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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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明輝

電話：(02)28610511#12211

傳真：(02)28613053

受文者：國立嘉義大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5月16日

發文字號：校學字第1060001815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1060001815_Attach1.pdf)

主旨：檢送本校受邀辦理「2017年暑期大專青年北京文教交流參

訪團」之活動簡章，惠請協助公告週知並鼓勵同學參與，

請查照。

說明：

一、為增進大專青年與對中國大陸之文教現況之瞭解，強化國

際視野與人文素養，特舉辦本活動。

二、活動出團時間及收費：2017年6月26日(一)至7月2日(日)

，共計7天6夜，行程如附件檔案。團費新臺幣1萬8,500元

含往返團體機票，活動期間食宿、交通、保險及其他公共

支出，不含個人小費及證照(護照、台胞證)費用。

三、報名時間：即日起至2017年6月2日(五)截止。於2017年5

月25日(四)前完成網路報名且繳交費用者，享有早鳥優惠

減免1,000元。

四、活動對象：限35歲以下在學大學生及研究生(限臺灣學生)

，名額37名。

五、報名方式：即日起至本校課外組網頁「2017年暑期大專青

年北京文教交流參訪團」網路報名，網址為https://g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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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Wi2EwR，填妥列印一份，浮貼上2吋照片一張，交至課

外活動組林明輝老師處，額滿為止。

六、活動承辦人及聯絡方式：本校課外活動組林明輝老師，辦

公室電話：(02)2861-0511分機12211，E-mail：lmh13@ul

ive.pccu.edu.tw。

七、本活動由安麒旅行社負責團費、證照及票務等事務，旅行

社聯絡電話為(02)2100-2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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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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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崇右技術學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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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海洋技術學院、德霖技術學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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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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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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鳳數

位內容學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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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組 2017-05-16
11:0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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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大學「2017 年暑期大專青年北京文教交流參訪團」 
活動簡章 

 
一、活動目的：為加強推動大專青年對中國大陸之文教現況之瞭解，本校與海峽兩

岸青年交流協會，聯合舉辦本活動。 

二、活動主題： 
 （一）擴展視野：提供大專青年異地學習與交流機會，分享彼此生活經驗與學習。 
 （二）國企體驗：參訪北京國家企業之運作基地，學習企業運作之經驗。 
 （三）文化體驗：世界遺產名勝古蹟參訪，對中國傳統事物有深度接觸與了解。 
 （四）美食饗宴：漫步北京街頭、親嘗北京道地風味美食。 

三、邀請單位：中國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及海峽兩岸青年交流協會。 

四、辦理單位：中國文化大學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組及海峽兩岸青年交流協會。 

五、活動時間：2017 年 6 月 26 日(一)至 7 月 2 日(日)，共計 7 天 6 夜。 

六、團隊票務及收費：由「安麒旅行社」負責辦理，旅行社連絡電話(02)2100-2919。 
 （一）團費費用：新臺幣 18,500 元，內含：往返團體機票，參訪團活動期間之食、

宿及交通費用(含機票、專車等)，保險費(飛安險、200萬旅行平安險及3萬醫

療險等費用)，及其他團體公共支出之分攤費用(紀念品、交換禮物等)。 
 （二）團費內不含：個人費用(如小費、計程車等)及證照（護照、台胞證）等費用。 
 （三）報名日期：於106年6月2日(五)截止報名。 

1. 早鳥優待：106年5月25日(四)前完成報名且至大恩館2樓課外活動組繳交

全額團費僅收17,500元。 
2. 如為非本校學生也可報名參加，但必須於線上填報報名資料後，將團費以

「郵局現金袋」(法定紙幣報值信函)方式寄送到(111)台北市士林區華岡路

55號課外活動組林明輝先生收。因團費總金額超過郵局現金袋上限1萬
元，請分2袋寄送(早鳥優惠以期限內之郵戳為憑)。 

七、活動對象： 
   (一) 限35歲以下在學的台灣大學生及研究生均可報名參加，外籍生、陸生及港澳

生因主辦單位無法接待，恕無法參加；本校學生及曾擔任社團班級幹部者

優先錄取。 
(二) 名額37名，額滿為止。主辦及承辦單位保留錄取團員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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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行程概要： 

日期 活動內容 

第一天(6月26日) 

 早班機前往北京，參考航班： 
台北香港 CX407 TPE/HKG 08：00/09：50  

    香港北京 CX332 HKG/PEK 12：00/15：25 
 北京是一座有 3000多年的建城史、850多年的建都史的

歷史文化名城。北京經濟發展順利，是全國的政治、文化

中心，同時也是中國最大的陸空交通中樞。 

 體驗老北京景點：【恭王府、車遊鐘鼓樓、什剎海、菸袋

斜街】 

 【恭王府】位於中國北京市西城區前海西街，是清朝後

期恭親王奕訢的府邸及花園，現在是重點文物保護單

位。恭王府花園在 20世紀 90年代作為旅遊景點對外開

放，而恭王府主體建築也在 2008年北京奧運會舉辦時

修繕完畢，並向公眾開放。 

 【鐘鼓樓】是東亞傳統古代的一種系列建築，由鐘樓和

鼓樓構成，其作用為報時，早晨鳴鐘，晚上擊鼓，因此

有晨鐘暮鼓之稱。 

 【什剎海】是北京北部的三個湖，分別是前海、後海、

西海，舊時俗稱河沿。什剎海因周圍有十座寺廟而得

名，包括廣化寺、什剎海火神廟、護國寺、保安寺、真

武廟、白馬關帝廟、佑聖寺、萬寧寺、石湖寺、萬嚴寺。 

 【菸袋斜街】是位於中國北京市西城區東北部的一條

街。東西斜形走向，入東口後向西，到與大石碑胡同交

叉處向西南折，然後再向西北折，最終與小石碑胡同相

交，連接西側的鴉兒胡同。該街全長 232米，寬 5至 6

米。 

 午餐：機上簡餐，晚餐：花家怡園。 

第二天(6月27日) 

 景點：【天安門廣場、外觀國家大劇院、故宮-紫禁城+
珍寶館+鐘錶館、東華門夜市】 
 【天安門廣場】是當今世界上最大的廣場。這裏也是中

華人民共和國舉行重大節日慶典的主要場所。您可看到

天安門城樓、人民英雄紀念碑。 

 【外觀國家大劇院】現在全世界有哪一個城市像北京一

樣，聚集了世界上排名前十大的建築師，設計出這顆大

鴨蛋的建築大師安德魯（Paul Andreu and ADP），同

時也是屋頂坍塌的巴黎戴高樂機場的設計師，所以可以

想見這棟建築物的所引發的爭議不會亞於其他的建物。 

 【故宮博物院-紫禁城】是現今世界上保存最好、規模

最大的，由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所構成。規模宏大

的故宮，建有大小 60多座的殿閣，廳房數俗稱 9,9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C%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C%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5%BF%E5%9F%8E%E5%8C%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8%85%E6%9C%9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1%AD%E4%BA%B2%E7%8E%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1%AD%E4%BA%B2%E7%8E%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A8%E5%9B%BD%E9%87%8D%E7%82%B9%E6%96%87%E7%89%A9%E4%BF%9D%E6%8A%A4%E5%8D%95%E4%BD%8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A8%E5%9B%BD%E9%87%8D%E7%82%B9%E6%96%87%E7%89%A9%E4%BF%9D%E6%8A%A4%E5%8D%95%E4%BD%8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2008%E5%B9%B4%E5%8C%97%E4%BA%AC%E5%A5%A5%E8%BF%90%E4%BC%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D%B1%E4%BA%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0%98%E6%A8%93_(%E6%9D%B1%E4%BA%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C%93%E6%A5%B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9%BF%E5%8C%96%E5%AF%BA_(%E5%8C%97%E4%BA%A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B%80%E5%88%B9%E6%B5%B7%E7%81%AB%E7%A5%9E%E5%BA%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D%B7%E5%9C%8B%E5%AF%BA_(%E5%8C%97%E4%BA%A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F%9D%E5%AE%89%E5%AF%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C%9F%E6%AD%A6%E5%BA%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C%9F%E6%AD%A6%E5%BA%99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99%BD%E9%A9%AC%E5%85%B3%E5%B8%9D%E5%BA%99&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D%91%E5%9C%A3%E5%AF%BA&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8%87%E5%AE%81%E5%AF%BA&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9F%B3%E6%B9%96%E5%AF%BA&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8%87%E4%B8%A5%E5%AF%BA&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C%97%E4%BA%AC%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C%97%E4%BA%AC%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7%9F%B3%E7%A2%91%E8%83%A1%E5%90%8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0%8F%E7%9F%B3%E7%A2%91%E8%83%A1%E5%90%8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8%A6%E5%84%BF%E8%83%A1%E5%90%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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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收藏品達百萬件。 

 【紫禁城-珍寶館、鐘錶館】裏收藏著大量的珍貴文

物，珍藏著占全國文物藏品六分之一的傳世瑰寶：賞玩

珍品、帝后飾品、日用器具、禮制文物、陳設器物和佛

教文物。所有的展品都是四面玻璃，我們可從四面觀看

仔細珍寶的全貌，這些奇珍異寶讓您大開眼界。 

 【東華門夜市】這裡是地道的京城小吃一條街，像是個

民族的熔爐，漢、滿、蒙、回、藏、苗、瑤等齊聚一條

街上，東起王府井大街，西至東華門東口，有 500米長。 

 早餐：酒店享用，午餐：中式風味餐，晚餐：東來順涮

羊肉。 

第三天(6月28日) 
 【全日參訪】校園巡禮，參觀中央電視台 
 早餐：酒店享用，午餐：中式合菜，晚餐：北京當地安

排宴會。 

第四天(6月29日) 
 【全日參訪】北京當地安排參訪青年學子座談，國際電

視台參觀 
 早餐：酒店享用，午餐：中式合菜，晚餐：交流宴會。 

第五天(6月30日) 

 景點：【頤和園、秀水街、奧運主場館-鳥巢外觀、水立

方外觀】 
 【頤和園】是當時「垂簾聽政」的慈禧太后長期居住私

離宮，兼有宮和苑的雙重性質。始建於西元 1750年，

1860年在戰火中嚴重損毀，1886年在原址上重新進行

了修繕。這座古典園林素以規模宏偉、嬌麗多姿而享有

盛名。園內有亭、台、樓、閣、宮殿、寺觀、佛塔、水

榭、游廊、長堤、石橋、石舫等 100 多處富有民族特

色的古典建築，苑林區主要由萬壽山和昆明湖組成。

1998年 11月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秀水街】在北京聞名遐邇的百貨重鎮，各式各樣的商

品琳瑯滿目，但要提醒同學除了仔細挑選及殺價外，更

要注意品牌，購買之後仔細包裝，存放於行李箱內，回

台灣之後再使用或餽贈親友。 

 【外觀鳥巢】也叫國家體育場為第 29屆奧運會的主會

場，位於北京奧林匹克公園內，建築面積 25.8 萬平

米。座席數為 91000,賽時功能為田徑、足球,賽後功能

為用於國際國內體育比賽和文化、娛樂活動。 

 【外觀水立方】為國家游泳中心，創意來自細胞組織單

元的基本排列形式以及水泡、肥皂泡的天然構造。這種

在自然界常見的形態從來沒有在建築結構中出現過，作

為世界上第一個敢於實現這一結構體系的建築。 

 早餐：酒店享用，午餐：簡餐，晚餐：全聚德烤鴨方庄

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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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天(7月1日) 

 景點：【居庸關、王府井大街、798 藝術區、可自費坐三

輪車遊胡同】 
 【居庸關】登舉世聞名的萬里長城，現存最連貫最完整

的是明代所修築的長城，東起今遼寧省鴨綠江畔，西抵

甘肅省嘉峪關，跨越遼寧、河北、北京、內蒙古、山西、

陝西、寧夏、甘肅等八個省、市、自治區，綿延一萬二

千里，至今大部分保存完好。體驗不到長城非好漢的雄

偉氣勢。 

 【王府井大街】喜愛逛街、Shopping的您有福囉！王

府井大街集購物、休閒、文化、娛樂、旅遊、餐飲、商

務、住宿於一身，是北京最熱鬧的商業飲食購物大街。

位於天安門以東是一條南北走向的長街道，全長 1,800

多公尺，王府井的歷史可以追溯到 13世紀，元代中央

三大衙署中的樞密院和禦史台分佈在這條大街上，到了

明代這裡建了 10個王府和 3個公主府，故稱王府大街，

清光緒 31年(1905年)重新命名，因街上有一口甘純甜

美的水井，因此定名為王府井大街。 

 【798藝術區】已被北京市政府列為首批 10個文化創

意產業集聚區之一，評為全球最有文化標誌性的藝術中

心之一，入選的原因都是 798藝術區獨特的藝術氣質和

創新概念。 

 【三輪車遊胡同】，胡同是最具北京特色的民居之一，

最早起源于元朝，“胡同”一詞在蒙古語中是“小街

巷”的意思。北京的大小胡同星羅棋布，數目達到 7000

餘條。 

 早餐：酒店享用，午餐：中式合菜，晚餐：北平楼老北

京炸醬麵。 

第七天(7月2日) 

 景點：【天壇、前門大街】 
 【天壇】是為明、清歷代皇帝祈求五穀豐收的地方，也

是中國現存最大的一處壇廟建築，以祈年殿、皇寫宇、

圜丘三大殿為主。祈年殿是由三層傘狀的圓形屋頂所構

成的建築物，藍色的琉璃瓦更是引人注目。 

 【前門大街】是北京市東城區的一條大街，位於北京中

軸線上。前門大街是北京市的傳統商業街，毗鄰天安門

廣場。前門大街及其兩側的大柵欄街道、前門街道轄區

內有許多中華老字號，如同仁堂、全聚德、張一元等。 

 搭機返台： 
北京香港 CX391 PEK/HKG 13：30/17：20 
香港台北 CX402 HKG/TPE 18：35/20：30 

 早餐：酒店享用，午餐：怡和杭州風味，晚餐：機上餐

食。 

(上述預定行程，若因天候或不可抗力因素，得由主辦單位依實際情況調整安排之)。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C%97%E4%BA%AC%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C%97%E4%BA%AC%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C%97%E4%BA%AC%E4%B8%AD%E8%BD%B4%E7%BA%B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C%97%E4%BA%AC%E4%B8%AD%E8%BD%B4%E7%BA%B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9%E5%AE%89%E9%97%A8%E5%B9%BF%E5%9C%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9%E5%AE%89%E9%97%A8%E5%B9%BF%E5%9C%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6%A0%85%E6%A0%8F%E8%A1%97%E9%81%9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9%8D%E9%97%A8%E8%A1%97%E9%81%9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8D%8E%E8%80%81%E5%AD%97%E5%8F%B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0%8C%E4%BB%81%E5%A0%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A8%E8%81%9A%E5%BE%B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C%B5%E4%B8%80%E5%8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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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其他事項： 
(一)本營隊為團體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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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以維護校譽。若活動中有不服領導致產生校譽受

損之情事，返校後將依校規處理，友校學生則報請該校議處。 
(二)本營隊以團進團出為原則，如因個人因素需於大陸或香港離團，需經團長領

隊老師同意並簽署自行離團同意書，離團增加之個人交通費用自行負擔。 
(三)各費用及證照請按規定時程辦理及繳交，逾時辦理致無法成行者自行負責。 
(四)報名後若無法參加，須扣除機票手續費後退還餘款。其他未盡事宜，將適時

公告補充之。 

報名時程及注意事項 
 ＊即日起至中國文化大學課外組網頁「2017 年暑期大專青年北京文教交流參訪團」

網路報名，網址為 https://goo.gl/Wi2EwR，填妥列印一份，浮貼上 2 吋照片一張，

交至大恩館 2 樓課外活動組林明輝老師處，並繳交所有費用，額滿為止。 

＊連絡電話：(02)2861-0511分機12211， E-mail：lmh13@ulive.pccu.edu.tw  

日程 辦理事項 繳交資料 

即日起至6月2日 網路登記報名 繳交團費、填寫報名表及2吋相片1張 

請自行辦妥護照 新辦或換新護照 
護照—攜帶護照費1400 元，身分證正本、

2 吋白底彩色照片2張、未滿20歲者需監護

人身份證影本及聯絡電話 

6月2日前 
新辦台胞卡者 費用1700元，需繳身分證及護照影本、2

吋彩色照片1張 

持有效期限台胞證者 免加簽。 

6月2日(五) 
中午12:10至13：30 

行前說明會 地點：校本部大恩館104教室 

繳交證件 尚未繳交者，當場補繳證件 

繳交役男出國備查單 

役男出國須申請備查，請至內政部入出國

及移民署申請，網 址：

https://nas.immigration.gov.tw/。若無法網路

辦理，請至戶籍所在地戶政事務所辦理！ 

☆本次活動有關團費、證照及票務等事務，由海峽兩岸青年交流協會協力廠商「安

麒旅行」負責辦理，旅行社連絡電話(02)2100-2919。 

https://goo.gl/Wi2Ew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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