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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中美英文福音夏令營」活動招生簡章 
一、 活動名稱：2014 中美英文福音夏令營 

二、 活動主辦單位：美國加州聖荷西中華歸主教會、中華大學陽光志工隊 

三、 活動協辦單位：中華大學課外活動指導組、中華大學體育室 

四、 活動時間：103年 07月 27日 Pm14:00至 103年 08 月 02日 Pm14:00 

五、 活動地點：中華大學 

六、 活動費用：全免。（報名錄取經通知後繳交保証金 300 元，才完成報名程序；全程參與離

營時保証金 300元全數退還；經錄取繳交保証金後，未能參與者，恕不退還保証金） 

七、 招生對象：國三到高三學生（以孤兒、低收入戶、外籍新娘子女、單親家庭、原住民子女或

弱勢國中學童為主及一般學童） 

八、 招收人數：預計招收 200位學員（國三到高三學生） 

九、 活動報名期間：自即日起至 5月 30日截止。 

十、 錄取通知：6月 10日前。(錄取名單公佈在中華大學-熱門連結網頁) 

十一、 活動報到地點：中華大學體育館暨學生活動中心 

十二、 報名方式：填寫報名表及家長同意書(附上學校、里長或鄉鎮公所開立之証

明）後，以傳真或 Email方式報名。 

十三、 服務內容概述： 

透過夏令營學習成長課程及健康體能活動的安排，幫助學生肯定生命的價

值與意義，進而建立一個「豐盛的生命」。營會活動包括英文教學、專題講座、

小組討論、音樂時間和團康體育等。藉著這些活動，學生能夠更清楚認識西方

文化、增強英文會話能力，並且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更重要地，透過生命信

息和見證的分享，學生能夠了解建立積極的信仰，是獲取更豐盛生命的關鍵。 

夏令營的活動，由大學生及年輕海外志工們來執行生活導師之功能，和學

員們生活起居及學習均在一起，除了學習上的輔導外，在生活上落實要求學員

們注重禮節及加強品德之涵養。 

十四、規劃之課程如下： 

(一)、課業輔導 

內容一 

1. 英文教學 每班以 40人做分班，營造國外國中生之教學環境及教

學方式，由國外志工用主題生活化之教材和學員們以會

話方式來互動，以加強學員之聽力及簡單的對話能力。 

2. 專題講座 先用一小段生活影片做楔子，來介紹東西文化及生命習

慣的差異以及東西方價值觀的不同，藉此讓學員們更了

解西方文化。  

3. 團體活動及人際

關係互動學習 

藉由設計的團體活動，增加學員間的互動，並安排輪流

當領導者，以不同的立場並經多次的演練來體會領導的

技巧及人際溝通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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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生活輔導 

   

在白天課程結束後，晚上由大學生及年輕海外志工們當

學員的生活導師有安排小組時間，讓小組間的成員能聆

聽他人的經驗分享並引導學員分享自己的生活經驗，以

培養其表達能力。 

   ＊服務注意事項：1.安全   2.親和力  3.互相尊重  4.適時協助  5.掌握細流 

(二)、中美英文福音夏令營活動流程 

  星期日 (7/27) 星期一 (7/28) 星期二 (7/29) 星期三 (7/30) 星期四 (7/31) 星期五 (8/1) 星期六 (8/2) 

07:30   晨更禱告 (morning pray) 

8:00 - 8:50   早餐 (breakfast) 

9:00 - 10:30   崇拜／見證 (Worship/Sermon) 

10:30 - 11:20 

  英文課（發音，戲劇）English class 

Group 
Sharing 成果

發表會 
(10:40-12:00) 

11:20 - 12:00 

12:10 - 13:00   午餐( lunch) 茶會 

13:00 - 13:30       
自由活動 

(break) 
    

離營 
13:30 - 15:00   

小組時間 
(small group 

time) 

小組時間 
(small group 

time) 

小組時間 
(small group 

time) 

小組時間 
(small group 

time) 

小組時間 
(small group 

time) 

15:00 - 16:30 
Student 報到  
Registration            

(15:00) 

英文教學 English class/ 團體遊戲 Games/ 攝影 Photography /合唱 
Chorus/ TBD 

Team 
member 
debrief 16:30 - 17:45 體育 (Sport, baseketball, table tennis, volleyball, badminton) 

18:00 - 19:00 晚餐 Dinner 晚餐 (Dinner) 

19:00 - 20:30 迎新  崇拜／見證 (Worship/Sermon) 

小組惜別晚會 
farewell party 

 Friday 
stop at 
8:00pm 

20:30 - 21:30 小組／破冰活
動 (ice break) 

小組時間 
(small group 

time) 

小組時間 
(small group 

time) 

小組時間 
(small group 

time) 

小組時間 
(small group 

time) 
  

21:30 - 22:00 自由活動 自由活動 自由活動 自由活動   

22:00 - 22:20 
就寢/晚禱 
bed time 

就寢/晚禱 就寢/晚禱 就寢/晚禱 就寢/晚禱 
  

22:00 - 23:00 Small group leaders/Co-worker meeting 

 23:00 Good night 

 

※ 備註：若生活輔導老師經觀察發現學員有身體異狀或不導守營隊規範者，應立即反應。 



3 

 

十五、預期成效： 
 

該夏令營活動第五次在本校舉辦，持續結合國外志工在中華大學舉辦主要仍是以營造一個國外遊學

的環境，讓全省的國中及高中弱勢孩童們能到中華大學和國外志工們一起來學習及成長，該夏令營

課程經中華大學的志工同學們與國外志工們共同用心的討論規劃課程，除了英文的教學及環境塑造

外，也有安排小組討論分享時間，志工們希望此次之活動完成後能達成以下成效： 

一、 英文教學：因應國際化的來臨英文已成為未來必備的生活工具，希望藉由國外志工的英文教

學方式，能讓學員的英文聽力能力增加且增加學員對英文的熟練度。 

二、 可以讓本校同學利用此難得機會學習如何進行英文課程規劃、教學進度擬定以及英文表達能

力訓練。 

三、 生活輔導：由大學生來擔任生活導師，隨時要求學員的生活及品德習慣，藉此養成良好生活

習慣。 

四、介紹東西文化及生命習慣的差異以及東西方價值觀的不同，藉此讓學員們更了解西方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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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同意書               編號： 

♪ 敬請遵守事項： 
※ 請勿攜帶危險物品 (如：刀子…) 或貴重物品，因團體生活保管不易，若有遺失，恕不負責。 

※ 請遵守營會及宿舍規則,切勿於營隊中打架、滋事；違者一律退營處理。營會期間，因擅自脫隊

或離校造成意外應自行負責。 

※ 凡患有心臟病、高血壓、氣喘病、羊癲症等慢性疾病不宜劇烈運動或外戶活動者，家長應書面

告知，切勿勉強報名。因身體不適或有上述慢性疾病仍勉強參加，造成意外者應自行負責後果。 

※ 若有特殊生活習慣之小朋友，請於活動時請主動告知隊輔人員。 

※ 請愛惜學校公物，蓄意破壞公物照價賠償! 

※ 我們不負責安全及意外之責任，因此要請學員謹守規範，如果因不遵守而有任何傷害，恕我們

無法負擔任何責任。 

 

茲同意（參加學員姓名）__________________ 自民國 103年 7月 27日至

民國 103年 8月 2日共 7天，參加在 中華大學 所舉辦之「2014中美英文

福音夏令營」 

                        此致 中華大學 

家長簽章：                             （要簽名並蓋章） 

學生簽名： 

             中華民國  103  年     月      日 

備註：家長簽章須家長(監護人)本人親自簽名及蓋章不得偽造 

緊急事故聯絡人資料 

姓名 

 

電 話 

（日） 

（夜） 

（手機） 

地址 
 與學員關係  

學 員 血 型  
♪其他注意事項： 

※ 宿舍無棉被、吹風機、需要請自備。 

※ 貴重物品(如：過多金錢、電腦、貴重手機及 mp3)請勿攜帶，以免徒增困擾喔！ 

※ 少數零用錢 。請學員妥善保管，如有遺失本單位恕不負責。 

※ 室內便鞋一雙、請穿球鞋或運動型涼鞋、輕薄外套。 

※ 活動期間，為方便行動，請盡量別穿著不方便活動的服裝。(例如：裙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