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年大專青年中華文化創意研習營 

北京團（2017/1/13-1/21  計 9天） 

研習費新台幣 19000 元 (現金價,證件自理) 

2 人同行報名現金價 18500 元 
 

●國泰航空 1月 13日桃園-香港 CX463-06:00-07:50/香港-北京 CX390-09:00-12:15 

  國泰航空 1月 21日北京-香港 CX331-16:30-20:15/香港-桃園 CX408-22:55-00:30 
 

●費用：因逢寒假期間，如航空公司調整票價，本會將公告調整費用！ 

  本費用包含台灣-大陸的國際機票（團體票）、在大陸食宿交通、500 萬旅遊責任平安

險、20 萬旅遊責任醫療保險。費用：不含證件費、個人消費等。 

※如有自由行程，團員需自付餐費與交通費（計程車費與地鐵費用） 

●由主辦單位「海峽兩岸關係協會」指派接待學校，負責接待事務，以住宿招待所或酒店為原

則（二人一間，男女分宿） 
 

● 報名事項 

1、本活動若該團人數不足，本會有取消該團之權利，除此之外， 退費問題：如遇不可抗拒因

素，臨時無法參加。機票訂金已支付，若在機票開票前取消 ---若找到補位學生,則扣除 

1000 元作業費，餘款退回 ---若找不到補立學生,則扣除 4000 元訂金,餘款退回 若機票已

開票(表示費用已繳航空公司，則全數無法退回囉！)  

對本次活動各項內容作必要之修改，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補充或修正，並對活動內容、行

程及名額錄取保有修改、解釋、決定之權利。 
 

2、錄取標準：全台灣各大專青年學生(含高三,碩,博士生但限學生(30 歲以下) 

             非學生、在職生、香港,澳門,大陸籍學生及僑生請不要報名！ 
 

3、採信箱報名：kaey2012@gmail.com  ；且日後活動皆以電子郵件、電話簡訊通知，請務必填

寫正確電子信箱地址、聯絡行動電話。 
 

● 注意事項：男性未服兵役者，於辦理護照後請至戶籍所在地鄉鎮市公所兵役課辦理出國手續

或自行上網申請網址為 https://nas.immigration.gov.tw/ 
 

● 報名繳費: 銀行戶名 台灣多元教育發展協會   

                      銀行帳號 合作金庫銀行-昌平分行 2033-717-127075   

●匯款後,將匯款收據連同報名表，回寄 kaey2012@gmail.com   洽楊助理,完成報名手續 。  

 ●北京團以 40人為一團，將依線上報名系統繳交報名表後，以繳費先後次序為錄取標準，報名

截止日期為 2016年 12月 20日（星期二），名額有限，為免向隅，報名請早。本會保有名

額篩選權利。 

相關報名資訊請洽 

台灣多元教育發展協會: http://www.espeed.org.tw/menuvf.php?f=1  

官網公告事項&粉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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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寒假臺灣青年學生中華文化研習營標準行程(初步暫定) 
 

日  期 時  間                行  程 

Day 1 

1月 13日 

星期五 

抵達北京首都機場-北京 CX390--12:15 

13:30 午餐:  

15:00  秀水市場 

入住北京中華文化學院 

Day 2 

1月 14日 

星期六 

07：30  校內早餐 

08: 10  教學樓大廳集合，集體合影 

08：30  開營儀式 

09：30  海協會講座  

12：00  校內午餐 

14：00  發車參觀北京大學 

17: 00  參觀鳥巢水立方外景（不進場館） 

18：00  老北京小吃 

Day 3 

1月 15日 

星期日 

07：30  校內早餐 

09: 00 《十年一劍飛天夢圓》太空人精神講座 

12：00  校內午餐                         

13：00  發車參觀規劃館                 

17：00  晚餐：便宜坊品嘗北京烤鴨 

19：00  遊覽王府井步行街、東華門夜市 

Day 4  

1月 16日 

星期一 

07：30  校內早餐 

08：30  遊覽頤和園 

12：00  烤肉季 

14：00  發車參觀國博 

18: 00  校內晚餐   

Day 5 

1月 17日 

星期二 

07：30  校內早餐 

09：00  講座：《京劇漫談》，穿插現場表演 

12：00  校內午餐 

13：00  發車參觀八達嶺長城、冰燈 

18：00  晚餐觀看龍慶峽冰燈後返校 

  



  

Day 6 

1月 18日 

星期三 

07: 30  校內早餐 

08：00  發車前往漁陽滑雪場 

10：00  滑雪 

12：00  滑雪場內午餐 

13：30  滑雪 

18：00  校內晚餐 

Day7 

1月 19日 

星期四 

07：30  校內早餐 

09：00  講座：就業創業相關 

12：00  校內午餐 

13：30  發車遊覽故宮 

18：00  校內晚餐     

Day8 

1月 20日 

星期五 

07：30  校內早餐 

08：00  發車參觀西單圖書大廈 

12：00  自行午餐 

13：00  雅秀市場或新秀水市場購物 

16：00  集合，準時發車返校 

18：00  閉營儀式，歡送晚宴 

Day 9 

1月 21日 

星期六 

07:20  早餐 

12:00  午餐:校內 

14:00  發車前往北京首都機場-搭機返回溫暖台灣的家 

16:30  搭乘國泰航空 CX408-00:30 抵達桃園機場 

 

     備註：1、活動行程表，為初步安排，確定行程皆以大陸主辦單位為準，有可能為配合當 

                        地氣候或人數或臨時狀況作小部份調整，請大家務必體諒。 

                 2、參觀遊覽項目及研習內容。時間先後順序以當地接待單位安排為準。 

3、滑雪專案項目需自費為每人 240 元人民幣，實際費用以當天公告為主。 

4、請同學務必攜帶學生證正本(各項參觀核對身份)。 

 

 

 

 

 

 



 
2017 年寒假大專青年中華文化創意研習營報名表 

姓名  身份證字號  

護照英文字 

(請正楷填寫) 
 

出生年月日 

(請填寫西元) 
 

護照號碼  台胞證號碼  

具備證件 
□已有護照             □已有台胞證                       □皆新辦 

(護照有效期未滿 6 個月者,請辦理新護照/台胞證未過期者免辦理加簽) 

在校曾參加 

那些社團活動  

 相片請貼於  
編在同組人員 

或同房人員 
 

就讀學校 

(科系及年級) 
 

□葷   □全素  □蛋奶素 

台中搭車  □是      □否 

聯絡電話 宅（ ）                傳真（ ）              手機 

通訊住址 
□□□□□（請務必填寫郵遞區號） 

 

E-mail  

務 

 

必 

 

填 

 

寫 

 

監 護 人 

通訊住址 

姓名 宅（ ）            

關係 緊急聯絡手機 

你的訊息來源： □親友介紹   □老師介紹  □學校   □社團    請註明: 

繳費方式： □匯款   □ATM  □現金袋     請註明: 

曾否曾經參加過其他單位辦理大陸遊學團: □是,請填寫 

請填寫參加單位及大陸遊學團地點: 

 

□否 

□本人詳閱簡章及特別注意事項之文字說明規定,瞭解及同意所載敘述內容,且願
意參加報名遵守其規定。                    
                                                         簽名: 
※注意事項：  

1.若需編排同組或同房，請在報名表上標註清楚，以免錯失無法編排。 

2.全素者：因大陸無全素飲食觀念，建議全素者自備隨身素食品或可改以鍋邊素為適當。 

3.此報名表可以影印供參加報名者填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