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 小狼少年音樂冬令營～泰雅文化神木桃花源

拉拉山，在北部是一個令人響往的鐘秀之地 ， 地處桃園復興鄉僻靜山區 ，有紅槍、台

灣為柏，青剛機、雀榕、紅花八角﹒﹒等台灣原生珍貴林木，保存了完整的森林生態

體系

2016 小狼音樂冬令學將以施施然的步調上巴陵 ， 以泰雅文化神話故事、歌謠舞蹈、合

唱音樂為主軸 ， 搭配童軍戶外探索活動、持獵陷阱、拉拉山神木區漫遊﹒﹒的體驗 ，

在山神與靈秀之間宜然忘我。

中華民國童軍文教基金會－小狼合唱團廣獲好詩之音樂營， 5 天 4 夜的童軍生活體驗和

音樂潛能開發 ，歡迎對歌唱及置身大自然實際體驗幼童軍生活有興趣的小朋友報名參

加 。 也歡迎家長跟隨核子們的體驗， 一起悠遊於巴陵的東台灣的宜然步調 。

一 、主音：

(1）經由幼童軍多元體驗活動、學習群體生活 、 互助合作的精神，養成群性

思考之習慣 。

(2）專業歌唱訓練 ， 體驗合唱之美與肢體戲劇潛能開發 。

(3）專業表演藝術型態，豐富小狼對藝術的嚮往與樂趣。

二、指導單位 ： 中華民國童軍總會 。

三、主辦單位： 中華民國童軍文教基金會小狼合唱團，桃園市復興區羅浮國民小學 。

四、協辦單位： 中攀民國童軍文教基金會、臺北市教育局、 壹北市童軍會，東吳奮進童軍圍 3

五、對 象： 足 8-13 歲之學童，男女兼收 ，預計招收 60 名 ， 另招收清寒 10 名，不限

是否小狼幼童軍 。

六、內 容： 幼童軍活動、基礎樂理、韻律、肢體聞發、戲劇、分科訓練

（含合唱及打擊樂器體驗）、遊戲、技能學習及生活教育 。

七、活動時間： 105 年 1 月 27 日（星期三）至 105 年 1 月 31 日（星期日）

八、報名時間：

九、營隊方式：

十、活動費用 ：

（台 北捷連忠孝新生站三號出口忠孝東路上集合解散）

成果發表於 1 月 30 日 19 : 00- 20 : 00 
即日起至 105 年 1 月 20 日（額滿為止） 。

蒙古包小屋。（睡墊／小鋪蓋必備，皆有童軍服務員共宿）

一般生 6,soo C 包括師資、食宿、場地、樂器、教具、 紀念T 恤、文具、

活動貴、保險、．．．．等 ）
十一、個人裝備：衛生用品 、 個人餐具（碗可筷）， 雨衣、背包、拖鞋、筒單醫療用品、禦寒外

套、換洗衣物、水壺、血洗用其、個人急救包、 IC 健保卡、手電筒、筆、

筆記本。
十一 、繳費方式：一律採劃撥方式（含匯費$20），劃撥帳號： 19031648 、戶名 ：臺北市童軍會

例 6,820 、日，620 。並將收據傳真 (02)2752-6807 註明小狼音樂冬令營／學員

姓名或 email：毛克利 cubchoir(a),立mail.com 。 報名成功將由毛克利通知繳

費。

十三、報名方式 ： 網路線上報名 httos ：／／立oo.gl/WOtkHK

詢問電話： 0978-625031 瑛真 ， 0912-058997 瑪箱 ， 0956-731730 翠玲，

0928-232977 佳玲

十四、活動地點：桃園市復興鄉羅浮國民小學 。

十五、小狼日程表﹔ 2016 小狼音樂冬今營日程表.doc

十六、報名後如因故不克參加須提出書面申請，活動前 14 天可退贅 ，但須扣除報名及退費作

業費（活動費用 10% ），活動前 13 天至活動結束，恕不退費 。

十七、行前通知將於完成報名營隊開始前一週以 email 或臉書、部落格上通知 。

十九、活動集錦參考 ：

http://www.youtube.com/watch?v=63z31tXyAiE 2010 冬令營
h前p://www.you削be.com/watch?v=hsJQl49JNmk 201 l 冬令營

htto://s ingingcubs.blo2:soot.tw/2013/07/blog-oost 29 . htJ叫 2012 夏令營之二

htto ://singingcubs.blo立soot.tw/2013/07/blog-oost 22.html 2012 夏令營之一

httos://www.voutube.com/watch ?v=ddGICmoaB tk&feature=voutu. be 2013 豐丘布農夏令學

h虹口s://www.voutube.com/watch?v=5Kctk3 h TM&feature=voutu.be 2014 冬令營

小狼合唱團綱站 ： httos://www.facebook.com/cubsmusicca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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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小狼音樂冬令營日程表
泰雅文化 、 神木森林宴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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