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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大學　函

地址：111臺北市士林區華岡路55號

聯絡人：楊昕嬛

電話：(02)28610511#18805

傳真：(02)28619786

受文者：國立嘉義大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9月18日

發文字號：校廣字第1070003274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1070003274_Attach1.pdf)

主旨：本校辦理「山東師範大學、聊城大學-『泰山』與『孔子

故里』曲阜雙遺產交流營」活動，請查照並惠允推薦學生

參加。

說明：

一、為加強推動兩岸文教交流以及增進學生的視野與人文素養

，應山東省教育廳邀請協助本次交流活動。活動內容以山

東省鄉土風情和風俗文化為基礎，了解當地精神風貌。

二、本次以雙軸線概念作行程安排：一是文化發展傳承，透過

論壇、拓展營活動，使兩岸學生有更多交流機會。二是臺

灣青年經濟發展前景，透過上海著名高校及臺灣青年創就

業服務平臺及企業參訪與座談交流，提供臺灣青年未來創

就業前的資訊補給站。

三、活動時間及地點：107年11月21日至11月25日，共計5天，

於山東省青島市、泰山、齊魯等地舉行。

四、活動報名至107年10月12日(五)，可詳閱附件附件簡章，

或至活動報名網址http://t.cn/RkOgR8i

五、活動諮詢及聯繫方式：本校大陸文教處交流合作中心；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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絡人：楊昕嬛；電話：02-28610511分機18805；行動電話

：0962-012-909；信箱：hhyang@sce.pccu.edu.tw

正本：大葉大學、大漢技術學院、中華大學、中華學校財團法人中華科技大學、仁德醫

護管理專科學校、光宇學校財團法人元培醫事科技大學、元智大學、文藻學校財

團法人文藻外語大學、世新大學、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永達技術學

院、廣亞學校財團法人育達科技大學、明志科技大學、長庚大學、南華大學、建

國科技大學、真理大學、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高雄市立空

中大學、高雄醫學大學、國立中山大學、國立中央大學、國立中正大學、國立中

興大學、國立交通大學、國立成功大學、國立宜蘭大學、國立東華大學、國立空

中大學、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國立政治大學、國立高雄大學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國立清華大學、國立陽明大學、國立

雲林科技大學、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國立嘉義大學、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立暨

南國際大學、國立臺中科技大學、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國立臺北大學、國立臺北

科技大學、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國立臺東大學、國立臺

東專科學校、國立臺南大學、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國立臺灣大學、國立臺灣科技

大學、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國立臺灣體

育運動大學、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國立體育大學、朝陽科技大學、華夏學校財團

法人華夏科技大學、華梵大學、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萬能學校財團

法人萬能科技大學、義守大學、實踐大學、臺北市立大學、輔英科技大學、遠東

科技大學、銘傳大學、龍華科技大學、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

校、國立澎湖科技大學、崇右學校財團法人崇右影藝科技大學、崑山科技大學、

淡江大學、健行學校財團法人健行科技大學、蘭陽技術學院、景文科技大學、慈

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大學、僑光科技大學、嘉藥學校財

團法人嘉南藥理大學、臺北醫學大學、台南家專學校財團法人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輔仁大學、德明財經科技大學、黎明技術學院、樹人醫

護管理專科學校、樹德科技大學、中信學校財團法人中信金融管理學院、亞太學

校財團法人亞太創意技術學院、靜宜大學、環球學校財團法人環球科技大學、中

國文化大學、佛光大學、逢甲大學、中原大學、台北海洋學校財團法人台北海洋

科技大學、宏國學校財團法人宏國德霖科技大學、吳鳳學校財團法人吳鳳科技大

學、東南科技大學、中州學校財團法人中州科技大學、東方學校財團法人東方設

計學院、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亞東技術學院、南亞科技學校財團法人南

亞技術學院、中國醫藥大學、大華學校財團法人大華科技大學、中臺科技大學、

長榮大學、中山醫學大學、明新科技大學、玄奘大學、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美和

學校財團法人美和科技大學、東吳大學、致理學校財團法人致理科技大學、和春

技術學院、城市學校財團法人臺北城市科技大學、大同技術學院、南榮學校財團

法人南榮科技大學、長庚學校財團法人長庚科技大學、國立臺灣戲曲學院、東海

大學、大同大學、台灣首府學校財團法人台灣首府大學、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敏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高美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南臺科技大學、稻江科技暨

管理學院、明道學校財團法人明道大學、國立臺北商業大學、醒吾學校財團法人

醒吾科技大學、臺灣觀光學院、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弘光科技大學、國立金門

大學、修平學校財團法人修平科技大學、育英醫護管理專科學校、高苑科技大學

、聖約翰科技大學、中國科技大學、大仁科技大學、嶺東科技大學、亞洲大學、

聖母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崇仁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國立

屏東大學、國立聯合大學、開南大學、法鼓學校財團法人法鼓文理學院、南開科

技大學、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學院、學校財團法人中華浸信會基督教台灣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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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神學院、臺北基督學院、財團法人一貫道天皇基金會一貫道天皇學院

副本：本校推廣教育部、推廣教育部交流合作中心 2018-09-18
14:00:37



山東師範大學、聊城大學－「泰山」與「孔子故里」曲阜雙遺產交流營活動簡章 

一、活動主題： 

本次交流以山東省鄉土風情及風俗文化為基礎，了解當地精神風貌。除了觀賞「泰山」的雄偉

氣勢，還可以穿著漢服體驗「祭孔大典儀式」，重返上古時代漢民族祭祀天地和慶祝豐收與戰功

的情請。並以雙軸線概念作行程安排：一是文化發展傳承，透過論壇、拓展營活動，使兩岸學

生有更多交流機會。二是台灣青年經濟發展前景，透過上海著名高校及台灣青年創就業服務平

臺及企業參訪與座談交流，提供台灣青年未來創就業前的資訊補給站。 

二、承辦單位：中國文化大學大陸文教處。 

三、活動日期及報名網址： 

2018 年 11 月 21 日至 25 日，名額 30 人至額滿為止，報名網址：http://t.cn/RkOgR8i 

四、報名截止時間及優惠活動： 

1.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2018 年 10 月 12 日(額滿為止)，團費每人 14,900 元 

2. 凡 2018 年 10 月 12 日前集體揪團報名，人數達 3 位（含）以上者，每位享有揪團優惠現省團

費 1,000 元，只要支付 13,900 元。 

3. 《方法》： 

A. 揪團報名必需全部的人都於 2018 年 10 月 12 日前，個別至線上報名網址進行填寫，並於備註

欄附註其他團體報名成員名單。 

B. 完成線上報名程序後需至菲華樓 202 室找楊昕嬛老師繳交保證金 5,000 元/人。如為外校生，

請以郵局現金袋方式寄送，地址如下：11114 台北市士林區華岡路 55 號菲華樓 202 室 楊昕嬛  

小姐 收。 

C. 若剛好 3 人的團體其中 1 位未達成活動辦法規定事項，則不予計算。 

1. 報名條件： 

報名學生須為臺灣學生，並持有台胞證，務必在赴陸 3 週前辦妥【有效護照及有效台胞證】，

並確認有效日期，出發當日務必攜帶在身邊。 

2. 年齡 30 歲以下本校大學生、碩博士研究生均可報名參加（需持有台胞證）名額有限，主辦及

承辦單位保留錄取團員及調整行程之權利。 

3. 役男出境須申請備查，請至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申請並列印，隨身攜帶。 

網址：https://goo.gl/HcZMcH 

若上網不能辦理，請至戶籍所在地戶政事務所辦理，務請注意！ 

 

  

http://t.cn/RkOgR8i
https://goo.gl/HcZMcH


六、相關費用： 

1. 報名後請先繳交保證金新台幣 5,000 元整，可享優先錄取資格。保證金退還條件如下：錄取者

於交流結束返台後 2 週內，繳交學習心得報告 1000 字以上及照片，退還全額保證金。 

2. 團費屆時視實際機票購買金額，直接匯款至旅行社，帳戶將另行通知。團費內含往返機票、兵

檢、機場稅、住宿費用、以及其他團體公共支出之分攤費用，不含電話費、簽證費等個人支出

之費用。 

七、其他注意事項和溫馨提醒 ：所需攜帶物品： 個人證件、台胞證、學生證、個人換洗衣物、個

人藥品、輕便背包、舒適的鞋子等適合出行的裝備。請各位參營師生以攜帶差旅必需用品為主，盡

量輕裝簡行。 

八、主要活動日程： 

20181121-25 山東師範大學、聊城大學-孔子故里祭孔儀式與山成人禮曲阜雙遺產交流營活動 

行程僅供參考，會依照實際情況作調整 

日期 行  程 景      點 餐   食 酒  店 

11 月 21 日(三) 

台北/濟南 BR-2720 

起飛:11:55 

抵達:14:40 

抵達後遊覽趵突泉、乘護城河游船至

大明湖、曲水亭巷、晚餐後入住酒店 

晚：餃子宴 

 
濟南 

11 月 22 日(四) 
濟南/泰山/曲阜 

（1.5H/1.5H） 

大學交流参訪 

泰山（纜車上下）、南天門、天街、玉

皇頂、 

早：酒店内 

午：鲁菜風味 

晚：孔府宴風味 

曲阜 

11 月 23 日(五) 
曲阜/潍坊 

（4H） 

開城儀式、孔廟（祭孔體驗）、 

孔府、孔林、 

早：酒店内 

午：農家宴 

晚：潍县風味 

潍坊 

11 月 24 日(六) 
潍坊/青島 

（2H） 

楊家埠民俗博物馆、煤炭博物馆、小

鱼山、島啤酒博物馆、漢畫像磚博物

館+拓片制作體驗 

早：酒店内 

午：渔家宴 

晚：胶東海鲜餐 

青島 

11 月 24 日(日) 

青島/台北 B7-7101 

起飛:13:15 

抵達:15:45 

八大關、五四廣場、奥帆中心，搭飛

機返回溫暖的家 
早：酒店内或打包 

溫暖 

的家 

※泰山成人禮流程參考（於唐摩崖前舉行宣誓加冠儀式） 

1. 由「泰山長者」為受禮者正冠。舉行成人宣誓儀式。由主持人帶領，莊嚴宣誓。 

2. 「泰山長者」向參加成人禮的青少年頒發成人證書；拍照留念。 

3. 宣誓人員在“泰山見證成年、攀登成就輝煌”紀念簿上簽名留念。紀念簿由組委會按照活動順

序，編號，存檔備查，長期留存。 

4. 填寫、郵寄中華泰山成人禮明信片，填寫對家長的感恩及成人感言；加冠禮儀式結束。 



十、其他事項： 

1. 名額有限，主辦及承辦單位保留錄取團員及調整行程之權利。 

2. 本研習營為團體活動，參加人員需遵守團體公約，注重團體榮譽，並願接受團長與領隊老師之

生活控管，以維護校譽。無法配合、時間觀念差者請勿報名。 

3. 報名請務必告知家長或監護人。 

4. 報名後若屆時無法參加，扣除已支出之必要費用後（含訂位金），將退還剩餘報名費。 

5. 本行程需團進團出，不受理自行處理往返機票之同學進行報名。 

十、活動洽詢： 

大陸文教處交流合作中心楊昕嬛老師，校本部菲華樓 202 室，電話：02-28610511 分機 18805，

e-mail：hhyang@sce.pccu.edu.tw 

 

 

 

 

 

 

 

 

 

 

 

 

 

 

 

 

 

 

 



【遊學山東】之孔子故里祭孔儀式、泰山成人禮 

“五嶽之首”泰山、“孔子故里”曲阜雙遺產 

行程特色： 

【三孔開城儀式】：開城儀式強調程式感、模式性、佇列化特點，重現明朝守城軍隊護衛明故城、舉

行佇列儀式和迎賓儀式的歷史氛圍，整體藝術風格在莊嚴隆重和表達迎賓喜慶兩個分題之間求得平

衡。在中國古代，入泮為隆重的入學大禮。作為教育的象徵，古時學生入學稱為“入泮”。孔廟泮

橋只有舉人以上的讀書人才能從上面經過。古代狀元及第的人，進孔廟祭拜孔子經過泮橋時，要從

池中撈起水草插在帽子上，稱為“遊泮”或“入泮”。借開城儀式和祭孔表演活動舉行的時機，推

出與教育旅遊和公益旅遊緊密結合的“入泮”儀式，讓青少年學生、包括作為廣義上“孔子弟子”

的成人在接受現代教育的同時，還能感受先人留下來的傳統習俗，汲取尊師愛學的思想精華。 

 

 

 

 

 

【祭孔體驗】：團友身著漢服參與[祭孔大典儀式]:自漢武帝獨尊儒術開始，中國皇帝每年均會祭孔。

自漢代以後，祭孔活動延續不斷。明清時期達到頂峰，被稱為「國之大典」。祭孔大典中的樂舞表

演，繼承上古時代漢民族祭祀天地和慶祝豐收與戰功的原始舞蹈形式，集禮、樂、舞於一體，是唯

一保留下來的漢民族舞蹈。祭孔儀式議程：第一項，敬獻花籃；第二項，奠酒獻禮；第三項：恭讀

祭文；第四項，集體行鞠躬禮（集體向至聖先師行揖禮）等。 

 

 

 

 



遊覽天下第一泉—【趵突泉】，趵突泉是泉城濟南的象徵與標誌，與濟南千佛山、大明湖並稱為濟南

三大名勝。趵突泉周邊的名勝古跡枚不勝數，尤以濼源堂、觀瀾亭、尚志堂、李清照紀念堂、李苦

禪紀念館等景點最為人稱道。 

乘護城河遊船至泉城明珠—【大明湖】，大明湖景色優美秀麗，湖上鳶飛魚躍，荷花滿塘，畫舫穿

行，岸邊楊柳蔭濃，繁花似錦，遊人如織，其間又點綴著各色亭、台、樓、閣，遠山近水與晴空融

為一色，猶如一幅巨大的彩色畫卷。 

 

 

 

 

 

【泰山】是中國五嶽之首，是中華民族的象徵，是燦爛東方文化的縮影，是天人合一思想的寄託之

地。主峰玉皇頂海拔 1,547 米，氣勢雄偉。1987 年泰山被列入世界自然文化遺產名錄。泰山也是

中國唯一受過皇帝封禪的名山。無論是帝王將相，還是名人宗師，都對泰山仰慕備至。延路之風景

名勝計有柏洞日觀峰、玉皇頂等。 

 

 

 

 

風箏之都濰坊——【楊家埠民俗村】民俗村內有年畫展示館讓您開始瞭解楊家埠木板年畫的發展歷

史與分類特色，楊家埠年畫的起源始自明代，具有濃鬱的鄉土氣息、色彩對比鮮明強烈及藝術手法

誇張等三個主要特色。 

 

http://baike.baidu.com/item/%E6%B3%89%E5%9F%8E
http://baike.baidu.com/item/%E8%B1%A1%E5%BE%81/79485
http://baike.baidu.com/item/%E6%B5%8E%E5%8D%97%E5%8D%83%E4%BD%9B%E5%B1%B1
http://baike.baidu.com/item/%E5%A4%A7%E6%98%8E%E6%B9%96/132623
http://baike.baidu.com/item/%E6%B5%8E%E5%8D%97%E4%B8%89%E5%A4%A7%E5%90%8D%E8%83%9C
http://baike.baidu.com/item/%E6%B5%8E%E5%8D%97%E4%B8%89%E5%A4%A7%E5%90%8D%E8%83%9C
http://baike.baidu.com/item/%E6%B3%BA%E6%BA%90%E5%A0%82
http://baike.baidu.com/item/%E8%A7%82%E6%BE%9C%E4%BA%AD
http://baike.baidu.com/item/%E5%B0%9A%E5%BF%97%E5%A0%82
http://baike.baidu.com/item/%E6%9D%8E%E6%B8%85%E7%85%A7%E7%BA%AA%E5%BF%B5%E5%A0%82
http://baike.baidu.com/item/%E6%9D%8E%E8%8B%A6%E7%A6%85%E7%BA%AA%E5%BF%B5%E9%A6%86
http://baike.baidu.com/item/%E6%9D%8E%E8%8B%A6%E7%A6%85%E7%BA%AA%E5%BF%B5%E9%A6%86
http://baike.baidu.com/item/%E5%A4%A7%E6%98%8E%E6%B9%96/132623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A%AD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F%B0/84818
http://baike.baidu.com/item/%E6%A5%BC/1674


[青島啤酒博物館]，融合了古老的珍貴典藏和現代設計，作為百年青島啤酒企業文化的一個重要組

成部分，青島啤酒博物館集青啤的歷史發展歷程、深厚的文化底蘊、先進的工藝流程、品酒娛樂、

購物為一體，為國內首家啤酒博物館。 

 

 

 

 

 

【漢畫像磚博物館+拓片製作體驗】，展陳面積約為 5000 平方米，分為上下兩層。一樓內設六大展

廳，二樓設有“衣冠上國禮儀之邦”漢服展示牆、世界最長漢代陶器展示牆，還有多個功能區。 

一塊漢磚，就是一段歷史，將歷史拓印在紙上，是一種傳承。拓片製作被列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

產名錄，無疑是對歷史的尊重。我館在傳統的基礎上，創立了自己的拓印流派，體驗者可以從紙質

選擇、拓包挑選、按壓手法、製作方式及過程、拓片裝裱及保存、拓片鑒賞等多方面感受傳統文化

的獨特魅力。 

 

 

 

 

青島新城市廣場——【五四廣場】，位於廣場中心鮮紅的雕塑“五月的風”成為現已成為新世紀青

島的典型標誌。主體雕塑和海天自然環境有機地融為一體，形成園區蔚為壯麗的景色。 

【青島奧帆中心】景區位於青島市浮山灣畔，是 2008 年北京奧運會奧帆賽和第 29 屆殘奧會帆船比

賽舉辦場地，奧帆中心景區依山面海，景色宜人，是全國唯一“國家濱海旅遊休閒示範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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