sir！報告班長嚕啦啦戰

鬥營 服務對象：國中學生 

1.軍事化生活體驗、水陸兩棲體能挑戰、大頭兵日記。 

2.童年享受大自然奧妙，找尋大人舊時玩意，讓孩子

創造與爸媽兒時共同回憶。 

1、2、7、

8月 

烈火青春～顛覆三腳南山野

冒險營 

1、2、7、

8月 

童年の記憶拼圖～童心童趣

營 

1、2、7、

8月 
王者之路~北橫健行隊 服務對象：高中職學生、大專學生 

1.走過中橫無所不能、風靡全臺灣的夢幻活動、創造

回憶領略中橫傳奇。 

2.重拾回味南橫沿線風景，推廣無痕山林生態保育及

走訪特色小鎮輕旅行。 

3.實現單車環台夢、提供專業且完善的環島資源及服

務。 

1、2、7、

8月 
王者之路~中橫健行隊 

1、7、8月 
王者之路～南橫中之關天池

輕健行 

1、2、7、

8月 
愛上美麗島～鐵騎凸臺灣 

7、8月 大專康樂輔導人員研習會 

服務對象：大專學生 

1.針對全國大專院校學生，培養大專社團幹部領導 

  才能，運用康輔技能催化社團活力，促進大專學 

  生校際交流與觀摩學習，激發學生康輔活動創新 

  ，協助學校社團活動蓬勃發展。 

2.藉由探索教育活動來讓參與者親身感受思考及自 

  己連結，分享引導員基礎理論及實務技巧演練， 

融入培訓課程中學習溝通、團隊合作。 

3.邀請知名教授幫助大專優秀青年了解國家經濟及 

  各國現勢，提供交流平台讓大專校院優秀青年相 

  互交流。 

1、7、8月 
玩轉引導力～探索教育訓練

員培訓營 

8月 國際外交暨經貿事務研習營 

6、7月 海外華裔青年臺灣觀摩團 

服務對象：華裔青年 

1.由政府機關委由本團辦理國際接待服務，提供臺灣

青年與海外青年交流互動機會，促進國民外交，拓

展國視野，培訓國際青年交流活動之優秀人才。 

2.透過政府及學校單位參訪、民俗文化研習、華語文

教學、觀光景點旅遊等內容，增進海外青年對臺灣

之認識與了解。 

3.暑期海外華裔青少年返鄉推廣台灣觀光及認識全

台當地文化特色，走訪全台知名景點，讓海外學員

能了解家鄉文化。 

6、7月 海外華裔青年英語服務營 

7月 
海外華裔青少年臺灣觀摩夏

令營(小美加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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