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民國台灣女童軍總會 

參加 2020年國際活動訊息公告 
 

一、 目的： 

為拓展本國青年女童軍視野，增進國際學習與交流的經驗，培養世界公民

之觀念，增進領導能力，分享經驗和觀點，本會鼓勵女童軍暨服務員代表

參加 2020年各項國際活動。 

 

二、 國際活動訊息：如附件 

 

三、 報名程序： 

1. 請先詳閱「如何參加國際活動」說明 https://gstaiwan.org/world_4.php 

2. 申請人需填具國際活動報名表

（https://gstaiwan.org/news_1_detail.php?Key=32），並檢具： 

(1) 辦理女童軍三項登記之女童軍證正反面影本 

(2) 女童軍服務員請附曾參加（幼）女童軍服務員訓練結業證書影本 

(3) 其他曾參加訓練、露營、活動、榮譽事蹟等證明資料影本 

(4) 建議女童軍至少需參加過 4天以上的露營再來報名 

3. 報名截止日期：108年 10月 15日(二) 

4. 本會甄試日期：另行通知 

 

四、 連絡詢問：中華民國台灣女童軍總會國際組顏依依 

          02-2777-1714    信箱：international@gstaiwan.org 

  

https://gstaiwan.org/world_4.php
mailto:international@gstaiwan.org


  活動名稱 活動日期/地點 參加對象 參加費用 

1 
Camp Brave 

 

★ 2020 年 8 月 2～8 日 

★ Dalkeith Country Park, 

Scotland, United Kingdom 

距離愛丁堡機場約 20 分鐘車程 

1. 辦理女童軍三項登記之女童軍

(12-17 歲)與女童軍服務員 

2. 具基本英語溝通能力或具主辦

國語文能力 

3. 預計招收 2 名服務員、8 名女

童軍 

4. 18 歲以上的資深女童軍或服務

員可報名擔任 IST，人數不限 

總團費約計如下，以多退少補為原則，含： 

1. 參加費：女童軍英鎊 195 元(約新台幣 7,800 元)，服務員/IST

英鎊 95 元(約新台幣 3,800 元)，以屆時匯率為準，活動費包含

food, activities*, transport to off-site activities*, Camp Brave t-shirt and 

necker.(*Only for camp participants)。 

2. 來回機票：約 40,000 元(以實際報價為準)。 

3. 集訓、保險、團公費、行政費用、制服裝備費等雜支，約

12,000 元。 

4. 個人護照、簽證費、零用金等另計。 

5. 如需會後旅遊，費用另計。 

2 
Quest 2020 

 

★ 2020 年 7 月 26 日～8 月 1 日 

★ St Hugh's school, United 

Kingdom 

牛津郊區約 15 分鐘車程 

1. 辦理女童軍三項登記之女童軍

(12-17 歲)與女童軍服務員 

2. 具基本英語溝通能力或具主辦

國語文能力 

3. 預計招收 2 名服務員、8 名女

童軍 

總團費約計如下，以多退少補為原則，含： 

1. 參加費：女童軍英鎊 185 元(約新台幣 7,400 元)，以屆時匯率

為準，活動費包含 a neckerchief, t-shirt, goodie bag and all food and 

activities during the camp，以及從牛津火車站到 Quest 營地的交通

接送。 

2. 來回機票：約 40,000 元(以實際報價為準)。 

3. 集訓、保險、團公費、行政費用、制服裝備費等雜支，約

12,000 元。 

4. 個人護照、簽證費、零用金等另計。 

5. 如需會後旅遊，費用另計。 

  



  活動名稱 活動日期/地點 參加對象 參加費用 

3 
2020 年比利時 

國際大露營 

★ 2020 年 7 月 18～28 日 

★ Ninove City, Belgium 

1. 辦理女童軍三項登記之蘭姐女

童軍(15-17 歲)與女童軍服務員 

2. 具基本英語溝通能力或具主辦

國語文能力 

3. 預計招收 2 名服務員、8 名蘭

姐女童軍 

總團費約計如下，以多退少補為原則，含： 

1. 參加費：女童軍歐元 250 元(約新台幣 9,000 元)，以屆時匯率

為準，活動費包含露營活動、膳食等。 

2. 來回機票：約 40,000 元(以實際報價為準)。 

3. 集訓、保險、團公費、行政費用、制服裝備費等雜支，約

12,000 元。 

4. 個人護照、簽證費、零用金等另計。 

5. 如需會後旅遊，費用另計。 

4 
Japan International  

Youth Event 2020 

★ 2020 年 3 月 8～11 日 

★ National Okinawa Youth 

Friendship Center, 沖繩, 日本 

★ Need to be arrive at Naha, 

Okinawa by 8 am of 8 March 2020 

as you need to get on a ferry from 

Naha to the venue. 

1. 年滿 18～25 歲且辦理女童軍

三項登記之資深女童軍與服務員

2. 活動全程以英語進行 

3. 預計招收 2 名參加者(全球限額

15 名，日本女童軍 30 名) 

總團費約計算如下，以多退少補為原則，含： 

1.參加費：日幣 40,000 元，約新台幣 12,000 元(以屆時匯率為

準)，含活動期間食宿費用、領巾等。 

2.來回機票：約 15,000 元(以實際報價為準)，亦可自理。 

3.保險、團公費、行政費用、制服裝備費等雜支，約 4,000 元。 

4.個人護照、簽證費、零用金、機場至活動地點交通費等另計。 

5 
第 37 屆世界會議 

World Conference 

★ 2020 年 7 月 13～17 日 

★ 非洲烏干達 

預計招募青年代表與觀察員參加 

詳情會再公告於總會官網&臉書 
請密切注意總會官網&臉書訊息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