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東華大學教育行政與管理研究所「國際教育與文化」課程參訪計畫 

壹、目    標： 
一、加強海峽兩岸文教交流活動。 
二、營造優質互惠高等教育學術社群。 
三、開拓本所師生廣博及宏觀視野。 
四、提升本所師生學術研究與發表能力。 

貳、參訪時間：2012 年 1月 18日(星期三)至 2012年 1月 21日(星期六)。 

參、活動內容：如附件一。 

一、住宿：規劃表如附件二。 
二、行程：規劃表如附件二。 
三、學術研討會：論文發表暨茶敘交流活動。 
四、專題演講：2場，每場 2小時。 
五、大學參訪：澳門理工學院藝術高等學校、澳門大學。 
六、小學參訪：香港、澳門中小學。 
七、企業參訪：台資企業或外資企業。 
八、特色景點：香港、澳門特色景點(赤柱市集及美利樓 － 香港旅遊發展局、香港 
              理工大學、赤柱歷史文化古蹟巡禮)。 
九、行程規劃說明會與返台檢討會各一場。 

肆、邀請貴賓： 

徐秀菊 教授 (澳門理工學院藝術高等學校 校長) 

陳美玉 博士 

伍、行程安排： 

表一：「海外研修」課程專業團隊海外行程預定表 
天 日期 行程內容 飯店名稱 

1 1月 18日(三) 

服務所在地→桃園→澳門 
◆上午：團員準備前往澳門，參訪澳門特色文化景點 
★下午：校園參訪考察交流與座談會 
◆晚上：澳門特色夜景與學術交流準備工作 

如附件二 

2 1月 19日(四) 

澳門 
★上午：海峽兩岸學術交流研討會 
★下午：專題演講 
★晚上：台灣參訪團檢討會與心得寫作(飯店會議廳) 

如附件二 

3 1月 20日(五) 

香港 
◆上午：團員準備前往香港，參訪香港特色文化景點 
★下午：企業參訪考察交流與座談會 
★晚上：台灣參訪團檢討會、心得寫作(飯店會議廳) 

如附件二 

4 1月 21日(六) 

香港 
★上午：校園參訪考察交流 
◆下午：香港特色文化景點參訪 
晚上：OO機場→台北 

回程 

符號說明：★學術及企業單位學習行程  ◆特色景點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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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經費預算 

一、研究生全程自費參與。 

二、參訪團籌備幹部：蔡玉婷(團長)、簡慧萍(行政)、蘇宏仁(活動)、古騏豪(總務)、

王詩涵(會議組)、陳淑娟(編輯組)、劉志城 (記錄組)。 

柒、學術研討會預定議程： 

表二：2012 台澳教育學術論壇 

日期：2012年 1月 18 日(星期三) 活動內容        地點：澳門理工學院藝術高等學校 

時 間 活動內容 

8:00－8:20 報到 

8:20－8:30 開幕式 

8:30－9:30 

 

發表第一階段 

主持人：林適湖  教授 

評論人：徐秀菊  校長 

台灣參訪團題目： 

1. 港澳台三地高等教育文化之探討 

   (發表人：簡慧萍、葉珮芳、古騏豪) 

2. 花蓮縣北埔國民小學整合空間資源與發展特色本位課程發展特色學校計畫 

            (發表人：謝美慧、蘇宏仁、王詩涵、郭憶欣)  

3. 提升電動輪椅安全性―以 XBOX Kinect 遊戲機為例 

            (發表人：蔡玉婷、陳淑娟、劉志城、詹桂惠) 

9:30-10:00 茶敘交流時間 

10:00 
∣ 

12:30 

發表第二階段 

主持人：林適湖 教授 

評論人：徐秀菊 校長 

台灣參訪團題目： 

1. 國民小學校長科技領導與教師教學效能關係之研究(發表人：謝美慧) 

2. 花蓮縣國中英語動態競賽活動之頻率對於英語教學提升之相關研究(發表人：蘇宏仁)  

3. 國小校長服務領導之意涵與改善策略(發表人：蔡玉婷) 

4. 職業學校教科書出版業者經營規模之研究(發表人：陳淑娟) 

5. 校長領導學校組織學習與知識分享之探究(發表人：古騏豪) 

休息時間 

發表第三階段 

主持人：林適湖 教授 

評論人：徐秀菊 校長 

台灣參訪團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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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性別平等教育融入特教班課程之研究探討(發表人：王詩涵) 

2. 第五級領導及對學校領導人之啟示(發表人：郭憶欣)  

3.參與式領導對校長領導之啟示 (發表人：簡慧萍) 

4. 教學評鑑對大學教師與學生學習成效之影響(發表人：葉珮芳) 

5. 應用 RFID級 KINCT 整合系統增進身心障礙行動安全之研究(發表人：劉志城) 

6. 特殊教育學校職業教育課程領導與教學領導之初探(發表人：詹桂惠) 

12:30 
∣ 

13:00 

頒發論文發表證書 

閉幕式 

 

附件一： 

「海外研修」課程活動內容規劃 

時間 

100年 12月 29日(星期四) 活動內容 

主題 
主持人 
(負責人) 

討論內容 
備註 
(課程時

數) 

9:00-10:00 籌備會議 蔡玉婷 同學 學術交流注意事項暨分工 1 

10:00-11:00 學術交流課程確認 
林適湖 教授 
蔡玉婷 同學 

課程活動內容 1 

11:00-12:00 海外研修行程確認 蘇宏仁 同學 行程規劃 1 

   合計 3 

時間 

101年 1月 5日(星期四) 活動內容 

主題 
主持人 
(負責人) 

討論內容 
備註 
(課程時

數) 

9:00-10:00 行前會議 林適湖 教授 行前會議注意事項 1 

10:00-11:00 學術交流課程說明 
林適湖 教授 
蔡玉婷 同學 

課程活動內容規劃與說明 1 

11:00-12:00 海外研修行程說明 蘇宏仁 同學 行程規劃說明與注意事項 1 

   合計 3 

時間 

101年 1月 18日(星期三) 活動內容 

主題 
主持人 
(負責人) 

討論內容 
備註 
(課程時

數) 

06:00-07:10 
集合(桃園機場)、
出境手續 

蘇宏仁 同學 從同學各工作所在地集結
至桃園機場 

 

07:10-10:00 桃園→澳門 蘇宏仁 同學 至飯店放置行李後出發  

10:00-13:00 參訪澳門景點 蘇宏仁 同學 詳見附件二 3 

13:00-14:00 享用午餐 蘇宏仁 同學 享用午餐與夥伴對談  

14:00-16:00 參訪澳門景點 蘇宏仁 同學 詳見附件二 2 

16:00-18:00 校園參訪考察交流 學校聯絡人 特色學校參訪考察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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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0-19:00 享用晚餐 蘇宏仁 同學 享用晚餐與夥伴對談  

19:00-21:00 
校園參訪考察分組
座談與學術交流準
備工作 

林適湖 教授 

參訪檢討會與心得寫作 2 

   合計 9 

時間 

101年 1月 19日(星期四) 活動內容 

主題 
主持人 
(負責人) 

討論內容 
備註 
(課程時

數) 

8:00－8:20 報到 
澳門理工學院藝術

高等學校聯絡人 

蔡玉婷 同學 

會場佈置、發表準備與發
放手冊資料 

0.5 

8:20－8:30 開幕式 
徐秀菊 校長 
林適湖 教授 

開幕歡迎儀式 

8:30－9:30 第一階段發表 
澳門理工學院藝術

高等學校聯絡人 

蔡玉婷 同學 
發表論文 1 

9:30-10:00 茶敘交流 
澳門理工學院藝術

高等學校聯絡人 

蔡玉婷 同學 
茶敘時間與交流對談 0.5 

10:00-12:30 第二、三階段發表 
澳門理工學院藝術

高等學校聯絡人 

蔡玉婷 同學 
發表論文 2.5 

12:30-13:00 閉幕式 
徐秀菊 校長 
林適湖 教授 

頒發論文發表證書 

閉幕式 
0.5 

13:00-14:00 享用午餐 蘇宏仁 同學 享用午餐與交流對談  

14:00-16:00 專題演講(一)  林適湖 副教授 
國立東華大學教育行政與
管理學系副教授 

2 

16:00-18:00 專題演講(二) 徐秀菊 校長 
澳門理工學院藝術高等學
校校長 

2 

18:30-19:00 享用晚餐 蘇宏仁 同學 享用晚餐與交流對談  

19:00-21:00 分組討論心得分享 林適湖 教授 
台灣參訪團檢討會與心得
寫作 

2 

   合計 11 

時間 

101年 1月 20日(星期五) 活動內容 

主題 
主持人 
(負責人) 

討論內容 
備註 
(課程時

數) 

08:00-11:00 參訪香港景點 蘇宏仁 同學 詳見附件二 3 

11:00-12:00 享用午餐 蘇宏仁 同學 享用午餐與夥伴對談  

12:00-15:00 參訪香港景點 蘇宏仁 同學 詳見附件二 3 

15:00-16:00 企業參訪考察交流 蔡玉婷 同學 企業參訪考察 1 

16:00-17:00 享用晚餐 蘇宏仁 同學 享用晚餐與夥伴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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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9:00 參訪香港景點 蘇宏仁 同學 詳見附件二 2 

19:00-21:00 企業參訪考察分組
座談 林適湖 教授 參訪檢討會與心得寫作 2 

 
 

 合計 11 

時間 

101年 1月 21日(星期六) 活動內容 

主題 
主持人 
(負責人) 

討論內容 
備註 
(課程時

數) 

9:30-12:00 校園參訪考察交流 學校聯絡人 特色學校參訪考察 2.5 

12:00-13:00 享用午餐 蘇宏仁 同學 享用午餐與夥伴對談  

13:00-17:30 參訪香港景點 蘇宏仁 同學 詳見附件二 4.5 

17:30-18:30 前往機場 蘇宏仁 同學   

18:30-20:00 
香港機場、出境手
續 

蘇宏仁 同學   

20:00-21:35 香港→桃園 蘇宏仁 同學 搭乘直航客機回程至台北  

   合計 7 

時間 

101年 2月 22日(星期三) 活動內容 

主題 
主持人 
(負責人) 

討論內容 
備註 
(課程時

數) 

08:00-10:00 
學術交流成果報告
(一) 

林適湖 教授 港澳學術交流成果分享 2 

10:00-12:00 效益評估報告(一) 林適湖 教授 
學術交流課程效益評估報
告 

2 

   合計 4 

時間 

101年 3月 7日(星期三) 活動內容 

主題 
主持人 
(負責人) 

討論內容 
備註 
(課程時

數) 

08:00-10:00 
學術交流成果報告
(二) 

林適湖 教授 港澳學術交流成果分享 2 

10:00-12:00 效益評估報告(二) 林適湖 教授 學術交流課程效益評估報
告 

2 

13:00-15:00 
分組報告與成果書
面 

林適湖 教授 
蔡玉婷 同學 

海外研修分組報告與繳交
成果書面 

2 

   合計 6 

※ 備註： 

每一學分換算 18時數，本課程為三學分，參訪時數合計 54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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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國際教育與文化」課程-港澳參訪四日三夜行程規劃(含稅) 

 

【行程特色】 

•讓您一次暢遊香港、澳門；NO SHOPPING、無自費、無購物。   

•世界文化遺產：議事亭前地、大三巴牌坊、媽閣廟。   

•香港真有趣：古董登山纜車、叮叮電車、1881商城、全世界最長手扶梯。  

•香港三大必去景點：赤柱海灘、淺水灣風景區、太平山百萬夜景。 

 

以下為本行程預定的航班時間，實際航班以確認的航班編號與飛行時間為準。 

航班時間 

班機日期 班機編號 起飛 抵達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2012/01/18 

(星期三)  

NX 609  桃園國際機場 

(台北市)   

澳門 

(澳門) 

07:10 08:45  

2012/01/21 

(星期六) 

CX 468 香港國際機場 

(香港)    

桃園國際

機場 

(台北市)   

20:00 21:35  

 

行程安排 

第一天(1月 18日) 桃園→澳門→龍環葡式建築→議事亭前地→大三巴牌坊→媽閣

廟→學校參訪（2小時） 

集合於桃園機場，搭機飛往有《東方拉斯維加斯》之稱的澳門。龍環葡韻為澳門八景之一，由本

澳八個文化界代表組成的澳門八景評議會選定。《龍環》是沊仔的舊稱；《葡韻》是指這裡葡萄

牙的建築風格，又指沊仔海邊馬路一帶的景緻；整個景點包括海邊馬路的五幢葡式住宅、嘉模教

堂、圖書館和兩個小公園，尤其海邊馬路葡式建築群，這五幢翠綠的小型別墅，是沊仔重要的文

物建築與文化遺存，同時也是澳門極富代表性的景點之一。議事亭前地廣場由當年來自葡萄牙偉

大水手所建設而成的歷史舊城區，2005年已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成為全世界

人類共同的珍寶列為保護。大三巴牌坊是聖保祿教堂的前壁遺跡，是澳門著名的名勝。教堂原本

由一名義大利籍的耶穌會神父設計，由日本工匠以鬼斧神工的技術協助建成。1602 年奠基，1637

年全部竣工，而教堂前一段長石階則於稍後完成。這間教堂與火結下不解之緣，從其雛型起始，

至現時僅存的前壁牌坊，先後經歷三次大火，屢焚屢建，是一所活生生的歷史見證。媽閣廟是澳

門最著名的名勝古跡之一，存在至今已逾五百年，是澳門三大禪院中最古者。媽閣廟原稱媽祖閣，

在澳門東南方，俗稱天后廟，建於一四八八年，正值明朝。背山面海，沿崖建築，古木參天，風

光優美。整座廟宇包括大殿、弘仁殿、觀音閣等四座主要建築，石獅鎮門、飛簷淩空，是一座富

有中國文化特色的古建築。 

餐食：(早餐)飛機享用套餐 (午餐)旅遊塔自助餐 (晚餐)葡國風味餐 

住宿：金都酒店或皇都酒店或利澳酒店或同級旅館 

第二天(1月 19日) 澳門理工學院藝術高等學校-研討會 

澳門理工學院藝術高等學校 

★上午：海峽兩岸學術交流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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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專題演講 

★晚上：台灣參訪團檢討會與心得寫作 

餐食：(早餐)飯店內自助餐 (午餐)自理 (晚餐)自理 

住宿：金都酒店或皇都酒店或利澳酒店或同級旅館 

第三天(1月 20日) 港澳碼頭→香港→叮叮車→石板街→全世界最長手扶梯→

1881→星光大道→企業參訪（1 小時）→太平山百萬夜景

→古董纜車→香港 

在與導遊約定好的時間、地點集合，前往碼頭區搭船往香港。街坊中的電車歲月自 1904年開始運

行的香港電車～叮叮車，至今已服務超過百年。現在電車路線主要覆蓋港島北面，至今載運量每

天都還高達 24 萬人次，是港島極具規模的交通工具。由於電車在行進間會發出叮叮聲，因此被香

港人暱稱為《叮叮》，搭電車時他們會說《搭叮叮》。現在我們所看到的叮叮車仍沿用 30、40年

代的設計，搭著它無論是經過上環、西環的老舊唐樓，還是中環、金鐘的高樓大廈，就像搭著時

光機回味來不及參與的過去。半山自動手扶梯啟用於 1993 年的半山自動手扶梯，全長 800 公尺，

連接中環及半山，是世界上最長的有蓋電動手扶梯。扶梯沿途會經過 60、70年代的舊攤販、現代

飲食新據點蘇活區以及半山的豪宅區，就像一部香港寫實電影，在您眼前流轉。途經中區警署、

甸乍街、石板街逛老店鋪。《1881》英文名為 1881 Heritage，項目前身是前香港水警總部，位

於香港九龍尖沙咀廣東道 2號 A，於 1884年至 1996年曾是香港警察水警的總部，並於 1994年成

為香港法定古蹟。目前該建築物由長江實業改建成酒店，並設有小型商場，命名為 1881 Heritage，

於 2009年 10月 15 日正式開幕。星光大道位於香港九龍尖沙咀東的海濱長廊，位於尖沙咀海濱花

園，沿新世界中心對出的維多利亞港東西連接尖沙咀東及香港藝術館。為表揚香港電影界的傑出

人士的特色景點，仿傚好萊塢星光大道，傑出電影工作者的芳名與手掌印鑲嵌在特製的紀念牌匾，

以年代依次排列在星光大道上。夜間安排登上太平山山頂，欣賞太平山燦爛輝煌的燈火並感受名

列世界三大夜景之首的香江花月夜；續安排搭乘百年古董纜車下山。山頂纜車於 1888年啟用，是

香港第一種交通工具，主要是讓住在太平山的港督及外國富商上下太平山而建的，當時纜車前排

的座位還刻有標示，指示座位是港督專屬，其他人不可佔用，就算港督沒有搭乘該班纜車，一般

乘客在開車前 2分鐘也不准乘坐，以顯示對港督的尊敬。纜車的坡度相當陡峭，約 4至 27度，如

果碰上人多而座位不足時，請一定要緊抓扶手，以策安全。 

餐食：(早餐)酒店內用 (午餐)皇廷海景粵式料理 (晚餐)皇宴風味餐 

住宿：南灣酒店或天際萬豪酒店或觀塘麗東酒店或同級旅館 

第四天(1月 21日) 香港→學校參訪（2.5小時）→赤柱海灘→淺水灣風景區

→機場／台灣 

搭專車前往赤柱海灘，您可以穿梭在傳統市集中找到服飾工藝，也可懶洋洋的在沙攤上享受南中

國海的熱情艷陽， 亦可自費前往美利樓喝杯冷飲。續轉參觀淺水灣風景區，水灣沙灘的海岸線呈

彎月型、灘床寬闊、且水清沙幼、波平浪靜,是香港最美麗的沙灘之一，對本地人及旅客同樣具有

無窮的吸引力。淺水灣位於香港島，英文名源自一艘昔日在灣內駐守以防衛海盜的英國皇家軍艦，

也是香港著名的旅遊點。隨後，專車前往香港機場搭乘豪華客機返回台灣。 

餐食：(早餐)港式飲茶+鮑魚粥 (午餐)橋底特製蝦風味餐 (晚餐)機上輕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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