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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青年救國團與中國青年救國團與中國青年救國團與中國青年救國團與世世世世新新新新大學大學大學大學    
多元合作方案多元合作方案多元合作方案多元合作方案    

 

壹、計畫緣起： 
一、依據： 

    本團不變之宗旨「我們為青年服務,青年為國家服務」，青年的發展，為

國家發展之根基與興盛，為配合國家政策與社會需求，救國團以服務青

年為主的團體,秉持「服務青年、關懷青年、輔導青年、紓解青年」為

不變之使命，以各種活動、服務、學習、健康、休閒、體驗、合作之方

式，協助大學校院推動淨化青年心靈，培養大專青年社團經營的觀念，

陪伴青年學子成長茁壯，為國家發掘人才與培養人才，成為社會「清流、

中流、暖流」的柱石，日後成為社會上的領導者、國家的棟樑。本團特

於民國 49 年 2 月成立「大專學生社團活動服務中心」，並訂立重要目標

如下： 

 (一)舉辦大學校院校際活動。 

(二)舉辦社團幹部專長研習。 

    (三)提供大學校院相關服務。 

二、未來環境發展： 

  (一)本團青年服務工作內容須依青年需求與現況而改變，但內涵與宗旨不

會改變。因應未來社會愈趨複雜及多元化的需求，本團以四大志業「教

育性、服務性、公益性、健康性」，提供更有效益的服務。 

  (二)尤其本團數十年來，幫助大專院校賦予青年人對社會的使命感過程

中，扮演了重要的輔導與教育的角色，為滿足社會需求及其對青年人

的期望，以補社會與學校之不足，故相互間的交流與合作，更需策略

聯盟，創造為青年學子服務之效能。 

三、合作評析： 

  (一)本團大專中心盼在強化相關服務工作內涵、設計與合作等方面，期能

多方配合各大專校院的需求及意向，在符合法令規定的前提下，持續

強化服務的品質與效能，預期提供之服務。 

  (二)合作內容包括「協助或提供大專校院相關資源辦理社團幹部訓練活

動」、「提供學校同仁教師多元休閒及活動方案」、「協助大學校院推動

服務學習方案」、「大專社團幹部或領導人才之培訓與認證」、「吸引更

多優秀大專青年參與本團活動」、「塑造大專青年服務學習文化」等。 

  (三)期以本團悠久而豐富的公益經驗為起點，推廣志願服務與服務學習的

內涵與理念，提倡家庭、學校與社會教育相互融合，讓年輕學子充分

體認志願服務的意義，進而認同、配合救國團，並且共同參與，身體

力行，全然投入，樂於付出，成為陶鑄人格歷程中的寶貴經驗，也將

服務思維內化為生活中的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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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計畫目標： 
一、目標展望： 

    近年來，全球化的趨勢與社會環境的變遷，造成青年價值觀的重大轉

變，本團站在永續經營的組織目標與立場上，極須與時俱進，尋求符合

現況的新策略，並於本團在青年服務工作的領域上務求實踐，以下列八

點為目標： 

    (一)青年需求的因應者； 

    (二)青年活動的帶領者； 

    (三)終身學習的推動者； 

    (四)志願服務的倡導者； 

    (五)服務資源的整合者； 

    (六)青年服務的創新者； 

    (七)青年問題的輔導者； 

    (八)青年健康的促進者。 

    以吸引、協助更多的青年展現能量，故積極整合資源，透過詳盡的內部

評估討論與外部的分析調查，研擬與國內各大學校院之多元合作方案，

期提升與大專校院之人員交流、能量連動與資源分享之機會，讓學務與

團務更加活化。 

二、合作服務項目： 

(一)提供大學校院服務優惠方案： 

    透過學校行政系統網路，傳達本團各事業體服務優惠方案，提供教

職員、學生多元且安全之活動與運動場域及進修研習之機會。預定

實施方式為： 

  1.教職員、學生參與本團終身學習中心研習課程優惠。 

  2.教職員、學生購買本團幼獅、張老師文化公司產品優惠。 

  3.教職員、學生參與本團張老師心理學苑研習課程優惠。 

  4.教職員、學生使用政府委託本團經營之運動中心場館、課程優惠。 

  5.教職員、學生至救國團活動中心食、宿、場地優惠。 

(二)辦理大學校院教職員生參訪聯誼活動、主題遊學：提倡休閒活動、

促進教、職員及學生之情感交流。預定實施方式為： 

  1.本團中國青年旅行社總公司客製化規劃國內、國外旅遊、主題遊

學等行程。 

  2.大學校院就本團中國青年旅行社規劃之行程，提供師生選擇報名。 

  3.客製化規劃行程，組團後由本團中國青年旅行社，辦理國內外旅

遊活動。 

 (三)辦理大學校院教職員生探索教育團隊建立訓練課程等：一方面增進

教職員團隊工作效益及溝通技巧，另一方面增加學生社團幹部領導

力，促進教職員團隊合作及學生社團功能發展。預定實施方式為： 

 1.本團探索教育中心提供團隊建立課程規劃，大學校院選定相關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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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人員參加訓練。 

 2.大學校院社團幹部年度訓練,由本團探索教育中心,規劃辦理團隊

建立與領導力訓練。 

  (四)本團提供終身學習中心場所，共同推動成人教育及終身教育：救國

團社教中心遍佈全省，交通便利，可做為大專校院開辦學分課程、

教育訓練及研習之場地。 

  (五)本團協助大專院校各科系開設學分班，配合學校訂定課程，由學校

遴薦老師於終身學習中心上課，研習結束授予學分證明書，得折抵

該校學分。 

  (六)請各大專院校協助終身學習中心課程開發與規劃，推薦適當老師擔

任本團課程規劃小組諮詢委員，提供卓見，擴大各大專院校對社會

教育之影響。 

 

參、資源需求： 

   本方案主要係協助國內大學校院教職員、學生推動校務、學務、社團

及其他休閒與學習之管道，本團將提供校方詳盡之參考資訊，供校方

參考研議，並於協商中共同議定合作模式及資源分享之方式。 

 

肆、預期效果及影響： 
     歷年來，本團為推展青年團務工作，結合公、私部門資源，規劃執行

各種培訓與實作，為全國大學校院培養許多傑出的青年，對於協助各

校課指組推展各項社團活動與學生活動業務亦多所助益。多年來，許

多參與過本團服務與活動的青年學子，早已在社會上各個領域中表現

傑出，今後期盼能將這份服務的理念、經驗與力量，推展到大學校院

當中，協助更多大學校院能有更多元的校務發展條件。具體而言，其

效益與影響謹摘述如下： 

  一、善用本團與政府(民間)資源： 

      透過善用本團與政府(民間)資源，創造團校雙贏，整合本團跨處(會)

及單位之資源共同推動與大專校院之多元合作，有效協助校方提升各

校校務目標與績效。  

  二、配合學生及教職員之工作與學習需求： 

      增加多元發展之機會，考量社會多元變動與需求，藉由雙方分享之資

源，連結策略促進創新方案，開發更多合作機會。 

  三、蓄積合作與創新之量能： 

      提升大專院校未來的競爭能力，各大專院校經由與本團多元合作方

案，蘊釀未來發展量能，促成學校與社會需求更加緊密的連結，大幅

增加國家競爭力。 

  四、針對學校需求： 

      以客制化方式，來規劃合作的服務內容，提高合作效益，期使合作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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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可產生最大的正面影響。 

  五、促進專業化、聯盟化、創新化： 

      加強專業教育學習與訓練之研究發展，期使推廣學習，展現成效；策

略聯盟資源分享、互惠互利，促進雙方正向合作發展；針對青年人需

求，創造被需要的條件，藉著提供文創服務、體驗服務、參與服務、

學習服務，進而服務優質化、服務方法創新化。 

 

 伍、救國團各單位提供合作方案內容： 
一、 張老師文化公司： 

 

提供項目 
1.張老師文化本版圖書 

2.張老師月刊 

服務內容 

優惠方案 

1.張老師文化本版圖書： 

1~100本 7.5 折優惠，101本以上 7 折優惠。 

2.張老師月刊： 

訂閱一年 (原價 1,920元) 優惠價 1,499 元。 

訂閱二年(原價 3,840元) 優惠價 2,799 元，另贈精

美贈品一份。 

備    註 

1.相關產品資訊，請參考：讀家心聞網

http://www.lppc.com.tw 

2.購書不滿 1,000元，酌收 80元運費(親至門市購買不

限金額)。 

3.購書方式：http://www.lppc.com.tw或張老師文化門

市地址：106 台北市羅斯福路 3段 325號 B1 

4.服務電話:讀者服務:02-2218-8811 轉 24李麗華小姐 

聯絡人：02-2369-7959轉 220謝月娥小姐。 

二、救國團各青年活動中心： 
    

提供項目 

1.餐飲服務 

2.住宿服務 

3.露營服務 

4.場地研習服務 

5.探索教育場域提供與課程規劃服務 

6.公益活動服務（免費參加） 

7.其他服務 

服務內容 

優惠方案 

1.餐飲服務： 

 (1)提供健康概念的食材(三低一高)：低油、低糖、      

低鈉、高纖的食材，以維健康品質。 



 6

 (2)菜色搭配除依季節及當地特色農產品外，隨時配      

合學校之需求，開立質量兼俱、足量味美之菜單，

以確保飲食品質。 

 (3)提供中、高、低價位之餐飲服務。 

 (4)按活動性質需求，提供合菜或自助餐飲服務。 

 (5)提供野炊、烤肉等戶外餐飲服務。 

2.住宿服務： 

 (1)本團各活動中心，皆有不同房型之住宿服務：有    

溫馨雅致的雙人房、四人房、六人房，適合懷舊的

八人房、十二人房之團體房。 

 (2)本團各活動中心皆可配合各校活動之不同需求，協

助安排適合之房型，以利活動之順利開展。 

 (3)優惠方式：各院校學生團體活動，享有 8.5 折－6.5

折不等之特別優惠。 

3.露營服務： 

 (1)本團金山、曾文等活動中心，除了有住宿服務外，

亦可提供容納 500人露營活動的場域。 

 (2)營地野炊區、露營區、營火晚會活動區、風雨集    

合場區、男女盥洗區等，規劃整齊有序；營區周邊，綠

樹成蔭、夜照明亮、安全無虞。 

 (3)野外烤肉、戶外野炊，採用「CAS」認證通過之食材，    

保障飲食衛生。 

 (4)各中心露營所需之帳棚、炊具等，一應俱全；且有

專人協助講解操作及使用方式。 

4.場地研習服務： 

 (1)本團各中心，皆有設備完善之室內場地，可供各校

舉辦靜態之會議、教學、研習、訓練等活動。 

 (2)場地可容納人數從 20人－800人不等，各校可按參

加活動之人數，選擇適合之場地。 

 (3)優惠方式：各院校學生團體活動，享有 8.5 折－6.5

折不等之特別優惠。 

5.探索教育場域提供與課程規劃服務： 

 (1)認識探索教育(Adventure Education)： 

    在訓練員的輔導下，藉由體驗、反省、經驗分享、

應用等四大部份為一循環，使學員們不但能增加自

我肯定、認識與評價，促使學員產生正向改變的自

覺，激發創意的問題解決能力，加強服務奉獻的熱

忱，提升個人 EQ，更能提升整體團隊的信任共識、

溝通能力、領導統御及和諧性，而成為更有效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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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 

 (2)本團金山、復興、日月潭、曾文及墾丁等中心，皆    

有設施備齊全的探索教育活動場域，可供各院校選

擇使用。 

 (3)各活動中心皆能充份配合學校的需求，提供課程目  

標的設計與執行；讓我們的專業訓練員，攜手協助

學生，共同完成極限挑戰的夢想。 

6.公益活動服務（免費參加）： 

 (1)本團各活動中心自 102 年 1月起，陸續舉辦「清新、    

自然、健康、安全」之生態保育導覽活動，敬請各

校院鼓勵學生踴躍報名参加。 

 (2)本團各活動中心，隨時配合 貴院校「公益性、服務

性」社團，提供最貼心、最周到的活動設計安排與

執行。 

7.其他服務： 

 (1)旅遊資訊服務。 

 (2)天燈施放、童玩製作、鳥類(自然)生態解說、山野

訓練、野外求生、攀岩救難、營火溯溪等活動之設

計與執行。 

各中心優惠方案 

金山中心 

＊方案一： 

5-10月(旺季)：平日住宿 7折、假日住宿 8折，場地 75

折。 

＊方案二： 

11月至 4 月(淡季)：住宿不分平、假日 7 折，場地 65

折。(春節及連假三日以上不適用) 

劍潭中心 

＊平日(週一到週五)：住宿及場地均為 8 折。 

＊假日(週六、日)：住宿及場地均為 9折。 

(暑假 7.8月不適用)  

(春節及連假三日以上不適用) 

復興中心 

＊方案一: 

6至 11月(旺季)住宿平日 75 折、場地 8折；假日 8 折、

場地 8折。 

＊方案二:12至 5月(淡季) 

住宿平、假日 75 折、場地 7折。 

(春節及連假三日以上不適用) 

日月潭中心 

＊方案一: 

2至 5月、9～10月住宿平日 6折，場地 7折；住宿假日

9折，場地 8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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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二: 

1、6至 8月、11月住宿平日 7 折、假日住宿 9折；場地

平假日八折。 

(春節及連假三日以上不適用) 

溪頭中心 

＊方案一： 

12至 4 月住宿平日 65 折、假日 85 折、場地平假日均為

8 折。 

＊方案二： 

5、6、9、10、11月：住宿平日 75 折、假日 9折、場地

平假日均為 8 折。 

＊方案三：7 至 8月：住宿平日 9折、場地 9折。 

（春節及連假三日以上不適用） 

※臺大實驗林溪頭教育園區門票及停車費另計 

阿里山 

中心 

平日住宿 7折、假日住宿 8折、場地一律 8 折。 

(春節及連假三日以上不適用) 

曾文中心 

＊方案一：12 月至 5月 

◎住宿：平日 7 折、假日 8 折（附早餐、門票）。 

◎研習場地：8 折。 

＊方案二：6月至 11月 

◎住宿：平日 8 折、假日 8 折（附早餐、門票）。 

◎研習場地：8 折。 

註：探索場地：三小時每人 150元（限低空、含講師費）。 

(春節及連假三日以上不適用) 

墾丁中心 

＊方案一： 

6至 10月(7、8月除外) 

       假日：住宿(須另訂正餐)9折。 

       平日：住宿(須另訂正餐)8 折、場地 8折。 

＊方案二：11 至 5月 

假日：住宿(須另訂正餐)7 折。 

平日：住宿(須另訂正餐)6折、場地 8折。 

(春節及連假三日以上不適用) 

天祥中心 

＊方案一： 

1、2、6、7、8、12 月(旺季)不論平、假日住宿 8折、場

地 7折。 

＊方案二： 

3、4、5、9、10、11月(淡季)，住宿平日 7 折，假日 75

折、場地均為 6折。 

(春節及連假三日以上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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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中心 

＊方案一： 

10月至次年 3月，平假日住宿 5折、場地 8折。 

＊方案二： 

4 月至 9 月，平日住宿 8折、場地 8折。 

(春節及連假三日以上不適用) 

金門中心 

＊方案一： 

11月至次年 3月，住宿平日 7 折、假日 8 折、場地均為

7 折。 

＊方案二： 

4 月至 10月住宿平、假日 8 折、場地均為 8 折。 

(春節及連假三日以上不適用) 

澄清湖 

中心 

水漾會館 

＊方案一： 

6至 11月住宿平日 8 折，假日 8 折、場地均為 8 折。 

＊方案二： 

12至 5月住宿 75 折、假日 8 折、場地均為 8 折。 

(春節及連假三日以上不適用） 

備註 

1.救國團各青年活動中心住宿、餐飲及場地等服務之收

費定價及相關照片請參考官方網站 www.cyh.org.tw。 

2.各團體洽訂活動中心時，如有該中心無法處理之需

求，請逕洽救國團總團部事業處陳建成專門委員，聯

絡電話:(02)2596-5858 轉 333。 

三三三三、、、、中國青年旅行社中國青年旅行社中國青年旅行社中國青年旅行社((((總公司總公司總公司總公司))))：：：：  

提供項目 
1.以中青旅總公司提供之國內假日旅遊簡章內活動優惠 

2.國外旅遊網站行程優惠 

服務內容 

優惠方案 

1.國內假日活動： 

一日團 9折，二日團 95 折，三日團 97 折 

2.國外旅遊行程： 

提供網路定價減 500元之優惠(限以現金支付團費) 

3.客製化規劃國、內外參訪、旅遊、遊學等行程。 

備    註 

1.各活動皆以臨櫃報名為主 

2.各項優惠辦法恕僅擇一使用，不得與其他優惠搭配 

3.聯絡人: 許佑祥先生，聯絡電話:02-8509-1119#21  

四四四四、、、、救國團張老師諮商輔導中心救國團張老師諮商輔導中心救國團張老師諮商輔導中心救國團張老師諮商輔導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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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項目 
1.心理學苑課程。 

2.義務「張老師」儲備訓練課程。 

服務內容 

優惠方案 

1.心理學苑課程，除不折扣班別外，其餘課程 85 折優惠。 

2.義務「張老師」儲備訓練課程 85優惠。 

備    註 

◎各地「張老師」中心聯絡人及電話 

01.基隆中心－王柏均先生 TEL：02-24312111 分機 41 

02.臺北中心－陳春蘭小姐 TEL：02-25326180 分機 133 

03.新北市中心-蔡時瑄小姐 TEL：02-29936180 分機 21 

04.桃園中心－陳怜伃小姐 TEL：03-4916999分機 42 

05.新竹中心－許君華小姐 TEL：03-5266231 分機 89 

06.臺中中心－楊婷安小姐 TEL：04-22033050 分機 124 

07.彰化中心－謝安琪小姐 TEL：04-7231157 分機 42 

08.嘉義中心－謝璦如小姐 TEL：05-2770482分機 235 

09.臺南中心－何錦玉小姐 TEL：06-2909143 分機 21 

10.高雄中心－潘錦慧小姐 TEL：07-3333221 分機 203 

11.宜蘭中心－謝明耀先生 TEL：03-9353411 分機 35 

五五五五、、、、臺臺臺臺北市北市北市北市：：：：中山中山中山中山、、、、南港南港南港南港、、、、信義信義信義信義、、、、大安大安大安大安、、、、文山文山文山文山、、、、內湖內湖內湖內湖運動中心運動中心運動中心運動中心。。。。    
                新北市新北市新北市新北市：：：：蘆洲蘆洲蘆洲蘆洲、、、、土城土城土城土城、、、、汐止汐止汐止汐止、、、、永和國民運動中心永和國民運動中心永和國民運動中心永和國民運動中心。。。。    
                桃園市桃園市桃園市桃園市：：：：桃園桃園桃園桃園、、、、中壢國民運動中心中壢國民運動中心中壢國民運動中心中壢國民運動中心、、、、南區青少年活動中心南區青少年活動中心南區青少年活動中心南區青少年活動中心。。。。    
                新竹市新竹市新竹市新竹市：：：：竹光國民運動中心竹光國民運動中心竹光國民運動中心竹光國民運動中心((((籌備中籌備中籌備中籌備中))))。。。。    
                臺臺臺臺中市中市中市中市：：：：朝馬國民運動中心朝馬國民運動中心朝馬國民運動中心朝馬國民運動中心。。。。    
    

提供項目 

1.運動中心運動優惠價格。 

2.運動休閒相關科系學生到運動中心校外實習。 

3.鼓勵運動休閒相關科系學生到運動中心擔任運動志工。 

服務內容 

優惠方案 

1.游泳回數票(每本 30 張)送體驗券 3 張。 

2.游泳月票贈送體驗券 2張。 

3.健身活力卡贈送體驗券 2張。 

4.使用桌球、壁球、撞球場地 9折。 

備    註 

各運動中心聯絡人： 

01.中山運動中心 許雅婷小姐  TEL：02-25811060 

02.南港運動中心 涂明瑄小姐  TEL：02-26532279 

03.信義運動中心 陳進旺先生  TEL：02-87861911 

04.大安運動中心 陳黛玲小姐  TEL：02-23770300 

05.文山運動中心 張景智小姐  TEL：02-22308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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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蘆洲運動中心 李侑錫先生  TEL：02-22810338 

07.土城運動中心 楊賴芳小姐  TEL：02-22615999 

08.汐止運動中心 陳婉婷小姐  TEL：02-86915691 

09.永和運動中心 周昌諭先生  TEL：02-22318989 

10.朝馬運動中心 鄧宇璇小姐  TEL：04-22536789 

11.桃園南區青少年中心 李孟鴻先生 TEL：03-4915168 

12.內湖運動中心 簡誌宏先生  TEL：02-26562869 

13.桃園國民運動中心 趙時雩先生  TEL：03-3395877 

14.中壢國民運動中心 徐苡芹小姐  TEL：03-4951930 

15.竹光國民運動中心 李明潔小姐  TEL：(籌備中) 

六六六六、、、、救國團救國團救國團救國團終身學習終身學習終身學習終身學習中心中心中心中心：：：：    

提供項目 

1. 終身學習優惠折扣 

2. 場地租借 

3. 合作辦理課程 

4. 海報宣傳品代為張貼公告 

服務內容 

優惠方案 

1.終身學習優惠折扣：全省 62個終身學習中心,簽約學

校教職員工憑證參加研習 9折。 

2.場地租借：依縣市團委會之所訂標準另給予特惠折扣。 

3.各縣市團委會合作辦理課程：學分班、證照班、專案。 

4.有關學校活動、招生等訊息代為張貼公告。 

5.提供、推薦熱心師生擔任救國團各終身學習中心指導

老師(運動休閒、舞蹈韻律、有氧、瑜珈、國標舞、社

交舞、調酒、烘焙等師資)。 

備    註 

1. 研習課程查詢網址:請參考救國團終身學習中心網站

http://www.cyccea.org.tw 

2.聯絡人:02-2596-5858 轉 306趙家正先生。 

七七七七、、、、救國團探索教育救國團探索教育救國團探索教育救國團探索教育推展推展推展推展中心中心中心中心：：：：    

提供項目 

1. 配合學校系所或社團需求，企劃體驗教育課程與預算 

   編擬，以 12-15人為一組參與學習以達效益。 

2.具豐富帶領經驗的探索教育講師進行課程。 

3.可提供適合室內外教室、戶外探索場地、設施(具優良 

  膳宿之配合服務廠商)之課程及活動企劃。 

◎探索教育專案認證課程： 

救國團與 AAEE(亞洲體驗教育學會)探索教育雙認證課程 

→臺灣教師探索教育雙認證研習營(教師研習時數認證 21 小時) 
→大專探索教育訓練員培訓營(四天三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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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內容 

優惠方案 

1.課程規劃與帶領。(包含團隊建立與發展、領導決策、

創意激發、溝通協調、服務品質、潛能激發、自然體

驗等) 

2.小組引導分享與連結、學習效益產出。 

3.課後滿意度調查。 

4.課程費用以多元合作學校專案價格優惠： 

◎訓練員鐘點費：1600-2000元/人/時(外聘講師為 2500

元-3500元/人/時) 

◎課程教材費：優惠每人每天 100元(教具使用、耗材等) 

◎活動企劃費：免費優待。(原為 5000元-8000元/場) 

備    註 

聯絡人:許佑祥先生，電話：02-85091119#21 

張哲瑋先生，電話:02-25965858-260 

       鄭雅芬小姐，電話:02-25965858-257 

八八八八、、、、救國團救國團救國團救國團大專大專大專大專學生學生學生學生社團服務中心社團服務中心社團服務中心社團服務中心((((北區北區北區北區、、、、中區中區中區中區、、、、南區南區南區南區))))：：：：    

提供項目 

1.推動志願學習服務方案，北、中、南區大專服務中心，

及各縣市團委會結合社區，協助推動服務學習。 

2.共同合作辦理寒暑期大專學生社會服務隊、返鄉服務

隊及國小育樂營，服務偏鄉學子。 

3.辦理大學校院社團幹部訓練與服務，及遴選學生參加

本團策辦週末社團幹部及學生菁英營。 

4.規劃辦理學生會、社團、系所，迎新、研習、幹訓、

休閒旅遊及畢旅活動。 

5.各終身學習中心開辦證照班、研習班予以學生優惠。 

6.大專校際活動規劃與執行或協助辦理。 

7.教職員、學系、學生旅遊國、內外行程規劃執行。 

8.請學校每年冬令及暑期，遴薦社團幹部參加大專社團  

  負責人研習會。以及每年一月推薦優秀學生擔任青年 

  節籌備委員，還有大專優青年選拔表揚。 

服務內容 

優惠方案 

1.志願學習服務方案： 

 (1)免費服務活動安排、專人輔導。 

 (2)服務時數認證。 

2.寒(暑)期服務偏鄉「大手牽小手」國小育樂營： 

請當地縣市、團委會動員當地團委會義工，提供行政

支援及各項服務。 

3.協助服務性社團： 

 (1)擔任指導老師。 

 (2)提供教育訓練課程及講師。 

 (3)學以致用，安排於寒暑期活動營隊中歷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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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迎新、畢旅、假日旅遊、師生聯誼活動： 

 (1)車輛、活動場地、餐、宿及其他行政工作安排。 

 (2)迎新活動課程規劃。 

5.社團幹部訓練： 

 (1)安排車輛、活動場地、餐、宿及其他行政工作 

 (2)課程與活動規劃。 

6.本團臺中市及高雄市團委會社教中心課程八五折優惠

(不折扣班除外)。 

備    註 

1.北區大專中心統籌協調中區、南區大專中心及本團各 

  縣市團委會協助學校規劃並執行各服務項目。 

2.聯絡人：北區－李立行先生，電話 02-25965858 轉 202。 

         中區－林鈺明先生，電話 04-22348291 轉 21。 

         南區－薄力瑋先生，電話 07-2013141 轉 221。 

 
 

救國團提供服務方案單位聯絡人一覽表 

單位 聯絡人 聯絡電話 

張老師 

文化公司 
朱慶智小姐 02-2369-7959轉 223 

青年活動 

中心 
陳建成先生 02-2596-5858轉 333(總團部事業處) 

中國青年 

旅行社 
羅健龍先生 02-2371-1226 

張老師 

諮輔中心 

救團團總團部諮輔處 吳美慧 TEL：02-25038052轉 403 

01.基隆中心－王柏均先生 TEL：02-24312111 分機 41 

02.臺北中心－陳春蘭小姐 TEL：02-25326180 分機 133 

03.新北市中心-蔡時瑄小姐 TEL：02-29936180 分機 21 

04.桃園中心－陳怜伃小姐 TEL：03-4916999分機 42 

05.新竹中心－許君華小姐 TEL：03-5266231 分機 89 

06.臺中中心－楊婷安小姐 TEL：04-22033050 分機 124 

07.彰化中心－謝安琪小姐 TEL：04-7231157 分機 42 

08.嘉義中心－謝璦如小姐 TEL：05-2770482分機 235 

09.台南中心－何錦玉小姐 TEL：06-2909143 分機 21 

10.高雄中心－潘錦慧小姐 TEL：07-3333221 分機 203 

11.宜蘭中心－謝明耀先生 TEL：03-9353411 分機 35 

運動中心 

01.中山運動中心 許雅婷小姐  TEL：02-25811060 

02.南港運動中心 涂明瑄小姐  TEL：02-26532279 

03.信義運動中心 陳進旺先生  TEL：02-8786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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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大安運動中心 陳黛玲小姐  TEL：02-23770300 

05.文山運動中心 張景智先生  TEL：02-22308268 

06.蘆洲國民運動中心 李侑錫先生  TEL：02-22810338 

07.土城國民運動中心 楊賴芳小姐  TEL：02-22615999 

08.汐止國民運動中心 陳婉婷小姐  TEL：02-86915691 

09.永和國民運動中心 周昌諭先生  TEL：02-22318989 

10.朝馬國民運動中心 鄧宇璇小姐 TEL：04-22536789 

11.桃園南區青少年中心 李孟鴻先生 TEL：03-4915168 

12.內湖國民運動中心 簡誌宏先生 TEL：02-26562869 

13.桃園國民運動中心 趙時雩先生 TEL：03-3395877 

14.中壢國民運動中心 徐苡芹小姐  TEL：03-4951930 

15.竹光國民運動中心 李明潔小姐  TEL：(籌備中) 

終身學習 

中心 

陳家秀小姐 02-25965858 轉 303 

探索教育 

中心 

廖啟豪先生 02-25965858 轉 256 

大專學生社

團服務中心 

北區大專中心 李立行先生 02-2596-5858 轉 202 

中區大專中心 林鈺明先生 04-2234-8291 轉 21 

南區大專中心 薄力瑋先生 07-201-3141 轉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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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陸陸陸、、、、救國團簡介救國團簡介救國團簡介救國團簡介    
 一、救國團的四大志業： 

 (一)教育志業。 

 (二)公益志業。 

 (三)服務志業。 

 (四)健康志業。 

 

 

 

二、 本團四大志業與八大核心工作： 

 (一)教育志業：終身學習、體驗學習。 

 (二)公益志業：公益服務、輔導服務。 

 (三)服務志業：志願服務、國際交流。 

 (四)健康志業：休閒活動、健康促進。 

 

 

三、 本團之任務係依本團宗旨，針對

青年需要，規劃辦理各項教育

性、公益性、服務性、健康性暨

其他之青年服務與活動，其項目

包括：  

 (一)辦理青年休閒活動。  

 (二)辦理與社會教育有關研習活動。  

 (三)辦理諮商輔導暨社會福利服務工作。  

 (四)推展國際暨大陸青年文化交流活動。  

 (五)配合政府政策，辦理文教暨各業青年團體之服務工作。  

 (六)設置青年活動場所，辦理與教育服務有關之膳宿接待。  

 (七)辦理政府機關、社會團體之委託事項，經營管理各類休閒、育樂、體

育活動等設施，並推展相關服務工作。  

 (八)辦理人才培訓、職業訓練等服務工作。 

 (九)舉辦關懷社會之各項公益活動。 

 

四、 我們的願景： 

成為青年服務工作最具有影響力的 NPO。21 世紀將是一個資訊的、網

路的、科技的、休閒的世紀，也是一個關懷、服務的世紀，救國團將

秉持著【合作、參與、貢獻】的理念，持續推動教育、公益、服務、

健康四大志業，並全力發展八大核心工作：終身學習、體驗學習、公

益服務、輔導服務、志願服務、國際交流、休閒活動、健康促進。 

在青年服務工作的領域上務求實踐下列的策略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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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青年需求的因應者。 

  (二)青年活動的帶領者。 

  (三)終身學習的推動者。 

  (四)志願服務的倡導者。 

  (五)青年服務的資源整合者。 

  (六)青年服務的創造者。 

  (七)青年問題的輔導者。 

  (八)青年健康的促進者。 

五、救國團大專學生社團服務中心簡介： 

  (ㄧ)沿革與任務： 

    民國 49 年 2 月，本團「大專學生社團活動服務中心」(以下簡稱：大專

中心)正式成立並展開工作，其重要目標包括： 

     1.舉辦大專院校校際活動。 

   2.舉辦社團專長研習。 

   3.提供大專院校相關服務。 

本團全國原設有共五個大專中心，過去的重點工作，秉持著「關懷青年、

輔導青年、紓解青年」之宗旨，在政府主導及主、客觀條件充分支持與

配合之下，成果豐碩，影響深遠，淨化青年心靈，陪伴莘莘學子成長茁

壯，成為社會「清流、中流、暖流」的柱石。相關工作內容，大致分為

以下七個區塊： 

 1.加強兩岸青年文教交流工作： 

    中國青年大陸研究文教基金會於 1990年成立，積極規劃兩岸青年交流

活動，開國內風氣之先。 

 2.輔導縣市出版青年期刊： 

    本團 17縣市每年出版八期，提供青年清新、優質的寫作園地，為國家

培養無數藝文人才。 

 3.辦理大學生領導人才培訓： 

    透過大專學生社團負責人研習會、歲寒三友研習會等活動，協助及激發

大專學生自我成長、關懷社會、奉獻國家的動機與熱忱。 

 4.辦理全國大專學生校際活動： 

    舉辦全國大專學生創作歌謠及歌唱大賽、啦啦隊比賽、舞蹈觀摩展、書

畫攝影比賽等活動，培養大專學生才藝，促進身心均衡發展。 

 5.關懷服務活動： 

    辦理工讀、大專優秀青年表揚、急難濟助、獎助學金等活動，輔導並幫

助青年，陪伴青年持續學習、成長、服務。 

 6.教師聯繫與服務工作： 

    結合資源，辦理各項大專校院教師參訪、講座與聯誼等活動，以凝聚大

專校院教師參與青年服務工作之共識與默契。 

 7.幼獅管樂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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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獅管樂團成立於民國 65年，多次參加國際及國內比賽及公演，屢獲

佳績及好評。 

 (二)發展與現況： 

     因應政、經、社會環境的變遷與市場需求，配合本團總體業務的重整，

本團大專中心的工作內容，也隨之進行了一番調整與增減，調整是透

過分析而漸進的，增減是經過檢討做取捨的，如今大專中心的各項工

作，不但力求符合本團「公益性、教育性、服務性、健康性」的基本

原則，且用心為青年設想，符合青年的喜好。 

 

六、救國團終身學習中心(簡稱學習中心)簡介： 

 (一)終身學習中心經營理念：1996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出版「學習是內在

的寶藏」提出終身教育的五大支柱。 

 (二)終身學習中心的使命：提供社會大眾多元化、在地化及便利化的多元

學習課程，滿足自我成長與提升生活品質的需求與目標，開創自我實

現的新境界。 

 (三)終身學習中心的願景：倡導學習、成長、服務、貢獻的價值鏈，成為

全國最具影響力的終身學習組織。 

 (四)終身學習中心的組織定位：終身學習的推動者、學習型社會的實踐者。 

 (五)終身學習中心服務據點現況： 

    1.62處終身學習中心(北區 31 處據點、中區 15 處據點、南區 16處據點) 

2.臺北市 6處運動中心、新北市 4處運動中心、桃園市 3 處運動中心、 

  臺中市 1 處運動中心。 

 

 七、救國團青年活動中心簡介： 

       為了服務青年，救國團在山上、在海邊、在離島共有劍潭、金山、

復興、日月潭、溪頭、阿里山、曾文、梅山、墾丁、天祥、澎湖、金

門等 12個活動中心及觀雲山莊，還有澄清湖活動中心(水漾會館)，皆

是位於風景秀麗之景點，適合休閒、親子、生態、團體旅遊、登山健

行及辦理員工教育訓練。 

       救國團各活動中心在觀光局主導安排下現為〝國際青年之家〞結盟

店，成為接待國際青年朋友的平台系統，同時也是經觀光局核定之〝國

民旅遊卡〞特約店，現已成公教人員渡假旅遊最佳的選擇。 

       各活動中心皆提供了乾淨、舒適、安全的膳宿服務、多功能集會場

所： 禮堂、會議室、多功能教室、交誼廳、咖啡座及寬廣的戶外活動

空間，不但適合家庭渡假也是學校、公司、團體舉辦各項會議、演講、

訓練、學術研討及休閒旅遊的最佳場所。各活動中心已成為全國形象

最清新、環境最自然、內涵最健康、生活最安全的樂園。 

 

 八、救國團探索教育中心業務課程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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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團隊建立課程。 

   (二)領導能力課程。 

   (三)創意思考課程。 

   (四)人際溝通技巧課程。 

   (五)戶外自然體驗課程。 

   (六)服務品質課程。 

   (七)潛能開發課程。 

   (八)探索教育&輔導知能教師工作坊。 

   (九)學生班級社團領導人才培訓營。 

九、中國青年旅行社提供服務項目： 

   (一)國內旅遊。 

   (二)國外旅遊。 

   (三)國外留（遊）學。 

十、救國團受託經營管理運動中心 

序號 運動中心     規  劃  特  色 

01 
中山運動 

中心 

全國亦為本市首座運動中心，可說是臺北市運動中

心發源地。 

02 
南港 

運動中心 

第一座擁有 5公尺深潛水池，並開設潛水專業認證

課程、2009 年臺北聽障奧運空手道項目之競賽場地。 

03 
信義 

運動中心 

樓地板面積雖為全部運動中心最小，但擁有良好規

劃的空間配置，可近眺臺北地標 101大樓。 

04 
大安 

運動中心 

規劃室內直排輪溜冰場、多功能運動場館（籃球場、

5人制足球場、集會活動等，場館面積約為其他運動

中心籃球場 2倍大）。 

05 
文山 

運動中心 
規劃射擊靶場、攀岩壁等。 

0066 
蘆蘆洲洲國國民民  

運運動動中中心心 
錯錯疊疊建建築築設設計計、、規規劃劃生生態態池池及及綠綠色色植植生生牆牆。。設設置置木木

槌槌球球場場。。 

0077 
土土城城國國民民  

運運動動中中心心 
設設有有冰冰宮宮標標準準冰冰上上曲曲棍棍球球場場、、漆漆彈彈場場。。 

0088 
汐汐止止國國民民  

運運動動中中心心 
設設有有棒棒球球打打擊擊場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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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9 
桃桃園園南南區區  

青青少少年年活活

動動中中心心 
設設有有多多元元功功能能演演藝藝廳廳。。 

1100  
永永和和國國民民  

運運動動中中心心  
設設有有快快速速攀攀岩岩場場。。  

1111  
朝朝馬馬國國民民  

運運動動中中心心  
設設有有國國際際標標準準羽羽球球場場。。  

1122  
內內湖湖  

運運動動中中心心  
設設有有戶戶外外攀攀岩岩場場((高高達達 1155米米))  。。  

1133  
桃桃園園國國民民  

運運動動中中心心  

設有 TRX 教室～懸吊式阻抗訓練（Total Body 

Resistance Exercise）。  

1144  
中中壢壢國國民民  

運運動動中中心心  

桃園市最大運動中心，設有攀岩場、TRX教室～懸吊

式阻抗訓練（Total Body Resistance Exercise）。  

1155  
竹竹光光國國民民  

運運動動中中心心  
籌籌設設中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