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北市女童軍會第 4期女童軍團領導人員基本課程訓練實施計畫 
一、主    旨：培養女童軍團領導人員，推展童軍運動，落實童軍教育，培養良好公民。 

二、指導單位：新北市政府、中華民國台灣女童軍總會 

三、主辦單位：新北市女童軍會 

四、協辦單位：新北市三重區修德國小 

五、訓練地點：新北市修德國小(新北市三重區重陽路三段三號) 

六、訓練日期：第一階段：111 年 10 月 22～ 23 日(星期六、日)  共計兩天。 

第二階段：111 年 10 月 29～30 日(星期六、日)  共計兩天。 

七、參加資格：1.需年滿 18 歲。 

2.各公私立國民中、小學教師、童軍團長、教職員、家長，性別不拘。 

3.各社區女童軍團服務員。 

4.對女童軍教育活動有興趣之社會人士或大專生。 

5.懷有身孕或行動不便者，請勿報名參加。 

八、訓練費用：1.每人新台幣 3,500 元(含保險費、伙食費、手冊、服務員徽章、領巾、教材等)，由

參加人員服務單位負擔。 

2.參加費請劃撥至郵政帳號 16753365 號 新北市女童軍會收 

3.參加人員之差旅費，請向原服務單位報支。 

九、報名方式：1.即日起至 111 年 10 月 6 日止，請上網新北市教師研習系統報名，並將報名表與劃

撥存根影本先 Email 至 abc_momo168@yahoo.com.tw，再郵寄 

新北市女童軍會：新北市三重區重陽路 3 段 3 號 電話:(02)2985-0089 

2.社區團及蕙質團請填寫報名表，先 Email，再寄件。 

十、工作人員及參加人員請各校/團(服務單位)請准予公假(課務派代)辦理。 

十一、訓練方式：採通勤方式。備註：若需住宿者請註明，另案處理。 

十二、訓練期間全程參與者，結訓後可獲頒中華民國女童軍國家研習營結業證書及核發研習時數 30

小時(依市政府核定時數為準)。(訓練期間請假者，須於下次訓練補訓後再發給結訓證書；請假

時數超過 4 小時以上者，則視同離營，應重新參加訓練，不得補訓。) 

十三、報名人數至少 2 小隊，以報名先後為序，郵戳為憑。 

十四、訓練日程表：如附件 

十五、本計畫經本會理事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 

報到須知： 

(一)、報到時間：111 年 10 月 22 日(星期六)上午 07：30 

(二)、報到地點: 修德國小(617、520 三重區公所；640、14、232 稅捐處下車步行約 5 ～10

分鐘；捷運菜寮站下車 1 號出口左轉再左轉，步行約 5～10 分鐘)。 

(三)、攜帶物品：文具用品、健保卡、雨具、遮陽帽、環保瓶、環保餐具、口罩。 

(四)、服裝：標準女童軍服務員制服：淺藍色上衣、寶藍色褲裙；男性穿著淺藍色上衣、深藍

色長褲。 

(五)、本訓練若報名人數少於 12 名，則另訂日期開辦或退費，並個別通知。報名未繳費者恕不

編隊，報名後若因故未能參加者得於活動前七天前提出申請退費〈但需扣除活動 10 %的

行政費用〉，逾期恕不退費。 

 (六)、因應疫情，請承辦學校、參訓人員務必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及本府各項防疫措施規 

      定落實辦理。 

 

 

 

 



新北市女童軍會第 4 期女童軍團領導人員基本課程訓練第一階段日程表 

 

女童軍團領導人員基本課程(一) 訓練日程表 

時間 第一天(10/22) 第二天(10/23) 

0700~0730  報到 

0730~0800 報到 晨檢、升旗 

0800~0830 破冰課程定向 晨間活動 

0830~0900 小隊建構小隊分工(60 分) 第二次團集會 - 

意外傷害處理 (90 分) 0900~0930 

0930~1000 開訓典禮 

1000~1030 團時間-- 女童軍手號、禮節 

與操法(60 分) 

女童軍進程實務(60 分) 

1030~1100 

1100~1130 認識女童軍(60 分) 小隊集會與小隊集會中的遊戲

(60 分) 1130~1200 

1200~1230 午餐 午餐 

1230~1300 

1300~1330 小隊時間 小隊時間 

1330~1400 女童軍運動承諾與價值觀 

(60 分) 

進程與遊戲 

1400~1430 

1430~1500 進程的瞭解與計畫 

(60 分) 

狀況處理--分組討論 

(60 分) 1500~1530 

1530~1600 茶點 茶點 

1600~1630  

介紹團集會設計及示範團集

會 

--露營準備 (120 分) 

示範隊長會議 

1630~1700 第二次團集會-- 

通訊(90 分) 1700~1730 

1730~1800 

1800~1830 晚餐 晚餐 

1830~1900 

1900~1930 小隊時間 課程回顧與評鑑(30 分) 

1930~2000 團組織 

(60 分) 

 

結訓賦歸 2000~2030 

2030~2100 課程回顧與研討 

2100~2130 小隊長會報；整理 

 

 

 

 

 

 

 



新北市女童軍會第 4 期女童軍團領導人員基本課程訓練第二階段日程表 

  

女童軍、 蘭姐女童軍團領導人員基本課程(二) 訓練日程表 

時間 第一天(10/29) 第二天(10/30) 

0700~0730 報到 報到 

0730~0800 晨檢、升旗 晨檢、升旗 

0800~0830 小隊建構與動能(60 分)  

 

 

童軍技藝旅行 

(240 分) 

0830~0900 

0900~0930 營帳介紹及架設(60 分) 

0930~1000 

1000~1030  

童軍智能學習區塊 

(120 分) 

1030~1100 

1100~1130 

1130~1200 

1200~1230 午餐 午餐 

1230~1300 

1300~1330 小隊時間 小隊時間 

1330~1400 野外炊事與繩棍運用技能 

實作演練(一)(120 分) 

 

 

團集會 -- 自然研究 

(90 分) 

1400~1430 

1430~1500 

1500~1530 團集會及戶外活動風險管理 

(60 分) 1530~1600 茶點 

1600~1630 野外炊事與繩棍運用技能 

實作演練(二) (60 分) 

 

分組技能競賽(90 分) 

 

1630~1700 

1700~1730 晚餐 

1730~1800  

晚餐 1800~1830 小隊時間 

1830~1900 

1900~1930 談童軍運動的價值 

1930~2000 宣誓典禮演示與實作 課程回顧與評鑑(30 分) 

2000~2030 結訓  賦歸 

2030~2100 省思及承諾(30 分) 

2100~2130 小隊長會報；整理 

 

 

 

 

 

 

 

 



新北市女童軍會第 4 期女童軍團領導人員基本課程訓練報名表 

 

姓名 
 
 

生日 
 

服務單位 
 
 

職稱  

身分證字號 
 
 

性別 □ 男 □ 女 

最高學歷 
 
 

市內電話 
 專長 

 

 

訓練方式 
□通勤   □住宿 興趣 

 

 

行動電話 
 
 

飲食 □ 葷 □ 素 

E-MAIL 
 
 

通訊地址 
 
 

個人資料與 
影像紀錄 
同意事項 

本人同意提供本報名表所填寫之個人資料，供主辦單位辦理本課程相

關作業、各項聯繫工作及訓練研習紀錄之保存之用；本人得依「個人

資料保護法」第 3 條規定，行使相關權利。 

本人同意授權主辦單位在推展行銷或教育的目的下，運用在課程期間

所拍攝，包含報名者在內的相片或影片(統稱肖像)，於各種出版品、

網站、社群媒體等。 

◆因應新型冠狀病毒傳染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注意事項 

※如有發燒、咳嗽、呼吸急促等不適症狀、請盡快就醫，不得報名

上課。 

※開課前 14 天本人有國外旅遊史、居住史或接觸史，請撥 1922

依指示就醫或居家自主隔  離，不得報名上課。 

※入教室前需配合量體溫，37.5 度 C 者，請回家休息協助防疫。 

※入教室前所有人員必須配戴口罩，配合勤洗手(無配戴口罩者不

得進入教室)， 

研習當日教室不提供口罩。 

1.即日起至 10 月 6 日止，請上網新北市教師研習系統報名，並將報名表 

     和劃撥存根影印本郵寄新北市女童軍會：新北市三重區重陽路 3 段 3 號； 

     並 E-mail 至 abc_momo168@yahoo.com.tw 

   2.劃撥郵政帳號：16753365 號  戶名：新北市女童軍會 

3.社區團及蕙質團請填寫報名表，先 E-mail，再寄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