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 年海外華裔青(少)年台灣觀摩夏令營活動行程表
2010 年 2 月 28 日更新

Date

08:30 – 12:00

13:00 – 17:00

19:00 – 22:00

7/1

始業式、歡迎餐會、

Thu

生活說明
Opening

接機/Airport Shuttle Service to Chientan

Ceremony,
Orientation &
Welcome party
劍潭海外青年活
動中心

註冊、報到/Registration & Check-in

Chientan Oversea
Youth Activity
Centre

7/2
Fri

參觀國立故宮博物院、忠烈祠
文化課程分站教學:
太極拳體驗、書法、童玩 DIY
(太極拳為中華武術博大精深之一種，現
今做為強身健體之運動、表演或比賽之
項目，為必學之中華武術之一；書法為
傳統藝術之首選，為中華民族書寫藝
術；書法縱向穿透兩個層面：使用、審
美；橫向跨越文字兩個層面：文字、繪
畫。灣古早童玩 DIY，台灣早期兒童生
長的年代仍然屬於農業化的時代，當時
兒童的玩具很多都是取材自大自然的材
料製作而成，以今日來看這些童玩頗有
濃厚的懷舊氣氛。)

士林夜市

Shilin night market

、士林官邸
(國立故宮博物院收藏中華歷代國寶

exploring

文物，其淵源可上溯自宋、元、明、 劍潭海外青年活
清四朝宮廷，收藏文物極為豐盛。

動中心

其中最有名的翠玉白菜、毛公鼎及

Chientan Oversea

肉形石更是鎮殿之寶，舉世聞名。

Youth Activity

忠烈祠主建築為仿北京故宮太和

Centre

殿，旨為供奉歷年犧牲之烈士牌
位，其中衛兵交接操槍儀式為觀光
客必看；士林官邸為 2010 年花卉博
覽會展場之一，原是先總統蔣中正
先生的官邸，花團錦簇、百花爭鳴，
為愛好花藝者必朝聖之地，現今士
林官邸已成為台北市民最美麗的休
憩花園。)

7/3
Sat

慈湖、慈湖紀念雕像公園
(慈湖為先總統蔣中正先生 喜愛之
地，優美的花園、神聖的陵寢及儀隊換
班儀式為觀光客喜愛；慈湖紀念雕像公
園有 119 座包括蔣介石、蔣經國的塑
像，不管是全身、半身等一應俱全，為
拍照的好地方)

南下行李整備
Pack up for a trip

分站體驗：
鶯歌老街、陶藝 DIY

to go south

(鶯歌老街為結合休閒及藝文為一身

劍潭海外青年活

的好去處，也是鶯歌陶藝聚集之

動中心

處；因此可藉由製作陶藝 DIY 中體

Chientan Oversea

驗陶藝之美)

Youth Activity
Centre

7/4

前往鹿港

鹿港天后宮

Sun

(搭乘捷運至台

(擁有兩百多年歷史的

北車站再轉搭

天后宮成為台灣民間

鹿港老街
(鹿港老街為現代與

參觀夢時代購物中心
前往高雄

(晚餐自理)
Visit Dream Mall

信仰必朝聖之地亦為

台灣高鐵至台

中站，欣賞高鐵 鹿港鎮中心，壯觀美
麗的交趾陶藝術已成

台中站建築之

傳統民俗藝品市集

澄清湖活動中心

聚集之地，當地的糕

Chengching Lake

餅產品極為美味)

Youth Activity

美，再搭遊覽車 為觀光景點)

Centre

前往鹿港)
7/5
Mon

小組聯誼 Group

美濃客家文化巡禮-

time

客家文物館、美濃客家民俗村
(高雄縣美濃鎮是傳統客家農庄，以保存
完整客家文化著稱全台，全鎮人口中
90%以上屬於客家籍，濃郁的客家風
情，是高雄縣境內極富族群特色的鄉
鎮，從衣飾、美食、屋宅、音樂，無一
不充滿客家人在遷徙過程中為適應環境
所創造出來的智慧。美濃客家文物館就
是以美濃故事為主題，營造一座具有創
造力與活力的文物館，使豐富的族群文
化資源重獲與現代生活共存的新生命。

高雄旗津、西子灣、英國領事館
(高雄旗津半島為高雄之發祥地，具
有得天獨厚的美麗港灣與現代城
市，搭乘巴士經由過港隧道前往旗

澄清湖活動中心
Chengching Lake
Youth Activity
Centre

津，再由渡輪站搭乘渡輪返回西子
灣，城市與港灣的浪漫風情盡收眼
底；再搭配西子灣美麗的夕陽與英
國領事館紅色古老建築相輝映，更
添加豐富與具深度的全新感觀)

及透過客家民俗村互動式體驗增進客家
文化的了解)
7/6

參觀鹿谷鄉農會茶業文化

Tue

館
(台灣茶葉品質精良、舉世聞
前往溪頭

名，茶業文化館不僅有茶藝
展示館、更有古代耕作農具
展示館能使遊客充分了解
茶葉製作過程及飲茶文化)

7/7
Wed

漫遊溪頭大學池、空中走廊、神木
(下午漫步於溪頭森林遊樂區，其三

小組聯誼 group
time
溪頭活動中心

面環山、草木茂盛、經年氣候涼爽， Chi Tou Youth
一年四季旅客絡繹不絕。其中以大

Activity Centre

學池、空中走廊、神木群為重要景
點，穿梭於林間欣賞森林之美，呼
吸新鮮空氣為溪頭之首選)

參觀九族文化村、日月潭纜車

才藝表演之夜

(九族文化村為偶像劇爭相拍攝之場景，水沙連宮前廣場

Talent show

為歐式花園建築風味，相當引人入勝；九族文化村位於台 日月潭活動中心
前往九族文化村
Bound for
Formosa
Aboriginal
Village

灣南投縣魚池鄉，是一座以台灣原住民九大族群為主題的 Sun Moon Lake
樂園，並結合台灣九大原住民族族群的各項文化特色展

Youth Activity

示，包括泰雅族、賽夏族、鄒族、布農族、卑南族、魯凱 Centre
族、達悟族、阿美族以及排灣族，爾後加入邵族。包括：
原住民部落建築、原住民歌舞表演、及文化體驗活動等；
參觀完畢後，再搭乘今年一月才剛落成，由奧地利商
Doppelmayr 所生產之日月潭纜車，由九族文化村觀月
樓直達日月潭活動中心，途中飽覽湖邊風光)
Formosa Aboriginal Village

7/8
Thu

日月潭攬勝

廣興紙寮、921 地震教育園區

(簡報、拉魯島、出入水口、玄光寺、伊 (中國造紙術之博大精深，從東漢時

逢甲夜市 Visit night
market

達紹、文武廟等；日月潭的美，從早晨

代沿革至今；廣興紙寮為延續此一

到黃昏，從春夏到秋冬，無論風和日麗

文化特設立並推廣紙藝，並藉由 DIY

或煙雨迷濛，都迴盪著綺麗的風姿，令

體驗活動更加了解其中奧妙。另

人百看不厭、讚嘆不絕！日月潭潭面清

外，921 地震造成的創傷，記憶猶

澈碧綠，群山環抱，山水輝映，風光旖

新。為紀念在這次災難中死傷的同

旎，更擁有獨特的人文資源，為台灣地

胞，並提醒政府與民眾反省、重視

區最負盛名且最具發展潛力之國家風景

地震災害的預防及救災措施，於是

區，在國內外皆享有盛名）

有 921 地震教育園區)

台中正豪大飯店

7/9

參觀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角板山公園、角板山賓館

Fri

(位於台灣台中市北區, 是國家十二項建

(角板山為兩蔣生前喜愛之處，並設

time

設文化建設項下，台灣科學博物館計畫

有角板山賓館供休憩之用；然而，

復興活動中心

中的第一座。該館的使命為說明「人與

蔣公及夫人分別於太子樓前親手種

Fuhsing Youth

自然的關係」
。台中市本館部份，由科學 植的榕樹，因多年後樹幹相互纏
中心、太空劇場、生命科學廳、中國科

小組聯誼 group

Activity Centre

繞，取名為「夫妻樹」
。)

學廳、地球環境廳與植物園所共同組成)
7/10
Sat

淡水老街風光(晚餐自理)
探索教育訓練

（淡水老街有紀念對淡水影響很深

(由教育改革者發展出種種探索新式教

馬偕博士的馬偕石像公園，沿路更

育的聲音。藉由體驗式學習讓學員除自

有清水祖師廟、福佑宮、滬尾偕醫

我體會學習內容外，並可調控自己學習

館、淡水禮拜堂等古蹟。除了尋幽

的步伐，為目前之課程)

訪勝，老街內的特色商店是逛街及

泡溫泉 hot spring
金山活動中心
Chinshan Youth
Activity Centre

享受美食的好地方）
7/11
Sun

光武坑道、獅頭山公園
(獅子頭山對面約 300 公尺海中，有兩座
巨石巍峙，高約百餘尺，挺拔秀麗，遠
望儼然，燭台一雙，故名燭台雙嶼，淡
水廳志列為淡北外八景之一，馳名全
省。位於金山鄉威靈宮後方的水尾光武
坑道，幽暗深具探險趣味，全長三百六
十一點五公尺的光武坑道，深入獅頭山
下層，地勢險要，坑道內溫度涼爽，為
日據時代開鑿，當時因為戰備所需，主
要是用來堆放彈藥武器，主坑道內還有
些分支口及機槍口，早年軍方利用坑道
放置軍糧、機槍和彈藥，光復後被列為
軍事管制區，開放後的坑道，成為金山
鄉豐漁村重要的觀光景點。)

7/12
Mon

九份情懷

參觀金山風景區-朱銘美術館、

電影賞析 Film

金山老街

Appreciation

(朱銘美術館位於台北縣金山鄉北海

金山活動中心

岸山間。朱銘的創作最有名的是人

Chinshan Youth

間及太極系列(太極拱門等世界著名

Activity Centre

藝術品)，有木雕、銅塑及鋼塑；除
了木雕展示在室內本館，其他則依
地形地貌不同分佈於 13 個區：天鵝
池、藝術長廊、戲水區、藝術表演
區、朱銘工作室及朱雋館等。金山
老街為目前臺灣知名老街之一，歷
經地震及日軍焚毀的命運，現為農
友販賣農特產品(芋頭、箭竹筍、甘
藷、山菜、山藥) 之聚散地，古老建
築及金山鴨肉，名聲遠播，假日人
聲鼎沸。)
參觀艋舺龍山寺、剝皮寮、台北 101

(－個早被人們遺忘的山城，在過去採礦 (艋舺龍山寺及剝皮寮為近期電影艋

小組聯誼 Group
Time

時期風光一時，曾經是那麼樣的繁華而

舺主要拍攝場景，歷史悠久的寺廟

劍潭海外青年活

因為停止採礦變得蕭條，在這個充滿很

與老街相呼應，隱約呈現台北萬華

動中心

多故事的小鎮也記載著時代變遷，但走

當初繁華盛景；然而，台北 101 為

Chientan Oversea

進九份就會有一種懷舊的感覺。街道都

亞洲第一高樓，搭乘全球最快速電

Youth Activity

是窄窄小小的，基山街是最熱鬧的一條

梯到觀景台，從 101 觀景台眺望台

Centre

街，很多風味小吃，芋圓冰、肉圓、阿

北城市風景為觀光首選)

婆魚丸、草仔粿....等，每一家可都是歷
史悠久的喔)
7/13
Tue

惜別餐會

參觀慈濟人文志業中心
(慈濟為一民間團體，由一群有相同願景

傳統技藝表演欣賞

的鄉井市民默默於全球各地付出，不管

(國立台灣戲曲學院組成傳統技藝

遇到天災人禍，都會有一身穿藍白衣服

表演團演出技藝高超的雜耍表演及

的慈濟救援團體存在，參觀其中心旨在

傳統舞蹈表演，相當值得欣賞)

了解該民間團體運作及願景)
7/14

劍潭海外青年活
動中心

Chientan Oversea
Youth Activity
Centre

送機/ Airport shuttle service

Wed
備註

Farewell party

此行程僅供參考，若更改內容將另行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