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尬籃球‧登航母‧看職棒賽‧山野探索

主　　辦：

活動時間：7月14日～7月29日

活動地點：美國舊金山、巨杉國家公園地區

招生對象：12歲至17歲

費　　用：台幣198,000元(包含機票及全行程所有費用)

報　　名：請洽聯合報行旅事業部

專　　線：(02)8643-3517、8643-3581、8643-3926、8643-3543

手機／LINE ID：0935080209

更多詳情登錄：www.wjsfedu.com或http://utravel.udn.com

往期活動精彩記錄：Facebook搜尋「世界日報金州勇士籃球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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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州勇士隊專屬的訓練營區集訓，設備最完善。

●�營地的工作人員是由高中和大學籃球教練和球員組成，教練與學員的比率約1:8，

確保所有學員，可以受到教練的關注。

●�每位營員收到一件勇士隊球衣、頭帶，結業後會發給學員評估表及結業證書。

●�營隊活動結束後，會給表現特別的團隊和個人獎品。

●�現役或前任勇士隊球員有機會前來與學員互動。

NBA金州勇士籃球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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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YMCA領導才能訓練營

YMCA�Camp�Sequoia�Lake，位於壯麗的巨杉國家公園內，共有八個營區，學員

在這裡將探索大自然，結交新朋友，參加各種活動，學習領導同儕、獨立自主與團

隊合作，並留下一輩子最美好的回憶。多采多姿的活動包括越野車、射箭、釣魚、

游泳、攀岩、高空滑索、獨木舟、帆船、籃球、排球、繪畫、攝影、手工藝等。

營區內所有工作人員都通過司法部背景審查，並經過嚴格的訓練，包括心肺復甦和

急救培訓，以確保他們有能力來幫助青少年。營區並有美國紅十字會的救生員和

Adventure�Works公司認證的戶外探險人員。所有的工作人員都具有積極的工作精

神，並具備YMCA關愛、誠實、尊重與責任四大核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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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YMCA課程

●攀岩及滑索：

11-12歲營員：將參加攀岩課程，在

其他學員的加油聲中，安全地爬上岩

牆，自我挑戰身體和精神上的極限。

13-17歲營員：將挑戰紅木障礙！高

空繩索課程強調安全性和樂趣，營員

們將學會信任自己，並鼓勵他們的隊

友。

●�手工藝：營員們可以在老師指導下創

造藝術作品和設計工藝品，並且可以

帶回家，留下營區的各種美好回憶。

●�游泳：在夏天，營區的湖泊有數個良

好的游泳區域。營員在第一天都會被

測試游泳能力，以區分在湖泊的淺水

區活動，或可挑戰深水區。營區的工

作人員和救生員會隨時在旁邊，確保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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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划船：營員們在湖泊學習獨木舟所需

要的基本技能。學員都會穿上救生

衣，在安全環境中學習正確指令，體

驗一種全新的玩水方式。

● 環境保護：營員將遊覽紅木森林和其

他加州北部的生態系統，了解在營區

周圍的植物和動物，透過野外環境教

育課程，營員學習欣賞周圍的自然環

境，並探討如何減少自己的生態足

跡。當他們回家後，更能夠愛護維持

自然環境。

●�團隊競賽：透過識別紅木森林中的各

種植物和動物的競賽，營員為他們自

己及團隊取得積分，這也是營區最受

歡迎的活動之一。

●�球類活動：營區還有籃球及排球等運

動設施及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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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看美國職棒比賽

在巨人隊(Giants)主場觀看MLB大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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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0月29日，舊金山巨人隊在

第七戰擊敗勁旅堪薩斯皇家隊，五年

內三次奪得世界大賽冠軍，不但令舊

金山全城瘋狂，更令球迷樂道的是，

舊金山已在職棒建立一個「巨人王

朝」，成為季後賽的常勝軍。

巨人隊有出色的年輕球員，有出色的

投手群，有史上最強的投手邦加納

(Madison�Bumgarner)，有明星補

手波西(Buster�Posey)，更重要的

是，他們有出色的管理層─總經理沙

比恩(Brian�Sabean)和總教練波奇

(Bruce�Bochy)。這些因素足以讓

巨人王朝長期發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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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服役二次世界大戰的美國航空母艦

「大黃蜂號(USS�Hornet�CV-12)」，

目前停泊於舊金山灣。甲板上的飛機

有：S-3Viking、F-4�Phantom與F-14�

Tomcat，艙內還有其他各式戰機，包

括：二戰時期的魚雷攻擊機、越戰時期的

F8U-1�Crusader、海馬式直昇機、90年

代的F-16戰機相關電戰裝備等。

最特別的是，還可以看到阿波羅計畫的

太空艙，因為大黃蜂號參與過Apollo�11

與13，太空人返回地球落海的回收任

務。整艘船可以參觀的地方包括軍官的

作息室、餐廳、艦橋等等，不少房間裡

也有一些歷史的解釋與文物解說，當然

也有較新的科技如雷達、電子儀器與武

器等。

5 登航空母艦

USS Hornet Museum 大黃蜂號航空母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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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航空母艦大黃蜂號上

所能體驗的項目

●�探索「大黃蜂號」上

最重要的功能和在海

上戰役的光輝歷史。

●�了解更多有關美國航

空總署阿波羅11和阿

波羅13號，第一次

把人類帶上月球的過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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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電腦歷史博物館

Google無人汽車

不會開車？沒關係！是路痴？沒關係！你可以坐

上無人駕駛汽車，到任何你想去的地方。下個世

代，你會看到馬路上一輛輛沒有駕駛的車子在你

眼前駛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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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名校參訪

史丹佛大學Stanford�University

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UC�Berkeley

美國留學經驗談
如何申請美國大學及研究所？沒有托

福成績也可以到美國讀大學?�從社區

大學轉至普通大學有那些步驟？

我們將安排升學專家，講解申請過

程，並解答學員疑問。

進入美國知名學校後，如何和當地學

生打成一片？如何克服語言、文化、

生活習慣隔閡所帶來的不便？

我們將邀請當地大學在校生或校友，

分享就學時的酸甜苦辣，讓學員更加

瞭解在美國上學、生活的實際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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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舊金山灣區觀光遊覽

舊金山是灣區金融中心，更有豐富的文化背景。這個如詩

如畫的城市，坐落於陡峭的斜坡上，世界級的餐廳、精品

店、劇院、博物館，皆近在咫尺。世界知名的旅遊景點包

括：金門大橋、漁人碼頭、聯合廣場，還有滿街跑的叮噹

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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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結業証書

學員圓滿完成夏令營活動所有行

程，由主辦單位世界日報、YMCA�

營區各授予結業証書。

10 住宿

住宿地點

●�YMCA營區：入住森林中的小

屋，與美國學員共同生活學習。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East�Bay：加州州立大學東灣分

校或同級旅館。兩人一房一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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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活動花絮集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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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花絮集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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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花絮集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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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發時間 抵達時間 出發地-目的地 航班資訊

7/14(日)

19:40

7/14(日)

16:35
桃園-舊金山

長榮航空

BR18

7/28(日)

1:00

7/29(一)

4:50
舊金山-桃園

長榮航空

BR17

1.費用：台幣198,000元

●即日起受理報名，額滿為止。

●�報名時請繳交台幣50,000元訂金。

●�餘額請在2019年6月14日前繳清，

以確保您的席位。

2.費用包括

●�包含機票、燃料稅、機場稅、兵險

費。

●�包含營隊期間的課程費用、參訪費

用、食宿及遊覽行程中的交通、門

票、小費、保險費等。

●�團體投保25萬美元美國醫療險，

200萬台幣海外遊學責任險，以及

1000萬台幣履約保證保險。

3.費用不包括

●行李超重費及個人花費。

●�學員因生病或其他原因而衍生的住

宿、餐飲、醫療救助、特殊照顧等

費用，及保險自付額。

4.報名流程

� Step1→繳交中文報名表及訂金。

� Step2→繳交以下文件：

� � � � � �●�英文報名表

� � � � � �●�家長同意書

� � � � � �●�家長醫療同意書

� � � � � �●�保險受益人表

� � � � � �●�電子檔照片

� � � � � �●�護照影本

� Step3→�辦理出國手續及申請「美

國旅遊登記」。

� Step4→�參加行前說明會(家長及學

員)。

� Step5→組團出發。

5.繳款帳號

銀行：台灣銀行�松山分行

銀行代碼：004

帳號：064001056509

戶名：有行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6.報名請洽

聯合報行旅事業部

地址：�22161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一

段369號2樓(近台鐵汐科站)

電話：(02)8643-3517、8643-3581

� � � � ������8643-3543、8643-3926

手機╱LINE�ID：0935080209

傳真：(02)8643-3968

信箱：rebecca.lee@udngroup.com

13 報名資訊

12 航班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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