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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立淡水商工 108 年度韓國教育旅行實施計畫 

一、 計畫目標： 
（一）配合國際教育政策，提昇學生國際競爭力，結合學校與社會資源，發展具國際觀 

的學校特色。 

（二）結合本校願景「追求自我實現的世界公民」，推廣國際教育活動，鼓勵學生實際參

與國際交流活動，拓展兩國師生國際視野和人文素養，營造學校成為具國際化的

教學環境。 

 (三) 配合本校「國際素養」之學生圖像，推動赴韓教育學習體驗活動，培養人文素養

及藝術涵養，豐富學生心靈，尊重多元化化，成為具有責任感之世界公民。 

二、實施對象：本校學生計 34 人。 

三、參訪交流時間：108 年 03 月 11 日（星期一）至 108 年 03 月 16 日（星期

六），計六天五夜。 

四、參訪國家：韓國 

五、組織與分工： 

工作人員職稱 單位 姓名 工作內容及職掌 

團  長 
新北市立 

淡水商工 
于賢華 學生國際交流相關活動總督導 

執行秘書 
新北市立 

淡水商工 
曾才榮 學生教育旅行相關活動規劃與監督 

策劃與執行 
新北市立 

淡水商工 
邱志鴻 

學生海外活動規劃、聯繫、提出申

請計畫、宣導與執行 

1. 洽訂計畫細節，成為對口單位 

2. 辦理學生報名事宜 

3. 學生生活適應等行前家長說明會 

4. 學生學習手冊編輯 

5. 接待家庭或住宿之分配 

6. 製發予海外學校之謝函 

7. 辦理學生心得分享及成果發表會 

8. 結案及函送成果報告 

9. 與海外學校維持連繫 

10. 學生行前語言及文化課程安排 

11. 向教育部提出申請計畫 

12. 洽訂計畫細節，成為對口單位 

13. 辦理學生報名事宜 

14. 學生生活適應等行前家長說明

會 

15. 學生學習手冊編輯 

16. 接待家庭或住宿之分配 

17. 製發予海外學校之謝函 

18. 辦理學生心得分享及成果發表

會 

19. 結案及函送成果報告 

20. 與海外學校維持連繫 

協助執行 
新北市立 

淡水商工 
邱志鴻 辦理學生報名、繳費及成果彙編 

六、實施內容： 

(一) 與釜山、首爾地區高校交流。 

(二) 實施地點：韓國釜山、全羅北道、首爾。 

(三) 參訪具特色之景觀或歷史文物、首爾都市探索、北緯 38 度線及韓國文化體驗。 

(四) 與韓國高校簽訂合作備忘錄或是姊妹校，盡可能辦理寄宿家庭體驗(韓國首爾) 。 

七、實施方式： 

(一) 規劃與聯繫韓國交流學校，確定參訪日期與內容。 

(二) 提出教育旅行實際內容請相關廠商估價。 

(三) 實施教育旅行計畫宣導課程。 

(四) 接受報名、分期儲蓄、招標並與廠商接洽等內容。 

(五) 接洽詳細體驗內容與製作學習單。 

(六) 確定團員名單與召開行前教育說明會。 

(七) 執行教育旅行活動與檢討會暨成果彙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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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行程： 

日  期 預    定    行    程 體驗學習重點 

第一天 108年 03月 11日 
11:00前到達釜山國際機場、釜山文

化體驗、汗蒸幕 
出國、搭機、入住飯店

基本禮儀及注意事項 

第二天 108年 03月 12日 

09:00到達釜山地區高校交流活動、

社團或其他體育活動 
學校交流、課程體

驗、社團體驗 

 

第三天 108年 03月 13日 
全羅北道(全州)、北村韓屋村(韓服體驗) 

文化體驗、藝術欣賞 

 

第四天 108年 03月 14日 
首爾地區高校交流活動、愛寶樂園 

學校交流、課程體驗、

社團體驗 

 

第五天 108年 03月 15日 
首爾都市探索：景福宮、青瓦台、首爾

塔、東大門 DDP設計廣場、梨花女子大

學、K-style文化體驗等。 

都市探索、古蹟參訪、

學術體驗 

 

第六天 108年 03月 16日 
普羅旺斯村、EYRI藝術村、松月洞童

話村 環境教育、美化教育 

九、計畫期程與進度： 

日期 工作項目內容 備註 

107.10.1－107.10.31 1.規劃與聯繫韓國交流學校 

2.國際教育經費申請 

 

107.11.1－107.11.30 1.教育旅行計畫宣導課程 

2.接受報名及繳費 

3.廠商估價 

 

107.12.1－107.1.17 招標並與廠商接洽等內容  

108.1.22 －108.2.28 1.接洽體驗內容與製作學習單 

2.確定團員名單 

3.召開行前教育說明會 

 

108.3.1 －108.3.31 1.實施赴韓教育旅行 

2.檢討會暨成果彙編 

 

108.4.1－108.4.16 1.經費核銷完成 

2.成果彙編完成 

 

 

 
 
十、經費需求： 

（一）隨隊輔導工作人員 3 人，所需經費新臺幣 9 萬元。（補助經費）。 

（二）學生 34 人，每人新臺幣 3 萬元，所需團費新臺幣 102 萬元。（學生自籌）。 

（三）弱勢學生 0 人，所需經費 0 元。（依經費審查原則申請補助 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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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行政經費新臺幣 2 萬元。（學校自籌）。 

十一、預期效益： 

(一) 結合本校願景「追求自我實現的世界公民」，推廣國際教育活動，帶動本校與

交流學校學生教育交流，增進臺韓兩國學校友好關係。拓展兩國師生國際視野

和人文素養，營造學校成為具國際化的教學環境。 

(二) 配合本校「國際素養」之學生圖像，推動赴韓教育學習體驗活動，從交流中提

升學生外語能力；在文化體驗中，尊重多元文化；參訪韓國著名景點及和平北

緯 38 度線，瞭解全球議題。 

(三) 透過多元活動設計及交流，行銷臺灣文化特色，推廣推廣我國人文習俗、生態

景觀、飲食文化等特色。從觀察體驗學習中，發展兩國學生互動能力，培養人

文素養及藝術涵養，進而培養國際素養及全球競合力，成為具有責任感之世界

公民。 

十二、本計畫奉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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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立淡水商工 108年度韓國教育旅行學生報名表 

姓名  性別  出生日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血型   

 

大頭照 

黏貼處 

(2吋半身白底) 

護照英文姓名 

(無護照免填) 

 

 
班級  

護照號碼  學號  

通訊電話 
住家： 

手機(本人)： 

素食 □ 

葷食 □ 

 

 

電子郵件  

通訊住址  

緊急聯絡人                  （關係       ） 

緊急聯絡

電話及手

機 

 

特殊疾病 
有： 

無：□ 

是否願意

參加表演 

□ 是 

□ 否 

專長、興趣 
 

 

聯絡電話：（02）26203930#278衛生組邱志鴻組長 

傳真電話：（02）26260941 

說明： 
1.本次活動暫定團費 30,000元整，共分 2期繳交：107/12/14以前—繳交報名表及繳費 10,000

元；第二期—繳費時間為 108/02/22以前，以繳費單繳 20,000元。亦可以一次繳齊(報名

時向衛生組說明即可)。 

2.團費不包含辦理護照費用，無護照者，另繳交費用辦理，招標之後不辦理退費。 

3.活動地點以韓國釜山、首爾及具特色景觀或歷史文物參訪為主。 

4.參加人員皆需繳交家長同意書(於報名時一併繳交)。 

5.本表報名時送回本校學務處衛生組，另外請上網填資料作確認。 

 

 

家長同意書 
◎學生姓名：       ◎學校：新北市立淡水商工 

本人同意敝子弟            參加新北市立淡水商工於 108年 03月 11日至 108

年 03 月 16 日所舉辦之「108 年度韓國教育旅行」，活動期間學員一律參與保險

並接受輔導、遵守紀律。願意負責叮嚀敝子弟遵守活動期間團隊之規範並依正

常離隊時間準時返家，如因不遵守規定或不接受輔導而發生意外事件，將自行

負責。 

家長簽名蓋章：                     印 

 107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