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財團
法人

真耶穌教會臺灣總會 函 106 年 05 月 04 日臺宣字第 106-0204 號 

地址：406-73 台中市北屯區松竹路二段 180 號 
傳真：(04)2243-6968 電話：(04)2243-6960 
承辦人：徐毓ㄩˋ燮ㄒㄧㄝˋ  弟兄 分機：1225 
E-Mail:HenryHsu7@gmail.com 
 

受文者：全體教會、祈禱所、財團法人利河伯社會福利基金會、財團法人棕樹文教
基金會、財團法人利河伯社會福利基金會、財團法人私立郭腓利門紀念基
金會、真耶穌教會中南區辦事處 

副  本：各教區辦事處、臺總行政處 

主  旨：通知舉辦「2017 年真耶穌教會喜信生命體驗營夏令營」於金門大學。 

說  明： 

一、目的及特色： 

    1.提供青少年(學童)生活體驗之機會，探討生命的意義，珍惜生命，啟發潛能。 

    2.提倡正當休閒活動，充實青少年(學童)生活內涵，培養團隊精神。 

    3.本次活動，特別安排於 7 月 13 日整天之戰地風情遊覽，讓孩子體驗戰地歷史、 

      文化、美食，讓孩子感受不同於臺灣的風情、文化，增進孩子視野與知識。 

二、活動日期：2017 年 7 月 12 日(三)上午 9 時 00 分起至 16 日(日)中午 12 時結束。 

三、舉辦地點：金門大學(金門縣金寧鄉大學路 1 號) 

四、報到地點：為統一接送前往機場，請於 2017 年 7 月 11 日(二)晚上 9 點前，於臺 

              灣總會報到、住宿，次日一起出門。 

五、交通工具： 

    1.去程-華信航空(台中-金門) 7 月 12 日 07:10(班機時間以航空公司公布為主) 

    2.回程-華信航空(金門-台中) 7 月 16 日 16:20(班機時間以航空公司公布為主) 

※本次活動因需搭乘飛機，務必攜帶健保卡，參加學員需要團進團出。 

六、參加資格：國小升三、四、五、六年級學生。 

七、報名辦法：名額有限，請先電話確認名額，再行匯款報名。 

    1.聯絡人：許恩霖 姊妹  電話：0952-135572 

    2.費用：10,000 元/人(含機票、交通、住宿、伙食、保險、講師、活動報名費、 

            器材…等費用) 

    3.線上報名：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4CVA8fyw1PiHify2JCkvIiHj2onxeLXBwERThs

lK1ZNTCmA/viewform，或掃描右下角 QR Code，進入報名系統。 

    4.劃撥至戶名：財團法人棕樹文教基金會(郵政劃撥帳號：22282693) 

    5.截止日期：即日起至 2017 年 5 月 31 日，名額有限請儘速報名，額滿為止。 

八、相關活動內容、報名辦法，請詳閱附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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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信生命體驗營～ 

 喜信生命體驗營 國小生命教育系列活動辦法 

 

一、 目的及特色： 

1. 提供青少年(學童)生活體驗之機會，探討生命的意義，珍惜生命，啟發潛能。 

2. 提倡正當休閒活動，充實青少年(學童)生活內涵，培養團隊精神。 

3. 本次活動，特別安排於7月13日整天之戰地風情遊覽，讓孩子體驗戰地歷史、
文化、美食，讓孩子感受不同於臺灣的風情、文化，增進孩子視野與知識。 

二、 活動日期：2017 年 7 月 12 日(三)上午 9 時起至 16 日(日)中午 12 時結束。 

三、 舉辦地點：金門大學(金門縣金寧鄉大學路 1 號) 

四、 報到地點：臺灣總會 2017 年 7 月 11 日(二)晚上 9 點前 

五、 交通工具： 

1. 去程-華信航空(台中-金門) 7 月 12 日 07:10(班機時間以航空公司公布為主) 

2. 回程-華信航空(金門-台中) 7 月 16 日 16:20(班機時間以航空公司公布為主) 

※本次活動因需搭乘飛機，參加學員需要團進團出，不得擅自脫隊。 

六、 參加資格：國小升三、四、五、六年級學生。 

七、 報名辦法：名額有限，請先電話確認名額，再行匯款報名。 

1. 聯絡人：許恩霖 姊妹  電話：0952-135-572 

2. 費用：10,000 元/人(含機票、交通、住宿、伙食、保險、講師、場地、器材…

等費用) 

3. 線上報名：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4CVA8fyw1PiHify2JCkvIiHj2onxeLXBwERTh

slK1ZNTCmA/viewform，或掃描右下角 QR Code，進入報名系統。 

4. 劃撥至戶名：財團法人棕樹文教基金會(郵政劃撥帳號：22282693) 

5. 截止日期：即日起至 2017 年 5 月 31 日，名額有限請儘速報名，額滿為止。 

6. 經繳費報名後，因故無法參加者，將扣除相關費用，不得異議。 

八、 活動規劃： 

1. 7/12  09:00-18:00 金門戰地、文化遊覽，夜宿金門大學。 

2. 7/13-7/16 生命體驗營-所羅門的智慧寶藏(如課表)。 

九、 其他 

1. 請攜帶換洗衣物(營隊提供沐浴、洗髮用品)、健保卡、可背式水壺、杯子、
拖鞋、私人藥品、帽子等防曬衣物、配合課程請著輕便服裝與布鞋；請不要
攜帶 3C 產品，如有攜帶者，由主辦單位統一保管。 

2. 活動前如遇不可抗拒因素（如：颱風來襲，政府單位發佈停課時，即停止活
動），由主辦單位宣佈延期或辦理退費；活動期間如因場地安全理由，停止
舉辦，則扣除已支出行政費用，辦理退費。不得異議。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4CVA8fyw1PiHify2JCkvIiHj2onxeLXBwERThslK1ZNTCmA/viewform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4CVA8fyw1PiHify2JCkvIiHj2onxeLXBwERThslK1ZNTCmA/viewform


 

2017 年喜信生命體驗營夏令營-所羅門的智慧寶藏 
 

日期(地點) 

 

時間 

7/13(四) 

金門國家公園 

中山林遊客中心 

7/14(五) 

金門大學 

7/15(六) 

金門大學 

7/16(日) 

金門大學 

06:30  號角響起  號角響起 

07:00-07:30  高舉旌旗-精兵前進 號角響起 黃金傳奇 

尋寶作戰 
07:30-08:00  糧草供應站 高舉旌旗-精兵前進 

08:00-08:30  喜信音樂教室 糧草供應站 喜信音樂教室 

08:30-09:30 
揚帆出發 

英雄召集令 

小故事大道理 

智慧的開端 

趙四海 傳道 

所羅門王 

的智慧寶藏 

姚信義 傳道 

(8:30~9:50) 

愛的英雄榜 

08:30-10:30 

09:30-10:30 
開啟寶藏秘密 

--開會式 
照相(09:30-10:00) 

前哨站演習 

(9:50~10:30) 

10:30-12:00 
英雄好漢在一班 

--認識你我他 

科學名人堂 I 

-流體力學實作操練 

白昌輝 老師 

(10:00-12:00) 

懇親音樂會 

--編織愛的手 

授勳 退伍 

--閉會式 

(10:30-11:30) 

12:00-13:00 糧草補給站 糧草供應站 糧草供應站 
滿載而歸 

平安再見 

13:00-13:30 廣發英雄帖 養精蓄銳 養精蓄銳 

 

13:30-14:00 

阿里山鄒族 

求生密技大公開 

獵人竹筒飯 

愛玉子 蛇麵 

喜信音樂教室 喜信音樂教室 

14:00-14:30 
金門戰地野生鳥類

生態記趣 百變ＥＱ王卡 

(14:00-16:00) 

「心」戰 

吳賢德 執事 

(14:00-15:30) 14:30-15:00 金門戰地風光導覽 

15:00-17:00 
攻佔堡壘- 

大地闖關 
科學奧林匹克 

牛頓教室 

(16:00-18:00) 

科學名人堂 II 

-流體力學實作操練 

白昌輝 老師 

(15:30~18:00) 
17:00-18:00 

戰地野味 B&Q 

18:00-19:00 時時筷樂 時時筷樂 

19:00-19:30 營歌預備唱 寫字作「讚」 

葉曄 老師 

喜信音樂教室 

19:30-20:00 

喜信晚會 

(19:30-21:00) 

喜信生命劇場 

(19:30-21:00) 

20:00-20:30 喜信音樂教室 

20:30-21:00 

小故事大道理 

陳素觀 老師 

(20:30-21:20) 

21:00-22:00 
回營/收兵 

(營養補給站) 

小隊會報/收兵 

(營養補給站) 

小隊會報/收兵 

(營養補給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