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lily773410@cc.ncue.edu.t

報名 

新台幣9,000 元 

費用包含： 

1. 華語課程 

2. 校外教學 

3. 校外教學中的 DIY

課程 

4. 住宿 

5. 三餐(早中晚餐) 

6. 平安旅遊保險 

7. 課程教材 

不包含： 

機票、簽證、 

機場接機 

(650 新台幣/人/趟，另付) 

文化舊城學華語 

趣遊彰化山海城 
上課地點：彰化師範大學語文中心（彰化市學士街 108號） 

報名資格：年齡 18歲以上，歡迎對學習華語有興趣且熱愛品嘗台灣小吃

及彰化在地文化的外籍人士 

指導單位：    臺灣教育部 

 

主辦單位：     彰化師範大學語文中心 

費用 

1. 填寫報名表、同意

書，以及護照影本

以電子郵件方式給

lily773410@cc.nc

ue.edu.tw(楊小

姐) 

2. 將飛機班機行程表

寄至楊小姐信箱。 

3. 收到確認資料後，

繳交信用卡刷卡單 

(詳細退費辦法可

見同意書) 

日期 

2017年 

10月 16日(一)至

10月 20日(五) 

人數 

10人成團， 

15人為上限。 

報名截止日期 

2017年 

9月 30日（三） 

承辦人：楊小姐 
lily773410@cc.ncue.edu.tw 

電話：+886-4-723-2105 ext. 1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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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舊城學華語  趣遊彰化山海城」-鹿港小鎮奏鳴曲課程表 

 

本中心如遇人力不可抗拒之因素，保有隨時修改之權利 

 

10/16 星期一 10/17 星期二. 10/18 星期三 10/19 星期四 10/20 星期五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第四天 第五天 

上午 

抵達學校 到語文中心享用早餐 

生活華語-您要點

餐嗎？ 

大佛憶人文-文學步

道、賴和詩牆、八卦山

大佛風景區、天空步

道、軍機公園 

鹿港文化輕旅行: 

1.廟宇尋訪 

2.探尋古蹟 

3.鹿港花獅、手工燈籠製作參

訪 

生活華語-台灣真好

玩心得分享 華語課/認識

學伴 

中午 午餐 鹿港小吃 午餐派對 

下午 
生活華語-多

少錢？ 

鐵道半線情- 

扇形車庫、孔廟 

生活華語 

-請問火車站怎麼走？ 

Mandarin Class-Map 

task 

4.DIY 體驗活動-彩繪獅頭/捏

麵人/香包(3 擇 1) 

5.古早味麵茶品嚐/臺灣糕點

介紹及品嚐 (2 擇 1) 

6.緞帶王/臺灣玻璃館/玻璃媽

祖廟 

賦歸 

傍晚 晚餐 夜市晚餐 晚餐 

晚上 學校宿舍  



 

.

行程內容 

華語課 

小班教學，以輕鬆的任務教學的方式讓你愛上中文。 

 

校外觀光 

校外觀光包含扇形車庫、孔廟、八卦山大佛風景區，鹿港輕旅行，包含廟宇尋訪、探索古蹟、鹿港花獅、手工燈籠製作參訪，DIY製作有彩繪

獅頭、捏麵人、香包(3擇 1)，還可以品嚐古早味麵茶或臺灣糕點等等。走完鹿港後，亦可到緞帶王觀光工廠或者臺灣玻璃館欣賞玻璃媽祖廟。 

除了文化古蹟的探訪，也有夜市闖關的活動，帶領你們一嚐夜市美食，透過飲食更了解台灣。 

 

餐飲 

本次行程包含三餐，早餐例如蛋餅、中式飯糰、燒餅油條等等，也有西式三明治。中餐及晚餐包含中式麵食及飯食，亦有彰化特色小吃。 

 

住宿環境 

宿舍位於彰化師範大學校園內，宿舍乾淨整齊，兩人到三人一間，非上下舖，為獨立床鋪。 

 



 

「文化舊城學華語  趣遊彰化山海城」-鹿港小鎮奏鳴曲報名表 

Learning Chinese, Traveling in Changhua—Lukang Township 

Program Course Application Form 

中文姓名 

Chinese name 
 性別 Gender 

□男生Male 

□女生 Female 

照片 

Photo 

英文姓名 

English name 
 

年齡 

Age  

護照號碼 

Passport Number 
 

生日 

Date of Birth 
/     / 

yyyy/mm/dd 

保險受益人 

Insurance Beneficiary 
 

護照效期

Passport expiry 

date 

/     / 

yyyy/mm/dd 

與保險受益人的關係 

Relationship of 

Beneficiary 

 
電子信箱 

Email 
 

手機號碼 

Phone number 
 

食物過敏 

Allergenic 

Foods 

□沒有 No 

□有 Yes,______________________ 

飲食習慣 

Dietary information 

□正常 Normal 

□素食者 Vegetarian 

機場接送機 

airport pick-up 

and drop off 

service 

□接機服務 airport pick-up service. 

  650 NTD /人/趟 person 

□送機服務 airport drop off service. 

  650 NTD /人/趟 person 

□不需要 I don’t need it. 

是否有任何過敏、慢性病或者特殊需求需要告知承辦單位？例如心臟病、哮喘等等。 

Have any allergies, chronic illness or special needs the staff should know about? e.g., heart diseases, asthma, etc. 

□沒有 no    □是  Ye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您學過中文嗎？Have you learned Chinese before?  □沒有 no    □是 Yes 

修讀機構 Which institutio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修讀期間 How long?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一週幾小時 How many hours each week?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習教材 Study materials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習中文字體 Chinese Character □正體字 Traditional □簡體字 Simplified □兩者皆有 Both 

您期待在華語課學到什麼？What would you expect to learn in Chinese Language Clas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您期待在校外教學課學到什麼？What would you expect to learn in Tour Clas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同意書 Agreement 

本人瞭解彰化師範大學語文中心舉辦之「文化舊城學華語  趣遊彰化山海城」-鹿港小鎮

奏鳴曲活動內容。活動期間，本人保證絕對遵守活動中之規定，並聽從老師及學伴之指

示及安排。若因天災等不可抗力因素而停課，中心將盡力補課，或者退部份費用。如活

動期間內，發生緊急情況或意外時，本人同意接受語文中心進行一切必要之處理及措施，

並對語文中心處理過程與結果不追究任何責任。關於退費相關辦法，於出發前 11 至 20

天取消，需收取費用全額 30%手續費，於出發前 4 至 10 天取消，需收取費用全額 50%

手續費，於出發前 1 天至 3 天取消，需收取費用全額 70%手續費。若因天力不可抗力之

因素，例如天災等等，檢具證明者，酌收 5%之手續費。 

I hereby give consent to attend NCUE Learning Chinese, participating in Changhua—Lukang 

Township Program Course. During the event, I hereby guarantee to obey any rules of all the 

activities, following up the instruction and arrangement of the instructor and the counselor. 

Any cancellation of class due to natural disasters, like typhoons, there would be make-up 

classes or part of refund. If any emergencies or accidents occur during the period of event, I 

hereby agree to the medical personnel selected by the camp director to order treatment and 

necessary transportation. By signing below, I do hereby agree to release, indemnify and hold 

harmless the staff of NCUE Language Center for any loss, injury or damage resulting directly 

or indirectly in this program. About refund policy, as below:  

11-20 working days prior to start of scheduled tour Forfeit 30% of Total Fare(NT 2,700) 

4-10 working days prior to start of scheduled tour Forfeit 50% of Total Fare(NT 4,500) 

1-3 working days prior to start of scheduled tour Forfeit 70% of Total Fare(NT 6,300) 

Cancellation due to natural disasters with improvement Forfeit 5% of Total Fare(NT 450) 

 

Signature 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017  /        /        

(年 Year / 月 Month / 日 Da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