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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日期:7月 7日(六)~ 7月 13日(五) 七天六夜 

主辦單位: 浙台教育交流中心、中國文化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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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特色 

自古至今，長三角區域在中國歷史文化、風景名勝

及經濟發展上一直佔有重要地位。古有諺“上有天堂，

下有蘇杭”形容了杭州的美麗、繁榮與富庶的景象及廣

義長三角區域的繁盛。長三角區內的杭州是中國最具經

濟活力的城市之一，並且連續多年被世界銀行評為“中

國城市總體投資環境最佳城市”，而《福布斯》雜誌則

將杭州評為“中國大陸最佳商業城市排行榜”第一名。  

莫干山因春秋末年，吳王闔閭派干将、莫邪在此鑄

成舉世無雙的雌雄雙劍而得名，是中國四大避暑勝地之一。眾多的歷史名人，既為莫干山贏得了

巨大的名人效應，更為莫干山留下了難以計數的詩文、石刻、事蹟。聆聽自然—領略美景，莫干

山山巒連綿起伏，風景秀麗多姿，四季各異的迷人風光稱秀於江南，享有“江南第一山”之美譽。 

今（2018）青春激揚相約江浙，暑期台灣大學生赴大陸長三角經濟區夏令營的行程，以雙軸

線概念作行程安排:一條是文化發展傳承，透過論壇、拓展營活動，使兩岸學生有更多交流機會；

一條是台灣青年經濟發展前景，透過上海著名高校及台灣青年創就業服務平台及企業參訪與座談

交流，提供台灣青年未來創就業前的資訊補給站。 

主辦單位同時安排了大陸高校的學生一同參與行程，這是一趟融合「文化發展傳承」與「經

濟發展」難得的交流行程，把握機會!  

配合航班 (杭州進；上海出)  

    2018/7/07 (六) 中國國際航空 CA-150，1239桃園國際機場 → 1420杭州蕭山機場 

    2018/7/13 (五) 中國國際航空 CA-195，1130上海浦東機場 → 1325桃園國際機場 

行程安排  

日期 行程安排 

 

 

7月 7號 

（六） 

臺北桃園機場出發/浙江杭州 

南宋御街 

【南宋御街】與河坊街相交，原來是南宋臨

安城的中軸線，後來由著名建築師王澍設計

改建，修繕了原本的老房子，加入了流水景

觀，使它成了今天熱鬧而古樸的商業街。鼓

樓至西湖大道一段，是南宋禦街的主要遊覽

區域。雖然不少連鎖店在這條老街上入駐，

這裡仍保留了不少本地特色的老店鋪，比如

萬隆火腿莊、羊湯飯店等。南宋御街博物

館、曉風書屋、杭州最大的清真寺鳳凰寺和鳳凰寺清真飯館，也在南宋御街上。 

 第1 天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5%9B%9B%E5%A4%A7%E9%81%BF%E6%9A%91%E8%83%9C%E5%9C%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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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宴(兩岸學生相見歡) 

7月 8號 

（日） 

西湖風景區 

秀麗的湖光山色和眾多的名勝古跡聞名中外，是中國著名的旅遊勝地，也被譽為人間天

堂。以植物造景為主，輔以

亭、台、樓、閣、廊、榭、

橋、汀。西湖傍杭州而盛，

杭州因西湖而名。景區 100

多處各具特色的景點中，更

有著名的“西湖十景”和

“新西湖十景”以及“三評

西湖十景”等。 

兩岸青年與文化發展傳承交流活動 

邀請兩岸文化人士出席，與青年學子分享文化與傳承。 

晚上:夜遊運河 — 感受京杭大運河之美 

◎【京杭大運河】是世界上里程最長、工程最大的古代運河，也是最古老的運河之一，

與長城、坎兒井並稱為中國古代的三項偉大工程，並且使用至今。大運河南起余杭（今

杭州），北到涿郡（今北京），途經今浙江、江蘇、山東、河北四省及天津、北京兩

市，貫通海河、黃河、淮河、長江、錢塘江五大水系，全長約 1797公里。運河對中國

南北地區之間的經濟、文化發展與交流，特別是對沿線地區工農業經濟的發展起了巨大

作用。 

春秋吳國為討伐齊國而開鑿，隋朝大幅度擴修並貫通至都城洛陽且連涿郡，元朝翻修時

棄洛陽而取直至北京。開鑿到現在已有 2500多年的歷史。2002年，大運河被納入了

“南水北調”東線工程。2014年 6月 22日，第 38屆世界遺產大會宣佈，中國大運河專

案成功入選世界文化遺產名錄，成為中國第 46個世界遺產專案。 

 第2 天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5%BF%E6%B9%96/466882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5%BF%E6%B9%96%E5%8D%81%E6%99%AF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6%B0%E8%A5%BF%E6%B9%96%E5%8D%81%E6%99%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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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9日

（一） 

莫干山沈源戶外拓展營 

本次活動安排在休閒觀光與戶外拓展於一

體的大型戶外基地-沈源，通過自然環境建

設戶外園體驗項目，鍛煉了學生的實踐

力，並搭建兩岸學生之間的合作力，從而

增加兩岸學生之間交流，更深度的瞭解彼

此。 

7月 10 日 

（二） 

莫干山蒋公故里 

據民國《莫干山志》載：屋脊頭在金家山東

北，地勢軒爽、登眺最佳。與莫干山其他景

點相距較遠，環境幽靜自成天地，意境中猶

如陶淵明筆下之“世外桃源”，故得名稱作

“武陵村”。此處綠蔭蔽天，景色秀麗，掩

映於綠樹芳趣之中的武陵村賓館別墅群，海

曾接待過諸多中外名流，如此一個世外桃源，使得舊時名流政要趨之如騖。如松月廬就

因蔣介石、宋美齡伉儷住過、山樓因蔣經國住過、覺音樓系陳叔同舊居而為遊人所矚

目。 

前往上海 

7月 11 日 

（三） 

上海 交流參訪 

【青創院】 台灣青年就業創業交流中心 參訪交流及座談 

青創院以不募款、不收費的公益方式營運，提供臺灣青年在上海就業、創業、交流等相

關的引導與服務工作。中心宗旨以建立臺灣青年就業創業與交流的平臺，秉承中華歷史

文化。“心系臺灣，胸懷大陸”的理念，促進臺灣青年在上海就業創業的發展。祈為上

海、臺灣兩岸的經濟環境，養成造就新世代的臺灣青年。 

企業參訪 

台資企業參訪交流 

上海特色景點 

◎【泰康路田子坊】這裡老上海石庫門建築群聚，原是打浦

橋地區的一條小街，1998年前這裡還是一個馬路市集，之後

上海市政府實施馬路市集入室政策，把泰康路的路面進行重

新鋪設，使原來下雨一地泥，天晴一片塵的馬路煥然一新。

「田子坊」在泰康路 210弄，這個小弄內現已發展為上海泰

康路藝術街，巷弄內維持著古老的廠房建築，內部卻是新穎

的藝術創造天堂，在這裡特色小店林立，不管您是要找老東

西、新玩意，只要您用心發掘，都不會讓您空手而回，這裡

可說是復古與時尚並行的殿堂。 

◎【上海新天地】曾經是上海老建築區的上海新天地，經過

政府大力整修後，既保留房屋外觀，又增添它特有的商業特色，老屋新修的結果，讓這

 第3 天 

 第4 天 

 第5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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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老房子煥然一新，有古樸風味又新潮動人，漫步新天地，遇見上海既新又舊的建築文

化。 

7月 12 日 

(四) 

上海華東師範大學交流參訪 

華東師範大學，簡稱華東師大或華師大，創建於 1951年，是新中國創辦的第一所師範

大學，是中國教育部直屬全國重點名牌大學，在國內外負有盛名。是列入中國“211工

程”、“985 工程”重點建設的綜合性大學，是教育部“援疆學科建設計畫”40所重點

高校之一，也是國家“111計畫”和“長三角高校合作聯盟”的重要成員。華東師範大

學與復旦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同濟大學並稱滬上“四大名校”。 

南京東路步行街 

南京路已有 100 多年的歷史，它的前身是“派克弄”，1865年正式命名為南京路。

1908年，南京路開通有軌電車，路面採用鐵藜木鋪設，其後的 20～30年間，南京路迎

來了歷史上第一個發展高潮，即由原來的小商攤、小商店轉向大型百貨商廈，相繼建成

了和平飯店、四大公司、國際飯店等建築，為南京路日後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晚上:夜遊外灘 

到上海一定不能錯過上海外灘的景色，外

灘的西側是一群當年盡顯『遠東華爾街』

的風采，今天被稱為『萬國建築博物館』

的建築群，先後建於 20－40年代，群集

各種建築藝術風格為一體。外灘的東側便

是著名的浦東新區，也以其現代獨特的建

築物著稱，著名的有：東方明珠塔、上海

國際會議中心、海關大樓、金茂大樓....等。搭乘渡輪一覽黃浦江夜晚的獨特風情。 

7月 13 日 

(五) 上海浦東機場/返回桃園 

※上列具體參訪交流與活動行程安排，主辦單位視實際規劃安排保留調整空間    

出團費用: 

新台幣 16,000/人。如需代辦護照及台胞證者，費用另計。 

 

 

注意事項 

費用項目 

 包含：1.來回指定航班經濟艙機票。2.全程餐食、景點、住宿飯店(兩人一室)、車資。 

3.大陸地區保險。4.機場稅、燃料稅雜支及代辦費。 

 不含：簽證、個人消費 

提醒與建議 

 本行程設定為團進團出，故為顧及參與人員於出遊期間之人身安全及相關問題，於旅遊行

程期間，恕無法接受脫隊之要求。 

 報名後若屆時無法參加，在扣除必要手續費後(含訂位金)，將退還剩餘報名費。如有未盡

事宜，將適時公告補充之。 

 第7 天 

 第6 天 

http://baike.baidu.com/view/4313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2564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90976.htm
file:///E:/D槽/合作單位/浙台交流中心/2016暑期大学生营/護照+台胞證.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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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照及出入境

說明 

 為避免出國當天出現無法出境的情況，請再次檢查、確認您的護照是否符合下列狀況： 

 《依國際慣例規定，護照有效期限，應持有滿半年以上效期，始可入境其它國家》。 

 若您是役男者，役男係指年滿 19歲當年 1月 1日起至年滿 36歲當年 12月 31日止尚未履

行兵役義務男子（以民國 105年為例，69至 86年次出生尚未履行兵役義務男子）須於出

國前向各鄉鎮公所兵役課申請出國核准，或上 內政部移民署全球資訊網 線上申請。 

 若您是接近役齡男子者，出國必須蓋章，即為【尚未履行兵役義務】。 

團費代收委託  本活動團費委由華鵬旅行社代收，並開立代收轉付收據，作為憑證。 

 

招生對象: 25歲以下大學生、碩士研究生均可報名參加，需辦理或持有台胞證。 

報名收件:即日起至 6/26止 

報名諮詢: 中國文化大學新創事業部大陸文教處交流合作中心 王柔穎老師 菲華樓 202 

電話：02-28610511分機 18804、18805；0962-012909 E-mail:rywang@sce.pccu.edu.tw  

 

 

 

 

 

 

 

 

 

 

 

 

 

 

 

 

 

 

 

http://oa.immigration.gov.tw/mp.asp?mp=o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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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台灣大學生赴大陸長三角經濟區夏令營報名表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需與護照同) 
 

照 

 

片 

（2吋） 

身分證字

號 
 就讀學校  

出生年月

日 
西元    年   月  日 性別 □男  □ 女 

聯絡電話 (H)                  (手機) 

通訊地址  

Email  

緊急聯絡

人 
 

護照號碼/

有效期限 
                   /    /    

連絡電話          
台胞證號碼/

有效期限 
             /    /        

是否需代辦新護照  □是 (需自費 1,500元)   □否 

新護照申辦委託華鵬旅行社代辦，須準備以下資料 

◎身分證正本 

◎彩色 2吋照片 2張(正面脫帽、露耳，白底、頭頂至下巴介於 3.2-3.6公分) 

◎若有更改姓名，請附 3個月內戶謄正本 1份 

◎舊護照繳回 

是否需代辦新臺胞證  □是 (需自費 1,800元)   □否 

新臺胞證申辦委託華鵬旅行社代辦，須準備以下資料 

◎1:1身分證影本 (請不要在上面寫任何字) 

◎護照正本+影(護照正本需 6個月效期以上，請不要在上面寫任何字) 

◎彩色 2吋照片 1張(正面脫帽、露耳，白底、不可穿白色衣服) 

  說明: 

1.本報名表所填寫個人資料僅作 2018暑期台灣大學生赴大陸長三角經濟區夏令營使用 

2.本報名表各項資料請詳實填寫，報名後將由專員與報名者聯繫繳交費用與證件資料等事宜 

3.7 月初杭州市是炎熱偶有雨，室外均溫在 35℃以上，室內開設冷氣均溫 24℃~27℃，建議隨身带傘

(帽子)及薄外套，防曬保暖均可。參訪行程請穿著較為正式服裝，切勿穿著短褲、拖(涼)鞋出席。 

報名方式 

填寫此報名表 e-mail至 rywang@sce.pccu.edu.tw 或至報名系統填妥報名表完成報名。 

繳費方式 

本次活動由委託 “華鵬旅行社” 收款，完成報名後將由主辦單位聯繫進行繳費，繳費完成，始完成

報名手續。 

報名系統 

 

https://ap2.pccu.edu.tw/eDocument/form.aspx?id=c1c5d1ae-9404-4371-86eb-c65c15fab3f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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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手人:           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