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團
真耶穌教會臺灣總會函 108 年 05 月 09 日真臺宣字第 108-0179 號
法人
地址：406-73 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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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臺中市私立哥尼流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樂野教會、
喜信生命教育志工團、講員
副本：各教區辦事處
主旨：通知舉辦「2019 年真耶穌教會喜信生命體驗營夏令營」
，請各教會積極鼓勵學
生邀請慕道同學報名參加。
說明：
一、本活動依據 2019 年度總會聖工推展策略方針，宣道處工作計畫之原住民法人部
份，開拓科第五項實施。
二、舉辦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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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主內/外之學童、青年(服務員)信仰與使命心志，建立正確的服事價值態
度，成立屬靈的福音團隊，讓有恩賜的弟兄姐妹，能有效的相互支援，相互
關懷，在靈裡共同成長，以協助各教區各教會辦理青少年宣道與跟進。
三、活動日期：2019 年 7 月 14 日(日)上午 11 時起至 7 月 16 日(二)下午 3 時結束。
四、舉辦地點：真耶穌教會樂野教會(嘉義縣阿里山鄉 88 之 1 號)
報到地點：阿里山鄉樂野社區活動中心(嘉義縣阿里山鄉 2 鄰 56 號)
五、參加資格：國小四、五、六年級生，名額 96 名。
六、報名辦法費用：一律線上報名，完成後隨即交費，額滿為止。
1.報名方式 1：QR-CODE；網址:https://goo.gl/YhxVeb。
活動下載：喜信網站（JOY.org.tw）或臺灣總會(TJC.org.tw)。
劃撥至戶名：財團法人棕樹文教基金會，郵政劃撥帳號：22282693 劃撥後，
劃撥收執聯與報名表於當天傳真至總會宣道處，並撥電話至宣道處確認。
電話 0928-988484 傳真:04-22436968，E-Mail：HenryHsu7@gmail.com
2.費用收取：2,000 元(※一律線上報名，完成後隨即交費，額滿為止。)
參加喜信生命體驗營之學員費用為 (含住宿、伙食、保險、講師、場地等)。
不足部分，由主辦單位募款補助。
※優惠方案(一領一)：3,000 元 1 + 1 (真教會小朋友 + 社區小朋友)。
3.報名截止日期：即日起至 2019 年 6 月 22 日(六)，額滿為止。
七、請宣道股、教育股負責人，給予關心鼓勵主內青少年邀請同學報名參加，願主
耶穌基督親自帶領，本營隊活動順利平安，榮神益人。
八、相關活動內容、報名辦法，請詳閱附件資料。
檢附：相關報名辦法活動內容簡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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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喜信生命體驗營-伊甸園的秘密活動辦法～
2019 年 7 月 14 日至 7 月 16 日喜信生命體驗營國小生命教育系列活動辦法
一、目的：
1.提供青少年生活體驗機會，探討生命的意義，珍惜生命，啟發自愛、自重之
潛能。
2.提倡正當休閒活動，充實青少年課餘生活內涵，培養團隊精神，分享生活心
得。
3.以生動活潑的上課方式，啟發小朋友對體適能之建立及身心靈健康之重視。
二、主辦單位：真耶穌教會臺灣總會宣道處、財團法人棕樹文教基金會
三、承辦單位：喜信生命教育志工團、真耶穌教會南區辦事處
四、協辦單位：財團法人利河伯社會福利基金會、財團法人臺中市私立哥尼流社會
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真耶穌教會樂野教會、真耶穌教會中南區辦
事處
五、參加資格：國小四年級以上(四、五、六年級)，名額 96 名。
六、活動日期：2019 年 7 月 14 日(日)上午 11 時起至 7 月 16 日(二)下午 3 時結束。
七、舉辦地點：真耶穌教會樂野教會(嘉義縣阿里山鄉 88 之 1 號)
報到地點：阿里山鄉樂野社區活動中心(嘉義縣阿里山鄉 2 鄰 56 號)
八、報名與費用：一律線上報名，完成後隨即交費，額滿為止。
1.報名方式：QR-CODE；網址:https://goo.gl/YhxVeb。
活動訊息下載：喜信網站（JOY.org.tw）或臺灣總會(TJC.org.tw)。
劃撥至戶名：財團法人棕樹文教基金會，郵政劃撥帳號：22282693 劃撥後，
劃撥收執聯與報名表於當天傳真至總會宣道處，並撥電話至宣道處確認。
電話 0928-988484 傳真:04-22436968，E-Mail：HenryHsu7@gmail.com
2.費用收取：2,000 元，不含交通費※依報名及繳費先後順序錄取，額滿為止。
參加喜信生命體驗營之學員費用為(含住宿、伙食、保險、講師、場地等)。
不足部分，由主辦單位募款補助。
※優惠方案(一領一)：3,000 元 1 + 1 (真教會小朋友 + 社區小朋友)。
3.報名截止日期：即日起至 2019 年 6 月 22 日(六)，額滿為止。
七、請宣道股、教育股負責人，給予關心鼓勵主內青少年邀請同學報名參加，願主
耶穌基督親自帶領，本營隊活動順利平安，榮神益人。
八、相關活動內容、報名辦法，請詳閱附件資料。
九、備註：
1.一律線上報名，依報名繳費先後順序錄取，額滿為止。
2.經完成報名手續，活動開始六天以前，因故不能參加營會，扣除 600 元為手續
費。
3.活動開始前六天內(含六天) 不能參加營會，不得申請退費。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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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攜帶物品：盥洗衣物、睡袋、短褲、拖鞋、薄外套(阿里山鄉日夜溫差大，請
衡量衣物)、健保卡、可背式水壺或杯子、室外拖鞋、私人藥品、配合課程請
著輕便服裝(褲裝為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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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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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喜信生命體驗營 夏令營 活動課程表

伊甸園の秘密
日期

7/14(日)

0630
0700
0730
0800
0900

1000

1100

1200

1100~1130
山林孩子王報到
1130~1230
LALAUYA
序幕曲-開會式
1240~1320
筍筍與山雞的豐盛筵
席

1330
1400

7/15(一)

7/16(二)

起床號
群山甦醒-晨間暖身
早起的鳥兒有蟲吃
0810~1100
山林孩子王職能訓練
to be
鋸竹大師、
野外求生達人、阿拉比
卡咖啡小學者、高山茶
園特派採訪員

起床號
0710~0800
早起的鳥兒有蟲吃+
竹筒飯 DIY
0810~0930
GO!GO!森呼吸
0940~1010
乘著音樂的翅膀
1010~1100
專題三：永不隔絕的愛

1110~1200
專題二：伊甸園の秘密

時時筷樂/午安寶貝
乘著音樂的翅膀

1330~1500
山林好朋友敬個禮

時時筷樂/麻糬競技場/
大地回春

1400~1450
青春掃描儀-兩性教育專題

1500

1510~1540
乘著音樂的翅膀
1540~1630
專題一：混沌到伯拉河

1600

1630~1800
足踏千山萬壑大地遊戲

1800

時時筷樂/寶貝香噴噴

1930

乘著音樂的翅膀

2000

喜信晚會

2110

星空下的悄悄話

星空下的悄悄話

2200

補給站/晚安寶貝

補給站/晚安寶貝

1500~1800
山中取材手作教室
(三選二)
(弓箭王/茶香果凍花/
月桃編織工藝)

時時筷樂/寶貝香噴噴
喜信生命劇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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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0~1350
愛的迴響
1400~1450
YOKEOASU
感恩閉會式
1500~
再會！山林孩子王

2019 年喜信生命體驗營夏令營報名表(一律線上報名)
◆基本資料
姓名：(中文)______________ 性別：□男□女
身份證字號/護照字號：_________________ 生日：_____ 年 _____ 月_____日
宗教信仰：□真耶穌教會 _________教會、□傳統信仰、□佛教、□天主教
□基督教__________會、□其他________
是否吃素：□是(□全素、□蛋奶素)、□否
學校：__________ 國小 ______年 _______班
聯絡地址：□□□-□□ ________縣/市 _________區/鄉/鎮/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手機：________________（方便簡訊通知）
◆身體狀況調查（請參加學員，詳細填寫）
□心臟病、□氣喘、□過敏、□不能從事較費力活動的病症_________；
□其他，如分組或就寢(請自行列出)___________________(營隊以實際情形儘量配合安排)
◆喜信體驗營活動調查
曾參加喜信生命體驗營：□無□有第________次
◆營隊課程選擇：山中取材手作教室(三選二)，費用已含於報名費中。
□弓箭王□茶香果凍花(限 70 人) □月桃編織工藝(未勾選者，由主辦單位統籌。)
◆參加喜信生命體驗營之學員費用為 2,000 元，不含交通費(含住宿、伙食、保險、
講師、場地等)。不足部分，由基金會贊助及主辦單位募款補助。
※優惠方案(一領一)：3,000 元 1+1(真教會小朋友+社區小朋友)。
◆報名方式：QR-CODE；網址:https://goo.gl/YhxVeb。
下載報名表於喜信網站（JOY.org.tw）或臺灣總會(TJC.org.tw)。
劃撥日期：________影印或拍照(掃描)以傳真或寄 E-Mail 完成後電話確認。
※一律線上報名，完成後隨即交費，額滿為止。2019 年 6 月 22 日(六)，額滿為止。
劃撥至戶名：財團法人棕樹文教基金會，郵政劃撥帳號：22282693 劃撥後，
將劃撥收執聯與報名表於當天傳真至總會宣道處，並撥電話至宣道處確認。
※聯絡方式（聯絡人）：徐毓燮弟兄電話：04-2243-6960 分機 1225 或
傳真:04-2243-6968，E-Mail：HenryHsu7@gmail.com
攜帶物品：盥洗衣物、睡袋、短褲、拖鞋、薄外套(阿里山鄉日夜溫差大，請衡
量衣物)、健保卡、可背式水壺或杯子、室外拖鞋、私人藥品、配合課程請著輕
便服裝(褲裝為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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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方式(未勾選，視同自行前往；搭乘接駁車皆為來回，沒有單程，報名即繳費):
報到地點：阿里山鄉樂野社區活動中心(嘉義縣阿里山鄉 2 鄰 56 號)
□自行前往 11 點前報到
□台中車：
第 1 站永福教會(700 元)：臺中市西屯區福科路 718 號(早上 7 點 20 分前集合)
第 2 站彰化教會(700 元)：彰化市中山路二段 892 號(早上 7 點 50 分前集合)
□嘉義車：北興教會(500 元)：嘉義市博愛路二段 302 號(早上 9 點 30 分前)
※人員達 35 人以上，才安排遊覽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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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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