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青年發展聯合會 2019 年廣州黃埔夏令營
報名簡章
一、活動簡介:
推動全球黃埔同學後代共同弘揚黃埔精神，促進心靈契合。黃埔軍校推出「尋根黃
埔，圓夢中華」訓練營，探索黃埔傳承體系建設，砥礪青少年學生的精神意志，為全球
黃埔軍校同學親屬提供一個交流體驗與學習升華的平台，發揮黃埔精神的獨特優勢，增
進中華少年的民族認同。
二、主辦單位：
（一）大陸主辦單位：廣州省黃埔軍校同學會。
（二）台灣主辦單位：中華青年發展聯合會。
三、活動時間：2019 年 7 月 10 日（一）至 17 日（一），共 8 天。
四、活動地點：廣東省廣州市、黃埔區。
五、參加對象：台灣學生招募年齡 14 至 17 歲間的國、高中生，「黃埔校友子弟」者將優先
錄取，包含工作人員在內，共計 6 人。本會保有最終審核權。
六、活動內容：詳見行程表，主辦單位保有調整活動行程安排之權利。
七、報名費用：
共 17,500 元，包含以下費用：
（一）報名費（活動保證金）：新臺幣 3,000 元，與團費一併繳納。本活動需撰寫活動心
得，活動結束後一週內提交。因故無法參加活動、自行放棄參團資格以及嚴重違反
團體紀律者，恕不退款。經錄取後，報名費自動轉做保證金，心得繳交後即可退還
保證金。
（二）團費：每人新台幣 14,500 元，費用包含往返機票、全程食宿、活動費用、大陸境
內交通費用、保險費及其他行政費用，不含個人證件辦理費用與其他個人開銷。如
需以信用卡支付，請主動告知，刷卡手續費 2.5%須自行負擔。中華青年發展聯合
會會員得減免 1000 元。
八、報名方式：
（一）請於 2019 年 05 月 28 日前，填寫線上報名表後，將報名回執表（附件二）
、家長同
意書（附件三）及活動保證金退款申請表（附件四）完整填寫並與個人面部清晰生
活照、護照和台胞證電子檔一同發送至本會的電子信箱 info@cydu.org。
線上報名表網址：https://goo.gl/forms/OmfuwWWenLxMmAdK2
（二）收到錄取通知後，請按照錄取通知說明在 5 日內繳交費用。匯款帳戶如下：
戶名：中華青年發展聯合會

銀行帳號：107540578652

銀行：中國信託銀行城中分行

銀行代號：822

（三）完成匯款後，請將匯款人姓名、匯款憑據、匯款帳號、匯款金額等發至本會電子
信箱，經確認後始完成報名手續。
（四）上如需刷卡支付，另須負擔 2.5%刷卡手續費。
（五）護照及台胞證者須提前自行辦理。
九、團員要求：
（一）心得撰寫：活動期間每日撰寫 200 字以上的心得，每日活動照片 10 張以上，活動
期間拍攝一支具有創意的 60 秒以上活動生活小短片。心得、照片及影
片均以電子檔方式在活動結束後提交。主辦單位擁有發表的權利。
（二）嚴格守時：嚴格遵守主辦單位所要求的各項時間，不得遲到早退或擅自脫隊。團
員應全程參與本計畫所安排的所有活動。
（三）遵守門禁：活動期間每晚實施晚點名，23:00 實施門禁，若有特殊情形應立即報
備實團長。
（四）經驗分享：本計畫團員日後有義務配合本會進行活動經驗和心得分享。
（五）違規懲處：以上要求，嚴重違反紀律者，將立即取消活動資格，安排返臺機票需
自行負擔，並將無法享有各項補助。
十、退費說明：
（一）經正式通知錄取並繳交報名費用後，如因個人原因單方面取消參加者，本會將不
予退還機票訂金。
（二）經航空公司確認開票完畢後，如因個人原因單方面取消參加者，本會將不予退還
費用，但將協助與航空公司協調退還機票之款項。
十一、諮詢方式：中華青年發展聯合會

黃小姐

（一）電話：02-2550-0096。
（二）傳真：02-2553-0607。
（三）信箱：info@cydu.org。
（四）網址：www.cydu.org。
（五）地址：臺北市大同區民權西路 106 號 5 樓。
十二、簡章附件：
（一）夏令營日程表。
（二）報名回執表。
（三）家長同意書。
（四）活動保證金退款申請表。

中華青年發展聯合會 2019 年廣州黃埔夏令營
行程表（附件一）
日期

時間 行程安排

住宿

下午 15:00-17:00 接機
第一天
7 月 10 日

破冰小遊戲、軍歌練習、資料收集、營員分組。
21:00-22:00 洗漱休息
晚上
22:00-22:30 國際臥談

住黃埔

22:30 - 查房。
上午
下午
第二天
7 月 11 日

黃埔軍校舊址紀念館、開營儀式、校本部本部參觀
公約制定、任務發佈
未來教育館、茶藝、拓染體驗、團隊建設、設計營服

LOGO
19:00-20:00 珠江夜遊；
20:00-21:00 返回黃埔中學；
晚上 21:00-22:00 ECA 投票、洗漱；

住黃埔

22:00-22:30 國際臥談；
22:30 - 查房。
白天

廣州城市規劃展覽中心、聆聽導遊介紹、4D 電影體驗
展區自由體驗。

下午 中山大學參觀探訪
第三天
7 月 12 日

17:50-18:30 晚餐活動；
18:30-19:00 當日反思活動；
19:00-21:00 ECA 探究；
晚上
21:00-22:00 洗漱休息；

住黃埔

22:00-22:30 國際臥談；
22:30 - 查房。
上午

第四天
7 月 13 日

姓氏溯源（中學）探究點撥、黃埔古村、宗祠探究、
姓氏溯源深化、粵海第一關參訪

黃埔精神尋根溯源、個人家族圖譜製作、個人家族族
下午 徽設計、小組合作回執黃埔軍校家族圖譜、姓氏溯源
文學創作
17:50-18:30 晚餐活動；
18:30-19:00 當日反思活動；
晚上

19:00-21:00 ECA 探究；
21:00-22:00 洗漱休息；
22:00-22:30 國際臥談；
22:30 - 查房。

住黃埔

上午

黃埔軍校舊址紀念館、軍校課程體驗、佇列、三大步
伐及拓展小遊戲

下午 番禺星火燎原教育主題園、真人 CS 體驗
第五天
7 月 14 日

第六天
7 月 15 日

第七天
7 月 16 日
第八天
7 月 17 日

17:30-18:30 晚餐活動；
18:30-19:00 當日反思活動；
19:00-21:00 ECA 探究；
晚上
21:00-22:00 洗漱休息；
22:00-22:30 國際臥談；
22:30 - 查房。
上午

8:00-9:00 黃埔精神傳承團隊建設、黃埔老兵家/中黃
中學、對話老兵

下午

中黃黃埔中學、黃埔精神傳承互動
(與本地軍校同學後代和黃埔小學學生)、ECA 探究

18:00-19:00 晚餐、寫給先輩的一封信團隊建設；
20:20-21:00 返回黃埔中學；
晚上 21:00-22:00 洗漱休息；
22:00-22:30 國際臥談；
22:30 - 查房。

住黃埔

住黃埔

上午 珠海市、參觀珠海大橋
下午 中山市、孫中山故居紀念館

住黃埔

晚上 17:30-18:30 晚餐
上午 整理行裝、結營儀式
下午 前往機場/車站

※備註：以上行程為 2019 年夏令營行程僅作為參考，主辦單位對以上行程保留調整更改之
權利。

中華青年發展聯合會 2019 年廣州黃埔夏令營
報名回執表(附件二)
姓名

性別

體重

年級

年齡

身高

飲食禁忌

申請人
手機號碼

電子郵箱

才藝特長

需求與期待

監護人姓名
航班號及到達日
期

性別

不須填

手機

其他協助請求

推薦人

黃埔長輩資訊（非黃埔親屬可不填寫）

姓名

手機

性別

與申請人關係

院校期數

cm

中華青年發展聯合會
家長同意書（附件三）

本人
（身份證字號：

（身份證字號：

）為學生

，目前就讀於

學校 ）

之法定監護人，本人同意其參加由中華青年發展聯合會所組織的「2019 年廣州
黃埔夏令營」活動。因其目前仍未滿二十歲，特立此同意書，以茲為證。

立書人簽名：
立書日期：

年

月

日

中華青年發展聯合會 活動保證金退款申請表
退款人資料
團名

中華青年發展聯合會 2019 年黃埔軍校訓練營

姓名

手機
退款帳戶資訊

銀行名稱

銀行代碼

銀行帳號
戶名

是否有中國信
託的銀行帳戶

□有

□無

退款注意事項
一、退款資格：全程參加活動且未有重大違紀事件，並完成所有團隊要求任務，可申請活
動保證金退款。
二、申請方式：請詳細填寫本表後，連同報名表發送至 info@cydu.org。
三、退費標準：如有匯款手續費，退費金額將扣除手續費用。
四、退費方式：按照本表提供之退款帳戶資訊採匯款退費。
五、其它未盡事項請來電洽詢承辦人員。
黏貼存摺影本（封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