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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
法人

真耶穌教會臺灣總會 函 

 
 
 
 

受文者：各區辦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1年 11月 15日 
發文字號：真臺宣字第 111-0464號 
速  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 
 
 
奉主耶穌聖名 
 
主旨：通知舉辦「2023 年真耶穌教會喜信生命體驗營冬令營」，請 
      各教會積極鼓勵主內學生邀請慕道或社區(未信者)同學報 
      名參加。 
 
說明： 
一、本活動依據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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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2月5日(日)上午9時30分起至2月7日(二)下午15時30分結束。 
    建議結束後回程，請預定 17 時 30 分後的火車，較為保險。 
 
四、舉辦地點：烏山頭水庫風景區，臺南市官田區烏山頭里嘉南 68-2 號。 
    報到地點：烏山頭湖境渡假會館， 

           臺南市官田區烏山頭里嘉南 92號(烏山頭水庫風景區內) 
    
五、參加資格：小學三~六年級(三年級生須兄姊陪同)；名額：128 名。 
              本次招收 128 名學員，4 中隊、16 小隊，每小隊至多 8 人。 
 
六、請宣道股、教育股負責人，給予關心鼓勵主內青少年邀請慕道/社區(未 
    信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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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406506臺中市北屯區松竹路二段 180號 
承辦人：徐毓

 

ㄩ
ˋ燮

ㄒ
ㄧ
ㄝ
(̀HSU,YU HSIEH) 

電話：（04）2243-6960分機：1225 
傳真：（04）2243-6968 
E-mail：HenryHsu7@gmail.com 

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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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依據政府政令需求作新冠防疫規範執行，或其他事宜…等消息；於臉 
    書社團之喜信生命體驗營(含粉絲頁)、全國青少年福音營會人才訓練 
    營公布。 
 
八、報名辦法費用：一律線上報名，額滿為止。 
    ※本活動諮商服務專線~臉書喜信生命體驗營粉絲頁 Messenger 留言。 
    1.報名方式：QR-CODE；網址:https://goo.gl/YhxVeb。 
      活動訊息：臉書粉絲頁-喜信生命體驗營或臺灣總會(TJC.org.tw)。 
      A.郵政劃撥帳號：22282693，戶名：財團法人棕樹文教基金會 
        網路銀行或 ATM 跨行轉帳入郵政儲金的郵政劃撥，帳號處理方式  
        如下：郵政儲金 7碼+劃撥帳號 8 碼；7000010 + 22282693 

      收執聯拍照、上傳臉書喜信體驗營粉絲頁發送訊息(Messenger)或 
E-Mail：HenryHsu7@gmail.com 

      B.新光銀行松竹分行(103)帳號：0435-10-0810870， 
        戶名：財團法人棕樹文教基金會 
    2.費用收取：3,000元 
     參加喜信生命體驗營之學員費用為 (含伙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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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 元 1 + 1 (真教會小朋友 + 社區小朋友)。 

    3.報名截止日期：2023 年 1 月 7日（六）或額滿為止。 
 
九、相關活動內容、報名辦法，請詳閱公文附件或臉書粉絲頁 
    及線上活動報名系統之說明。 
 
檢附：相關報名辦法活動內容。 
 
正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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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康教會、真耶穌教會喜信生命教育志工團、講員 
副本：各教區辦事處 
 
順 頌   
 
以 馬 內 利 
 
 
總負責 
 
 
 

簽
閱 

教牧股負責人 宣道股負責人 教育股負責人 事務股負責人 資訊股負責人 

     

會計股負責人 出納股負責人 長執 傳道 
 

    

收文 

辦理 
承辦人： 

年   月   日 

字第   號 

mailto:HenryHsu7@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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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喜信生命體驗營-埃及王子活動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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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耶穌教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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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耶穌教會永康教會。 
五、活動日期：2023年2月5 ~ 7日(日~二) 
              建議結束後回程，請預定 17 時 30 分後的火車，較為保險。 
六、舉辦地點：烏山頭水庫風景區，臺南市官田區烏山頭里嘉南 68-2 號。 
    報到地點：烏山頭湖境渡假會館， 

           臺南市官田區烏山頭里嘉南 92號(烏山頭水庫風景區內)    
七、參加資格：小學三~六年級(三年級生須兄姊陪同)；名額：128 名。 
              本次招收 128 名學員，4 中隊、16 小隊，每小隊至多 8 人。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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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報名與費用：一律線上報名，額滿為止。 
    ※本活動諮商服務專線~臉書喜信生命體驗營粉絲頁 Messenger 留言。 
    1.報名方式：QR-CODE；網址:https://goo.gl/YhxVeb。 
      活動訊息：臉書粉絲頁-喜信生命體驗營或臺灣總會(TJC.org.tw)。 
      A.郵政劃撥帳號：22282693，戶名：財團法人棕樹文教基金會 
        網路銀行或 ATM 跨行轉帳入郵政儲金的郵政劃撥，帳號處理方式  
        如下：郵政儲金 7碼+劃撥帳號 8 碼；7000010 + 22282693 

      收執聯拍照、上傳臉書喜信體驗營粉絲頁發送訊息(Messenger)或 
E-Mail：HenryHsu7@gmail.com 

      B.新光銀行松竹分行(103)帳號：0435-10-0810870， 
        戶名：財團法人棕樹文教基金會 
    2.費用收取：3,000元，不含交通費。※依報名先後順序錄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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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 元 1 + 1 (真教會小朋友 + 社區小朋友)。 
    3.報名截止日期：2023 年 1 月 7日（六）或額滿為止。   
十、相關活動內容、報名辦法，請詳閱臉書粉絲頁及線上報名系統之說明。 
十一、備註： 
    1.一律線上報名，依報名先後順序錄取，額滿為止。 
    2.參加活動同意書說明及退費辦法，詳閱公文報名表或線上報名系統。 
    3.活動前如遇不可抗拒因素（如：颱風來襲，政府單位發佈停班、停 
      課或其他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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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則扣除已支出行政費用， 
      辦理退費。不得異議。 
    4.攜帶物品：盥洗衣物(足夠的三天衣服數量)、帽子、防曬、薄外套

等(防曬措施)、口罩(營隊中全程配戴)、手電筒、小背包(裝衣物使
用)、拖鞋、健保卡、可背式水壺或杯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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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依據政府政令需求作新冠防疫規範執行，或其他事宜…等消息；於臉 
      書社團之喜信生命體驗營(含粉絲頁)、全國青少年福音營會人才訓 
      練營公布。 

mailto:HenryHsu7@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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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喜信生命體驗營 冬令營  於烏山頭水庫風景區 

埃及王子 
日期 2/5(日) 2/6(一) 2/7(二) 
0630 

 

號角響起 號角響起 

0700 0700~0730 
拜訪曠野新朋友 

0700~0730 
成長的跳躍 

0720 0750~0820 
早起的鳥兒有蟲吃 

0740~0810 
早起的鳥兒有蟲吃 

0800 

0840~1140 
遊歷曠野- 

烏山頭園區導覽 
&太陽能電動遊艇 

0820~1010 
偉大的拯救計畫- 

定向越野 0900 0930~1000 
喜信小王子報到囉！ 1030~1100 

讚美的樂音Ⅳ 
1100~1200 
喜信故事屋Ⅲ- 
四百萬人的領袖 

1000 
1000~1100 

皇家的秘密-開會式 

1100 
1100~1230 
小王子初來乍到- 

整隊時間 
1140~1430 

王子的廚藝培訓- 
烤肉 

1200~1250 
時時筷樂 

1200 
1230~1340 
時時筷樂/ 

catch some Z's 

1300 1400~1430 
讚美的樂音Ⅰ 
1430~1520 

喜信故事屋Ⅰ-埃及王子 

1300~1420 
愛的對話Ⅲ- 
小組回饋 

1400 
1500~1540 

catch some Z's 
1430~1530 

優質領袖頒獎典禮 
-閉會式 1530 

1540~1800 
王子學習日記- 
大地遊戲 

1600~1640 
讚美的樂音Ⅲ 
1640~1740 
喜信故事屋Ⅱ- 
曠野的歷練 

1800 1800~1850 
時時筷樂/洗澎澎 

1800~1850 
時時筷樂/洗澎澎 

1530~ 
再會！喜信小領袖! 

1900 

1900~1930 
讚美的樂音Ⅱ 
1930~2030 
喜信晚會 

1900~2030 
喜信生命劇場 
李銘祥傳道之 
生命見證 

2000 
2040~2140 
愛的對話Ⅰ/ 
夜宵補給站 

2040~2140 
愛的對話Ⅱ/ 
夜宵補給站 

2200 洗澎澎/晚安小王子 洗澎澎/晚安小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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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喜信生命體驗營冬令營報名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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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加喜信生命體驗營之學員費用為 3,000 元，不含交通費(含伙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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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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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簡章及辦法說明，相關資料下載訊息，請上網瀏覽臉書： 
  喜信生命體驗營粉絲頁或活動報名系統裡的說明。 
  ※一律線上報名，額滿為止。 
◆交通事宜： 
  1.自行接送 
    學員報到所有要入園的家長需自費優惠價每人 80元入園; 不入園的家 
    長將孩子送至大門口，由團隊派車接送至湖境會館。 
    最後一天接小朋友的家長三點後入園免收入園費～但須事先告知主辦 
    單位入園的車牌號碼及人數。 
  2.專車三處接送，費用自付：(本次交通調查改為單程調查) 
    □南臺中教會、員林教會上、下車，單程 250 元;來回 500 元。 
    □新營火車站上、下車，單程 50元 
◆參加活動同意書說明： 
  1.本人已詳閱活動簡章內容並同意本人子女申請參加貴單位於 2023 年 
    2 月 5~7 日(日~二)之「2023 年喜信生命體驗營-埃及王子」。 
  2.本人願意督促子女於活動期間恪遵營隊之安全規定並服從服務員之 
    指導，發揮營隊之團隊精神。 
  3.在活動期間內，若本人之子女因違反營隊之規定或不服從服務員之教 
    導，以致發生不可預期的危險，本人願意自負ㄧ切責任。(嚴重不聽 
    勸告者，主辦單位有權勒令退訓，不得異議)。 
◆退費事宜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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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主辦單位宣佈停辦或延期或辦理退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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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因新冠肺炎疫情全面停辦，則扣除已支出行政費用，辦理退費。 
  3.學員因染疫或遭匡列居家隔離者，請暫停營隊乙次，費用將扣除 600 
    元行政費用後退費。（需出示個案隔離通知書）；前七日取消報名，將 
    扣除已支出行政費後退費;前六天取消報名不予退費。 
  4.學員參加活動期間，因出現上呼吸道症狀無法繼續參加營隊者，酌量 
    部分退費(須將扣除已支出行政費後)。 
  5.本人同意上述營會舉辦原則與退費標準，不得異議。 

https://goo.gl/YhxVe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