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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介紹 

【冒險者成長挑戰營】 

這個夏天，準備好了嗎？透過冒險、充滿樂趣和好玩的戶外活動，學習生活技能，培養獨立思

考、領導和溝通合作，為成長做好準備，為未來的挑戰打好基礎！參與者藉由長天數、完整的

冒險體驗，能經歷自我覺察的過程、重新認識自己並有所成長、發現自己的自我價值與潛能。

課程強調正面積極的態度和價值觀，並鼓勵自願和積極的挑戰與分享回饋。 

【為什麼要讓孩子參加這個營隊？】 

團隊發展國際股份有限公司（Team Adventure ；TA）成立於 1999 年，為台灣最早引進美國 

PA (Project Adventure)體驗式學習的教育訓練公司，提供專業的室內外團隊及領導力訓練課

程，致力於提供多元的冒險教育課程，高安全標準、完善的風險管理機制一直是我們始終如一

的堅持；指導員對課程與基地具絕對的熟悉度，且深知每一次互動的重量，珍惜所能帶給學員

的一切。因此參與者可以盡情的探索戶外、探索自己，學會堅持不放棄的態度，學習同理與互

相合作，從營隊的各類挑戰情境中，獲得問題解決的能力與自信。 

108 課綱帶來的改變，強調孩子作為終身學習者所需要的核心素養，是指一個人為適應現在生

活及面對未來挑戰，所應具備的知識、能力與態度，正是與教育家杜威「做中學、學中做」相

同，也是 TA 二十多年來不斷推廣的「探索教育、體驗式學習」的教育理念，透過指導員引

導反思的技巧，深入探索孩子們內心真實的感受，培養獨立思考、問題解決的溝通互動力，

期待能運用過程中學習到的經驗，在面對未來的各種挑戰，能有創新應變的自主行動力，並

透過與當地居民交流互動，瞭解海洋環境公民議題，尊重人與環境之間的多元文化與差異，

面對各式各樣的群體，能有相互合作的社會參與力。 

【TA 還有做什麼教育訓練、培訓課程嗎？】 

TA 創辦人廖炳煌董事長為台灣引進「探索教育、體驗學習」之先鋒，擁有童軍教育、探索教

育、遠征式教育以及外展教育等四大體驗教育體系之專業專長。 

二十多年來 TA 舉辦過上千場大型企業培訓、高階主管培訓、中階主管培訓、全員工共識營等

課程，訓練主題包括：團隊建構、團隊技能、領導者技能發展、組織領導力、高績效團隊、引

導員培訓、主題式訓練。不論是中小型企業、政府、教師團體或非營利組織，乃至需分梯次培

訓之大型公司，皆致力達成培訓目標，提供專業、有品質、適合且有效益的客製化課程。 

歷經二十多年的淬煉累積豐富且專業的實務經驗，TA 將以台灣體驗式學習教育訓練領導品牌之

姿，繼續為國內外企業界、政府機關、非營利組織等提供專業訓練服務。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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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程資訊： 

活動日期：2020/7/15(三)~2020/7/19(日)  五天四夜    ※露營 3 晚、住宿 1 晚 

報到地點：7/15 08:30 江南渡假村(台南市柳營區旭山里 60 號) 

接送地點：7/19 10:00 結營典禮 共同參與學習成果分享 

成團人數：每梯次 12人成團，最多 16 人 (品質保證: 堅持小班制教學) 

年齡：升小五~升國二 

費用：定價 $18,000  含餐食、住宿、裝備、交通、門票、保險 

早鳥優惠：享優惠價 $16,200 /人於 2020 年 6 月 15 日前報名並完成匯款手續 

團體報名折扣：2 人以上揪團報名再折 500元 

舉例：2 人以上早鳥期間報名，每人費用為：早鳥價 16,200 - 折扣金 500 = 15,700 元/人 

*老隊友(家長或子女曾參與 TA 課程)、台糖、台電、中油、醫護人員子女、特約單位：每人報

名費再折 500 元 

舉例：2 人以上於早鳥期間報名且符合優惠身份，則每人費用為：早鳥價 16,200 - 團報折

扣金 500 - 身份折扣金 500 = 15,200 元/人 

時程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第四天 第五天 

課程 

元素 
平面課程 環教與攀樹 

北門歷險 

(移地訓練) 
水域挑戰 學習成果展現 

上午 
報到與開營 

破冰活動 
環境教育課程 鹽洞挑戰 獨木舟課程 

10:00 結營典禮 

學習成果展現 

下午 
問題探索 

平面活動 
攀樹挑戰 街道冒險 滑索挑戰 家長接送返程 

住宿 
江南渡假村 

露營(包場) 

江南渡假村 

露營(包場) 

江南渡假村 

露營(包場) 

江南渡假村 

木屋 
溫暖的家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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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課程特色： 

《團隊建立課程》 

藉由破冰、信任活動、問題探索課程，讓學員熟悉一起

參與課程的夥伴， 認知團隊支持的重要性， 察覺自我

與團隊的關係，期待學員能互助互信、支持彼此，一起

合作完成不同程度的挑戰。 

《尖山埤環境教育課程》 

「傳遞土地的感動記憶～尖山埤的水和健康綠色的休閒

環境」 將尖山埤豐富的生態環境及人文地景轉換成「故

事」，引導出這片百年埤塘的往昔歷史及豐富生態，並

依園區四大場域特色(糖業文化、埤塘水域、自然生態、

地方人文)，分別發展主題性的環境教育課程。 

《攀樹課程》 

認識周邊樹木環境與正確的保育、安全觀念，學習決策

判斷並協助團隊夥伴遵守安全規範，互相提醒。團隊目

標設定，制訂任務分工規則，體驗每個人有不同的角色

責任，並為共同確立的目標一同努力合作。分享操作練

習與攀樹體驗前後的轉變，給夥伴不同角度的分享回

饋，與過去生活及未來即將面對的挑戰連結，創造學員

共同挑戰之精神。 

《街道冒險》 

參與成員藉由走進鄉村、走進當地人生活的過程，以執行

任務為媒介，親身體驗漁村特色、鄉村的文化風情及人與

人間真實的情感交流，在平凡中親身感受不平凡，也藉由

自身腳步，深度認識美麗的鹽田文化。利用有限資源思考

團隊以物易物的決策，用說故事的方式與民眾交換物品。

過程中，學員們會發現物品真正的價值並非由金錢數字衡

量，而是考慮雙方需求及設身處地為他人著想。引導學員

重新(心)反思既有的思考模式。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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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鹽洞課程》 

亞洲第一座人工探洞系統，洞穴總長度超過 100 公尺，

內部由石筍、鐘乳石、化石、壁畫等元素建構而成。面

對未知、黑暗、幽閉恐懼及不安的心理，探洞可以滿足

冒險挑戰及不斷探索的慾望、好奇心。透過設計之探洞

團隊建立課程有助於發現平常不易察覺的內在潛能，移

除自我設限，展開更大的生命可能性。 

《獨木舟》 

享受尖山埤水庫自然風光與的划行樂趣。從基礎開始學

習操作獨木舟的技巧以及建立與夥伴協調的能力，包括

基本划舟技術、槳語、哨子訊號說明、個人裝備說明、

如何穿著救生衣以及各種行進及靜止的方法。課程中將

分別給予孩子們不同的挑戰以創造不同的經驗，激發對

於自我能力的全新認識， 進而展現出自信與熱情活力。 

《高空滑索挑戰》 

也稱「速滑」、「速降」、「空中飛人」等。最早用于

高山自救和軍事突擊行動。後來演化為冒險活動項目之

一。學員身穿吊帶，懸掛在滑輪下，以斜拉的鋼繩為軌

道，利用重力，從高處向低處飛速滑下。引導學員勇於

挑戰、遠離「舒適圈」，感受於日常生活中，跳脫既有

安逸，挑戰未知，會有不一樣的想法、感受。 

《戶外知識技能學習》 

帳篷架設技巧、戶外炊煮安全指導、攀樹技巧、獨木舟

技術學習、環境保育知識學習、街道冒險......等等，除

了指導學員如何正確地安全操作戶外技能，更進一步認

識尖山埤水庫生態環境，建立正確環境議題觀念。引導

學員勇於挑戰、遠離「舒適圈」，感受於日常生活中，

跳脫既有安逸，挑戰未知，會有不一樣的想法、感受。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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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場域介紹

《江南渡假村 基地》 

2014 年起，開始與台糖江南渡假村合作。寬闊水庫景緻及豐富自然生態環境，寧靜湖光山色及

百年樹木美景渾然天成，2017 年環境教育中心更通過認證，推廣一系列生態主題課程。集聚高

山、海洋、溪流等天然環境，依山傍水，清幽靜謐，富含環境教育意義，成為 TA 推展戶外冒

險教育的一大據點。佔地 21 公頃的尖山埤水庫，原是台糖公司新營糖廠的工業水源蓄水庫，水

庫量可達 300 萬立方公尺，目前淤積情況日漸嚴重，由於水庫並不供應灌溉用水，所以台糖公

司並未有任何疏浚計畫，經過轉型經營，已成為風景遊樂區。 

營隊期間，露營棧板全程為包場使用，環境清幽景色優美，棧板下方為獨立炊事區，備有洗手

台及乾淨飲用水，盥洗設施為江南渡假村內部衛浴，專人打掃乾淨整潔，確保課程最佳品質。

尖山埤水庫為封閉式水域，水質乾淨、水域活動單純，無潮汐浪高變化之擔心，是體驗水域活

動最佳安全場域。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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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課程注意事項 

食 

1. 指導員會事先說明用火安全以及炊煮過程中的注意事項，並且準備營

養均衡且充足的食材提供學員以小組的形式進行炊煮。

2. 代訂餐食皆是本公司長期配合且合格的廠商，嚴格把關健康與營養。

衣 

1. 關於課程中所需的專業器材如獨木舟裝備器材、睡袋、帳篷、睡墊等

等，皆會由團隊發展公司提供。

2. 若基於衛生考量，睡袋、餐具可以自備，本公司亦會提供。

3. 學員僅需準備個人換洗衣物(防曬/保暖衣服、褲子、襪子)、個人裝

備(運動鞋、雨衣、帽子、拖鞋/涼鞋、包覆性水鞋、耐摔水壺)等。

住 

1. 為保護環境，需自備毛巾、牙刷、牙膏、洗髮精、沐浴乳等個人盥洗

用具。

2. 住宿分配為男女分開，平均分配人數。

3. 露營將會以小組的形式搭帳(四人帳)，並提供睡袋、睡墊。

行 

1. 請學員在報到當天 上午 8:30 於江南渡假村(台南市柳營區旭山里 60 號)

報到。

2. 課程費用不含接送服務，往返住家之交通敬請自理。

3. 結業式當天 10:00，敬邀家長參與學員成果展現，現場提供自助式茶

點。

其

他 

1. 報名費用包含活動期間所有必要的開銷，除個人必要性支出(來回交

通等等)，請勿攜帶金錢，以避免遺失。

2. 課程前將會協助學員統一保管手機，直到課程結束後才歸還。關於學

員狀況，指導員會在每日晚間七點前於群組中回報，讓家長瞭解課程

及學員狀況。

3. 請勿攜帶日常娛樂用品（如：撲克牌、桌遊…等）、電子娛樂產品

（如：智慧型手機、遊戲機…等）；為讓學員保有最高的學習並專注

於營隊課程，前述物品將於營隊期間統一保管。

4. 詳細的裝備建議清單及營隊說明，將會於營隊前一周，以 E-mail 形

式寄出「行前通知」，報名後請填妥正確信箱。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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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報名費用&匯款說明 

請點選網址填寫報名系統: 

https://lihi1.cc/mG1KD

(1) 報名費用：

費用包含戶外活動交通費、課程費用、每日三餐餐食（不包含第一日早餐與活動結束日晚

餐）、課程保險、獨木舟水域相關裝備、露營裝備、炊煮器材、相關行政費用。 

【冒險者成長挑戰營】 定價：NT$18,000  

《優惠價享有方式》 

         費用：定價 $18,000  含餐食、住宿、裝備、交通、門票、保險 

1.早鳥優惠：享優惠價 $16,200 /人於 2020 年 6 月 15 日前報名並完成匯款手續

2.團體報名折扣：2 人以上揪團報名再折 500 元

※匯款完成後請將

帳號末 5 碼、戶名、學員姓名、匯款金額、匯款日期、(公司抬頭、統編) 

※洽詢專線 06-6233888 #4360 #4361 (9:00~17:00)

(3) 退費辦法：

※ 如遇有不可抗力之情事（如颱風、地震、流行病等）致取消營隊或延期，可全額退費。

※ 營隊於進行當中，如遇有不可抗力之情事（如颱風、地震、流行病等），為確保學員之安

全，得由主辦單位決定提前結束，並於計算全部成本後，扣除已發生之費用以及未發生但屬於

必要之費用後，剩餘費用全數退還。 

※ 無故未到或於活動中因個人因素、報名資格不符合中途離隊者，均視為自願放棄，不予退費。

E-mail 至 t272001@taisugar.com.tw 確認

X

舉例：2 人以上早鳥期間報名，每人費用為：早鳥價 16,200 - 折扣金 500 = 15,700 元/

人 3.TA 老隊友、台糖員工子女、醫護人員子女：每人報名費再折 500 元

 舉例：2 人以上於早鳥期間報名且符合優惠身份，則每人費用為：早鳥價 16,200-團報

折         扣金 500 - 身份折扣金 500 = 15,200 元/人 

(2) 匯款方式：
• 銀行：凱基銀行(銀行代號809)台南分行
• 帳號：00005-1182999-15
• 戶名：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尖山埤江南渡假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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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欲取消報名者，自梯隊出發日算起：

兩星期前辦理者，扣除原價 10%手續費後退費；一星期前辦理者，原價五折退費；一星期內及

活動期間退出者恕不退費。 

(4) 其他注意事項：

1、營隊過程中會協助拍攝活動紀錄，由於個資法保護條款，凡報名參加者，須同意主/協辦單

位使用您的肖像權，活動中將安排攝影，無法避免拍攝到參加者之肖像權，凡同意者方具報名

資格。 

2、為維護他人權益，報名後恕不得更改參加梯次及更換人員。 

3、報名截止後，人數未足開班名額，則視情況調整活動內容、時間、地點或取消全部活動。 

4、報名參加者，請考量小朋友的體能負荷，有特殊疾病或症狀者，請於報名時事先告知。 

5、將於出發前 1 週 E-mail「行前通知」，內附詳細活動內容及其他相關注意事項。 

6、主辦單位保有營隊部份內容修正之權利。 

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