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文化大學 函

地址：111臺北市士林區華岡路55號
聯絡人：陳宗顯
電話：(02)28610511#12201
傳真：(02)28613053

受文者：國立嘉義大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0月31日
發文字號：校學字第1070003996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附件一 附件二 附件三 附件四

主旨：檢送本校協助中國青年救國團辦理108年「翻轉課堂－探
索教育與班級經營主題研習營」實施計畫及報名表各乙
份，惠請轉知各系、所教職員報名參加，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本校與中國青年救國團簽訂多元合作方案辦理。
二、本研習針對教師之全人教育精神的「自發」及「互動」為

主，並運用體驗教育的模式教授，提供教師專業的教學知
能，藉此有效引發學生的學習動機與熱情。此外，救國團
探索教育中心定期辦理「探索教育工作坊」，以期協助參
與教師於結訓後持續開拓視野、提供充實自我的良好平
台。

三、本研習全程參與者，可獲得救國團探索教育執行訓練員與
亞洲體驗教育學會助理引導員認證結訓證書及臺教師(三)
字第1060145584H號公文函核予之教師研習時數21小時(教
師進修網：https://goo.gl/6JD4FX)。

四、課程日期及地點：(一)北區：108年1月26日至28日，中國
青年救國團總團部(台北市中山區民權東路2段69號)。(二)
中區：108年1月29日至31日，救國團台中市團委會(台中市
北區力行路262-1號)。(三)南區：108年2月1日至3日，救國
團高雄市團委會(高雄市前金區中正四路189號)。

五、邀請貴校教師與同仁參加，課程名額有限，依報名先後順
序額滿為止，三天課程費用原價新臺幣4,200元/人，如為
救國團簽訂的大專院校多元合作方案之學校教職員，得以
優惠價新臺幣3,800元/人報名參加。

六、報名方式：採網路報名https://goo.gl/bt7wSX，並於繳費(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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撥戶名：救國團活動專戶，帳號：4727124)後將繳費單(於
繳費憑證空白處填上姓名、電話及營隊名稱)掃描或拍照將
電子檔E-mail寄至140805@cyc.tw或傳真(傳真電話：02-
25965796)鄭雅芬小姐收。

七、相關疑問請逕洽鄭雅芬小姐，辦公室電話為(02)2596-5858
分機257。

正本：大葉大學、大漢技術學院、中華大學、中華學校財團法人中華科技大學、仁德
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光宇學校財團法人元培醫事科技大學、元智大學、文藻學
校財團法人文藻外語大學、世新大學、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永達
技術學院、廣亞學校財團法人育達科技大學、明志科技大學、長庚大學、南華
大學、建國科技大學、真理大學、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高雄市立空中大學、高雄醫學大學、國立中山大學、國立中央大學、國立中正
大學、國立中興大學、國立交通大學、國立成功大學、國立宜蘭大學、國立東
華大學、國立空中大學、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國立政治大
學、國立高雄大學、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國立清華大學、
國立陽明大學、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國立嘉義大學、國立
彰化師範大學、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國立臺中科技大學、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國立臺北大學、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
學、國立臺東大學、國立臺東專科學校、國立臺南大學、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國立臺灣大學、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國立體育大
學、朝陽科技大學、華夏學校財團法人華夏科技大學、華梵大學、慈濟學校財
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萬能學校財團法人萬能科技大學、義守大學、實踐大
學、臺北市立大學、輔英科技大學、遠東科技大學、銘傳大學、龍華科技大
學、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國立澎湖科技大學、崇右學
校財團法人崇右影藝科技大學、崑山科技大學、淡江大學、健行學校財團法人
健行科技大學、蘭陽技術學院、景文科技大學、慈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慈濟
學校財團法人慈濟大學、僑光科技大學、嘉藥學校財團法人嘉南藥理大學、臺
北醫學大學、台南家專學校財團法人台南應用科技大學、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
人輔仁大學、德明財經科技大學、黎明技術學院、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樹
德科技大學、中信學校財團法人中信金融管理學院、亞太學校財團法人亞太創
意技術學院、靜宜大學、環球學校財團法人環球科技大學、中國文化大學、佛
光大學、逢甲大學、中原大學、台北海洋學校財團法人台北海洋科技大學、宏
國學校財團法人宏國德霖科技大學、吳鳳學校財團法人吳鳳科技大學、東南科
技大學、中州學校財團法人中州科技大學、東方學校財團法人東方設計學院、
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亞東技術學院、南亞科技學校財團法人南亞技術
學院、中國醫藥大學、大華學校財團法人大華科技大學、中臺科技大學、長榮
大學、中山醫學大學、明新科技大學、玄奘大學、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美和學
校財團法人美和科技大學、東吳大學、致理學校財團法人致理科技大學、和春
技術學院、城市學校財團法人臺北城市科技大學、大同技術學院、南榮學校財
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長庚學校財團法人長庚科技大學、國立臺灣戲曲學院、
東海大學、大同大學、台灣首府學校財團法人台灣首府大學、耕莘健康管理專
科學校、敏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高美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南臺科技大學、稻
江科技暨管理學院、明道學校財團法人明道大學、國立臺北商業大學、醒吾學
校財團法人醒吾科技大學、臺灣觀光學院、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弘光科技大

第2頁 共3頁



學、國立金門大學、修平學校財團法人修平科技大學、育英醫護管理專科學
校、高苑科技大學、聖約翰科技大學、中國科技大學、大仁科技大學、嶺東科
技大學、亞洲大學、聖母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崇仁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新生醫
護管理專科學校、國立屏東大學、國立聯合大學、開南大學、法鼓學校財團法
人法鼓文理學院、南開科技大學、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學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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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一貫道天皇基
金會一貫道天皇學院

副本：本校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組電 子 公 文
交 換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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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轉課堂 台灣教師

探索教育與班級經營主題研習營計畫

翻轉課堂
台灣教師探索教育研習



馬克吐溫曾說

若想要感覺安全無虞

去做本來就會的事情!

若想要真正成長，

那就要挑戰能力的極限，

也就是暫時地失去安全感…

當你不能確定你自己在做什麼時，

起碼要知道你正在成長!



救國團探索教育推展中心

最佳服務品質

優質專業團隊

Company Goal



專業 品質誠信 熱忱

Purposes



探索&體驗教育

強調

人與環境的互動

主動參加一個真正的學習經驗

參與者自省自己的經驗

開放新的技能



課 程 特 色 設 計

基本引導技巧

引導員的角色與責任

探索教育核心理論

班級經營

團隊建立具有反思的體驗才是有效的學習

學習核心理論與實際運用

由探索教育活動凝聚班級向心力

建立班級目標我們比我更聰明
台灣產官學界知名體驗教育講

師授課分享，從做中學開始

溝通藝術 人際破冰從探索教育活動中培養良好的溝

通技巧明
從活動開始建立互動



“ “ “01 02 03

人際破冰 基礎理論 基本引導技巧

1.破冰活動設計目標

2.探索活動流程

3.帶領技巧

4.活動延伸

5.問題引導

1.起源與發展

2.哲學基礎與操作原則

(1)經驗學習圈

(2)全方位價值契約

(3)自發性挑戰

3.運用的範圍

4.體驗教育與探索教育

1.引導討論三階段

(1) 反思及觀察

(2)聯結

(3) 運用

2.3W引導法

3.4F引導法

4.5Q引導法

5.多元反思活動的類型



1.信任建立，建立問題解決的共
同模式

2.運用團隊成員的溝通協調，激
發正向的互動模式

3.團隊動力的發展並提昇團隊自
發性的工作能量

4.衝突管理的產生與協調整合

5.團隊共識的重要性，並凝聚高
度的向心力

1.了解彼此差異，建立有效的溝
通模式

2.學習將衝突導正為創造性摩擦，
凝聚深度歸屬的團隊向心力

3.積極面對人際關係面臨的挑戰

4.打造信任與承諾的團隊溝通

5.排除個人與團隊溝通障礙



班級合作

班級目標

引導員的角色

學習擬訂改善方案並嘗

試實踐，使團隊更好。

1.瞭解團隊的力量大於個人力量
2.如何進行分工與互助發揮更大
功效
3.個人在團隊中的責任與行為對
團隊造成的影響。

1.引導員的角色界定。

2.引導員的責任說明。

3.引導員必須介入的狀況與原因。

1..引導員的守則。

2.引導員常見狀況處理分析。

3.引導討論注意事項

引導員的責任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08：30-09：00 報到
09：00-10：00 始業式

【基本引導技巧】
具有反思的體驗才是有效的

學習

【溝通藝術】
從探索教育活動中
培養良好的溝通技巧

09：30-10：00
【人際破冰】

從活動開始建立互動

10：00-12：00

【團隊建立】
由探索教育活動
凝聚班級向心力

12：30-13：30 午餐 午餐 午餐

13：30-17:30
【基礎理論】

探索教育基本理論與
實際運用

【班級合作】
建立班級目標
我們比我更聰明

【引導員的角色與責任】
擁抱責任創造價值

17：30- 賦歸 賦歸 賦歸

課 表 安 排



價值&收穫

取得全台首創雙認證之課程

(AAEE亞洲體驗教育學會助理引導員認證┼救國團執行訓練員)

翻轉課堂”增加教學知、智能”

GOT教育部認證教師研習時數

“21小時”



“學習 是一輩子的事”



翻轉課堂－探索教育與班級經營主題研習營 

報名表 

活動日期 2019/01/26-01/28(六~一) 應繳費用 
□6,500 元(住宿兩人房)  

□4,200元(不過夜) 

姓    名  身份證字號  

出生年月 西元   年   月   日 性    別  

電    話  手    機  

聯絡地址 □□□ 

E-Mail 如欲收到相關資訊或照片建議留 

職 業 或 

教育程度 
 服務單位  

消息來源 

(可複選) 

□全國教師在職進修網     

□同事邀約  □家人/親戚介紹  □學校老師告知   □網站宣傳 

□媒體宣傳(報紙、電視、廣播)    □簡章 DM  

□其他                  
中國青年救國團事項告知暨同意書 

  茲就本單位蒐集 台端之個人資料，依法告知以下事項︰ 

一、個人資料管理、更新及權益影響事項 

本單位蒐集的個人資料，受到中華民國個人資料保護法與相關法令的規範，並依據本單位個資保護管理規範，蒐集、處理及

利用您的個人資料。 

請提供您本人正確、最新及完整的個人資料，以確保您相關的權益。若您的個人資料有任何異動，請主動向本單位申請更正，

使其保持正確、最新及完整，避免您的權益受損。若您選擇拒絕向本單位提供個人資料時，本單位將有權調整為您服務項目，

可能影響您的權益。 

二、個人資料蒐集目的、類別及利用 

（一）蒐集個人資料之目的：人身保險、志工管理、社會服務或社會工作、契約、類似契約或其他法律關係事務、消費者、

客戶管理與服務、消費者保護、教育或訓練行政、運動、競技活動、運動休閒業務、廣告或商業行為管理、調查、統計與研

究分析、其他自然人基於正當性目的所進行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觀光行政、觀光旅館業、旅館業、旅行業、觀光遊

樂業及民宿經營管理業務、其他諮詢與顧問服務、華僑資料管理、行銷。 

（二）個人資料之類別：識別個人者、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個人描述、住家及設施、移民情形、職業、學校記錄、資格或

技術、健康紀錄、宗教信仰、未分類之資料。 

（三）個人資料利用：1.期間：個人資料蒐集之特定目的存續期間、因執行業務所必須之保存期間 2.地區：台灣地區 3.對象：

中國青年救國團所屬各單位及受託經營單位 4.方式：行動裝置或傳真聯繫、發送電子郵件、傳送簡訊、郵寄書面資料。 

（四）當本單位利用您的個人資料與上揭特定目的不同時，會再次徵求您的書面同意，始進行個資之處理及利用。 

三、您可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及本單位所訂定之作業規定，就您的個人資料行使以下權利：請求查詢或閱覽、製給複製本、請

求補充或更正、請求停止處理及利用、請求刪除。 

 

本人已閱讀且瞭解上述告知事項，並同意 貴單位於上述事項範圍內蒐集、處理及利用本人之個人資料，茲簽署如下︰ 

 

                                  同意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請親簽，未滿 20 歲者，由法定代理人簽名) 

受理報名單位蓋章（戳記）       

報名單位：               受理日期：         承辦人： 

報名注意事項 
壹、 報名地點及繳費方式： 

可受理報名單位 電         話 報名地址 

臺北市團委會 02-8509-1119 104臺北市大直街 20巷 16號 

新北市團委會 02-2969-2161 220新北市板橋區重慶路 66號 3樓 

桃園市團委會 
03-491-5168 
03-333-2153 

324 桃園市平鎮區延平路 1 段 168 號 
330桃園市桃園區成功路 2段 7號 

臺中市團委會 04-2234-8291 404臺中市力行路 262之 1號 

臺南市團委會 06-222-3421 704臺南市北區忠義路 3段 29號 

高雄市團委會 07-201-3141 801高雄市中正四路 189號 

基隆市團委會 02-2431-2111 200基隆市獅球路 8號 

新竹團委會 03-515-3383 300新竹市演藝路 23號 2樓 

苗栗縣團委會 037-322134 360苗栗市中正路 382號 

南投縣團委會 049-222-3441 540南投市中興路 700號 

彰化縣團委會 04-723-1157 500彰化市卦山路 2號 

雲林縣團委會 05-532-2319 640雲林縣斗六市府前街 58號 

嘉義團委會 05-277-0482 600嘉義市忠孝路 307號 

屏東縣團委會 08-736-1084 900屏東市中華路 80之 1號 

臺東縣團委會 089-329-891 950臺東市博愛路 425號 

花蓮縣團委會 03-832-3123 970花蓮市公園路 53之 2號 

宜蘭縣團委會 03-935-3411 26050宜蘭市民權新路 102號 

澎湖縣團委會 06-927-1124 880澎湖縣馬公市介壽路 11號 

金門縣團委會 082-325-722 893金門縣金城鎮環島北路 1段 1號 

※繳費方式：報名及繳費兩項動作皆需同時完成，始完成活動報名手續 

1.臨櫃繳費：請詳細填報名表，現金繳交報名費用，領取收據。 

2.郵局劃撥：戶名：救國團活動專戶，帳號：14727124   

     （請務必於通訊欄註明參加活動名稱及日期、參加者姓名。） 

 ※劃撥後，請將報名表連同存根收據，傳真至 02-25695796 

   或掃描(拍照)存成電子檔 E-mail 至 140805@cyc.tw。 

      3.承辦人收到報名資料後，會回電聯繫，始完成報名手續。  

貳、 注意事項：請依指定時間地點自行前往報到；因故不克參加，請檢附

證明文件（身體不適，須持醫院證明單），連同報名繳費收據及個人

證件，於活動報到前三日至原報名地點辦理，並按規定退費。(詳如

網頁說明 ht tps : / / goo .g l / b t7wSX ) 

 

mailto:E-mail至140805@cyc.tw
https://goo.gl/bt7wSX


翻轉課堂－探索教育與班級經營主題研習營 

報名表 

活動日期 2019/01/29-01/31(二~四) 應繳費用 □4,200元(不過夜) 

姓    名  身份證字號  

出生年月 西元   年   月   日 性    別  

電    話  手    機  

聯絡地址 □□□ 

E-Mail 如欲收到相關資訊或照片建議留 

職 業 或 

教育程度 
 服務單位  

消息來源 

(可複選) 

□全國教師在職進修網     

□同事邀約  □家人/親戚介紹  □學校老師告知   □網站宣傳 

□媒體宣傳(報紙、電視、廣播)    □簡章 DM  

□其他                  
中國青年救國團事項告知暨同意書 

  茲就本單位蒐集 台端之個人資料，依法告知以下事項︰ 

一、個人資料管理、更新及權益影響事項 

本單位蒐集的個人資料，受到中華民國個人資料保護法與相關法令的規範，並依據本單位個資保護管理規範，蒐集、處理及

利用您的個人資料。 

請提供您本人正確、最新及完整的個人資料，以確保您相關的權益。若您的個人資料有任何異動，請主動向本單位申請更正，

使其保持正確、最新及完整，避免您的權益受損。若您選擇拒絕向本單位提供個人資料時，本單位將有權調整為您服務項目，

可能影響您的權益。 

二、個人資料蒐集目的、類別及利用 

（一）蒐集個人資料之目的：人身保險、志工管理、社會服務或社會工作、契約、類似契約或其他法律關係事務、消費者、

客戶管理與服務、消費者保護、教育或訓練行政、運動、競技活動、運動休閒業務、廣告或商業行為管理、調查、統計與研

究分析、其他自然人基於正當性目的所進行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觀光行政、觀光旅館業、旅館業、旅行業、觀光遊

樂業及民宿經營管理業務、其他諮詢與顧問服務、華僑資料管理、行銷。 

（二）個人資料之類別：識別個人者、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個人描述、住家及設施、移民情形、職業、學校記錄、資格或

技術、健康紀錄、宗教信仰、未分類之資料。 

（三）個人資料利用：1.期間：個人資料蒐集之特定目的存續期間、因執行業務所必須之保存期間 2.地區：台灣地區 3.對象：

中國青年救國團所屬各單位及受託經營單位 4.方式：行動裝置或傳真聯繫、發送電子郵件、傳送簡訊、郵寄書面資料。 

（四）當本單位利用您的個人資料與上揭特定目的不同時，會再次徵求您的書面同意，始進行個資之處理及利用。 

三、您可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及本單位所訂定之作業規定，就您的個人資料行使以下權利：請求查詢或閱覽、製給複製本、請

求補充或更正、請求停止處理及利用、請求刪除。 

 

本人已閱讀且瞭解上述告知事項，並同意 貴單位於上述事項範圍內蒐集、處理及利用本人之個人資料，茲簽署如下︰ 

 

                                  同意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請親簽，未滿 20 歲者，由法定代理人簽名) 

受理報名單位蓋章（戳記）       

報名單位：               受理日期：         承辦人： 

報名注意事項 
壹、 報名地點及繳費方式： 

可受理報名單位 電         話 報名地址 

臺北市團委會 02-8509-1119 104臺北市大直街 20巷 16號 

新北市團委會 02-2969-2161 220新北市板橋區重慶路 66號 3樓 

桃園市團委會 
03-491-5168 
03-333-2153 

324 桃園市平鎮區延平路 1 段 168 號 
330桃園市桃園區成功路 2段 7號 

臺中市團委會 04-2234-8291 404臺中市力行路 262之 1號 

臺南市團委會 06-222-3421 704臺南市北區忠義路 3段 29號 

高雄市團委會 07-201-3141 801高雄市中正四路 189號 

基隆市團委會 02-2431-2111 200基隆市獅球路 8號 

新竹團委會 03-515-3383 300新竹市演藝路 23號 2樓 

苗栗縣團委會 037-322134 360苗栗市中正路 382號 

南投縣團委會 049-222-3441 540南投市中興路 700號 

彰化縣團委會 04-723-1157 500彰化市卦山路 2號 

雲林縣團委會 05-532-2319 640雲林縣斗六市府前街 58號 

嘉義團委會 05-277-0482 600嘉義市忠孝路 307號 

屏東縣團委會 08-736-1084 900屏東市中華路 80之 1號 

臺東縣團委會 089-329-891 950臺東市博愛路 425號 

花蓮縣團委會 03-832-3123 970花蓮市公園路 53之 2號 

宜蘭縣團委會 03-935-3411 26050宜蘭市民權新路 102號 

澎湖縣團委會 06-927-1124 880澎湖縣馬公市介壽路 11號 

金門縣團委會 082-325-722 893金門縣金城鎮環島北路 1段 1號 

※繳費方式：報名及繳費兩項動作皆需同時完成，始完成活動報名手續 

1.臨櫃繳費：請詳細填報名表，現金繳交報名費用，領取收據。 

2.郵局劃撥：戶名：救國團活動專戶，帳號：14727124   

     （請務必於通訊欄註明參加活動名稱及日期、參加者姓名。） 

 ※劃撥後，請將報名表連同存根收據，傳真至 02-25965796 

   或掃描(拍照)存成電子檔 E-mail 至 140805@cyc.tw。 

      3.承辦人收到報名資料後，會回電聯繫，始完成報名手續。  

貳、 注意事項：請依指定時間地點自行前往報到；因故不克參加，請檢附

證明文件（身體不適，須持醫院證明單），連同報名繳費收據及個人

證件，於活動報到前三日至原報名地點辦理，並按規定退費。(詳如

網頁說明 ht tps : / / goo .g l /BRM78d ) 

 

mailto:E-mail至140805@cyc.tw
https://goo.gl/BRM78d


翻轉課堂－探索教育與班級經營主題研習營 

報名表 

活動日期 2019/01/29-01/31(二~四) 應繳費用 □4,200元(不過夜) 

姓    名  身份證字號  

出生年月 西元   年   月   日 性    別  

電    話  手    機  

聯絡地址 □□□ 

E-Mail 如欲收到相關資訊或照片建議留 

職 業 或 

教育程度 
 服務單位  

消息來源 

(可複選) 

□全國教師在職進修網     

□同事邀約  □家人/親戚介紹  □學校老師告知   □網站宣傳 

□媒體宣傳(報紙、電視、廣播)    □簡章 DM  

□其他                  
中國青年救國團事項告知暨同意書 

  茲就本單位蒐集 台端之個人資料，依法告知以下事項︰ 

一、個人資料管理、更新及權益影響事項 

本單位蒐集的個人資料，受到中華民國個人資料保護法與相關法令的規範，並依據本單位個資保護管理規範，蒐集、處理及

利用您的個人資料。 

請提供您本人正確、最新及完整的個人資料，以確保您相關的權益。若您的個人資料有任何異動，請主動向本單位申請更正，

使其保持正確、最新及完整，避免您的權益受損。若您選擇拒絕向本單位提供個人資料時，本單位將有權調整為您服務項目，

可能影響您的權益。 

二、個人資料蒐集目的、類別及利用 

（一）蒐集個人資料之目的：人身保險、志工管理、社會服務或社會工作、契約、類似契約或其他法律關係事務、消費者、

客戶管理與服務、消費者保護、教育或訓練行政、運動、競技活動、運動休閒業務、廣告或商業行為管理、調查、統計與研

究分析、其他自然人基於正當性目的所進行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觀光行政、觀光旅館業、旅館業、旅行業、觀光遊

樂業及民宿經營管理業務、其他諮詢與顧問服務、華僑資料管理、行銷。 

（二）個人資料之類別：識別個人者、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個人描述、住家及設施、移民情形、職業、學校記錄、資格或

技術、健康紀錄、宗教信仰、未分類之資料。 

（三）個人資料利用：1.期間：個人資料蒐集之特定目的存續期間、因執行業務所必須之保存期間 2.地區：台灣地區 3.對象：

中國青年救國團所屬各單位及受託經營單位 4.方式：行動裝置或傳真聯繫、發送電子郵件、傳送簡訊、郵寄書面資料。 

（四）當本單位利用您的個人資料與上揭特定目的不同時，會再次徵求您的書面同意，始進行個資之處理及利用。 

三、您可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及本單位所訂定之作業規定，就您的個人資料行使以下權利：請求查詢或閱覽、製給複製本、請

求補充或更正、請求停止處理及利用、請求刪除。 

 

本人已閱讀且瞭解上述告知事項，並同意 貴單位於上述事項範圍內蒐集、處理及利用本人之個人資料，茲簽署如下︰ 

 

                                  同意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請親簽，未滿 20 歲者，由法定代理人簽名) 

受理報名單位蓋章（戳記）       

報名單位：               受理日期：         承辦人： 

報名注意事項 
壹、 報名地點及繳費方式： 

可受理報名單位 電         話 報名地址 

臺北市團委會 02-8509-1119 104臺北市大直街 20巷 16號 

新北市團委會 02-2969-2161 220新北市板橋區重慶路 66號 3樓 

桃園市團委會 
03-491-5168 
03-333-2153 

324 桃園市平鎮區延平路 1 段 168 號 
330桃園市桃園區成功路 2段 7號 

臺中市團委會 04-2234-8291 404臺中市力行路 262之 1號 

臺南市團委會 06-222-3421 704臺南市北區忠義路 3段 29號 

高雄市團委會 07-201-3141 801高雄市中正四路 189號 

基隆市團委會 02-2431-2111 200基隆市獅球路 8號 

新竹團委會 03-515-3383 300新竹市演藝路 23號 2樓 

苗栗縣團委會 037-322134 360苗栗市中正路 382號 

南投縣團委會 049-222-3441 540南投市中興路 700號 

彰化縣團委會 04-723-1157 500彰化市卦山路 2號 

雲林縣團委會 05-532-2319 640雲林縣斗六市府前街 58號 

嘉義團委會 05-277-0482 600嘉義市忠孝路 307號 

屏東縣團委會 08-736-1084 900屏東市中華路 80之 1號 

臺東縣團委會 089-329-891 950臺東市博愛路 425號 

花蓮縣團委會 03-832-3123 970花蓮市公園路 53之 2號 

宜蘭縣團委會 03-935-3411 26050宜蘭市民權新路 102號 

澎湖縣團委會 06-927-1124 880澎湖縣馬公市介壽路 11號 

金門縣團委會 082-325-722 893金門縣金城鎮環島北路 1段 1號 

※繳費方式：報名及繳費兩項動作皆需同時完成，始完成活動報名手續 

1.臨櫃繳費：請詳細填報名表，現金繳交報名費用，領取收據。 

2.郵局劃撥：戶名：救國團活動專戶，帳號：14727124   

     （請務必於通訊欄註明參加活動名稱及日期、參加者姓名。） 

 ※劃撥後，請將報名表連同存根收據，傳真至 02-25965796 

   或掃描(拍照)存成電子檔 E-mail 至 140805@cyc.tw。 

      3.承辦人收到報名資料後，會回電聯繫，始完成報名手續。  

貳、 注意事項：請依指定時間地點自行前往報到；因故不克參加，請檢附

證明文件（身體不適，須持醫院證明單），連同報名繳費收據及個人

證件，於活動報到前三日至原報名地點辦理，並按規定退費。(詳如

網頁說明 ht tps : / / goo .g l /BRM78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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