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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如說明所示(1045000033-1.PDF、1045000033-2.PDF)

主旨：本校歐亞語文學院辦理「第二外語南區學生學習營」，請

惠予公布周知。

說明：

一、由本校歐亞語文學院辦理之「第二外語南區學生學習營」

訂於2016年1月18日（星期一）至2016年1月23日（星期六

）假本校舉辦，分兩梯次辦理，請代為公布周知並惠轉所

屬踴躍報名參加。

二、檢附報名簡章與研習營宣傳海報，活動詳情請參閱活動官

方網站（http://project.wzu.edu.tw/studentcamp/）。

正本：公私立大專校院

副本：本校歐亞語文學院、本校歐盟觀光文化經貿園區 2015-12-09
17:39:51

校長　周 守 民



文藻外語大學歐亞語文學院 

第二外語南區學生學習營 

報名簡章 
 
法語的優雅、德語的精準、西語的奔放，日語的沉穩；你是否瞭解這些第二外語

的獨特與美麗呢? 

與外國朋友聊天時，除了天氣和飲食之外，到底跨文化溝通是甚麼?  

生活在小小海島的我們，又為什麼需要國際觀呢?  

希望 2016 年會有更多收穫，一年之初、寒假之際，想要獲得不同的體驗，並結

交更多朋友嗎? 
 
如果你對第二外語學習有極大的熱忱，如果你對跨文化交流有極大的興趣，如果

你想更清楚國際觀培育的重要性，如果你超想參加營隊但總找不到給大學生的外

語營，那你絕對不可錯過由文藻歐亞語文學院舉辦之《第二外語南區學生學習

營》!! 
 

【學習營內容】 
 

1. 活動日期 
(1)  [第一梯次] 日語組、德語組： 

2016 年 1 月 18 日（星期一）至 2016 年 1 月 20 日（星期三）。 

(2)  [第二梯次] 法語組、西語組： 

2016 年 1 月 21 日（星期四）至 2016 年 1 月 23 日（星期六）。 
 

2. 活動地點 
文藻外語大學（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 900 號）。 
 

3. 目標對象 
(1)  全台在學大學生，每梯次共計招收 75 位學生。 

(2)  無第二外語能力亦歡迎報名。 
 

4.  營隊議程 
兩梯次之營隊議程請參照下頁說明。 
 



(1)  日語組、德語組學習營議程（2016/1/18 星期一-2016/1/20 星期三） 

※ 可能因授課教師建議調整課程規劃，實際授課內容以營隊手冊所載為主。 

時間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08:00~08:30  
早餐 早餐、內務整理 

08:30~09:00 
報到 

09:00~09:30 

分組文化/語言課程 

認識語言的奧妙與力量： 

語言基礎/進階課程 

共同文化課程 

和第二外語談個永久的戀愛吧！

第二外語學習的重要與發展 

09:30~10:00 學習營開幕式 

10:00~10:30 安全規定與課程介紹 口語會話練習時間 

10:30~11:00 
共同文化課程 

出走海島，跨足世界－國際

觀培育的重要性 

共同文化課程 

文化全球化與台灣未來

發展分析 

分組文化/語言課程 

在文化相互交織的啟蒙世代… 
11:00~11:30 

11:30~12:00 

12:00~12:30 
午餐時間 午餐時間 午餐時間 

12:30~13:00 

13:00~13:30 
分組文化/語言課程 

外語很難嗎？其實你不懂我

的心：語言起源與結構特色 

分組文化/語言課程 

異視角看台灣：如何用第

二外語介紹台灣文化 

分組文化/語言課程 

不平凡的一天：節慶文化 
13:30~14:00 

14:00~14:30 

14:30~15:00 
分組文化/語言課程 

知己知彼一點通： 

社會與政經現況 

茶敘聯誼暨 

口語會話練習時間 
成果發表準備時間 

15:00~15:30 

15:30~16:00 

分組文化體驗課程 

身體會說話：從舞蹈學習

認識藝文化 

成果發表 
16:00~16:30 

分組文化體驗課程 

從口開始：說文化、嚐美食 
16:30~17:00 

17:00-18:30 晚餐 晚餐 結業式 

18:30-20:00 小組時間 小組時間 
 

20:00- 返回宿舍 返回宿舍 



(2)  法語組、西語組學習營議程（2016/1/21 星期四-2016/1/23 星期六） 

※ 可能因授課教師建議調整課程規劃，實際授課內容以營隊手冊所載為主。 

時間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08:00~08:30  

早餐 早餐、內務整理 08:30~09:00 
報到 09:00~09:30 

分組文化/語言課程 

向世界打聲招呼： 

語言基礎/進階課程 

共同文化課程 

和第二外語談個永久的戀愛吧！ 

第二外語學習的重要與發展 

09:30~10:00 學習營開幕式 

10:00~10:30 安全規定與課程介紹 口語會話練習時間 

10:30~11:00 共同文化課程 

地球是圓的，原來歐洲離我

們這麼近 

共同文化課程 

文化全球化與台灣未來 

發展分析 

分組文化/語言課程 

在文化相互交織的啟蒙世代… 
11:00~11:30 

11:30~12:00 

12:00~12:30 
午餐時間 午餐時間 午餐時間 12:30~13:00 

13:00~13:30 

共同文化課程 

認識拉丁語系的浪漫： 

語言起源與結構特色 

分組文化/語言課程 

O La La！輕鬆嗑外文：異

視角看台灣如何用第二外

語介紹台灣文化 

分組文化/語言課程 

不平凡的一天：慶典文化 
13:30~14:00 

14:00~14:30 

14:30~15:00 
分組文化/語言課程 

知己知彼一點通： 

社會與政經現況 

茶敘聯誼暨 

口語會話練習時間 
成果發表準備時間 

15:00~15:30 

15:30~16:00 
分組文化體驗課程 

身體會說話：從電影欣賞認

識藝文化 

成果發表 16:00~16:30 分組文化體驗課程 

從口開始：說文化、嚐美食 
16:30~17:00 

17:00-17:30 晚餐 晚餐 結業式 

18:30-20:00 小組時間 小組時間 
 

20:00- 返回宿舍 返回宿舍 

 
 
 



5. 報名方式 
(1)  第一階段：線上報名 

- 請至該連結填寫報名資料：http://goo.gl/forms/EOuGr6FNPp。 

- 依線上報名時間決定錄取順序，每語種另保留 10 位候補名額。 

- 作業時間：2015/12/14上午 08:00 至 2015/12/18 下午 15:00 止。 
 
(2)  第二階段：保證金繳交 

- 活動全程免費，為保障學員參與資格，需先繳交保證金 NT 1,500 元，全程參

與活動者將可全數退回。 

- 待收到主辦單位通知已取得正取學員資格並告知匯款資訊後，請於指定時間

內完成匯款並回傳匯款明細至主辦單位處。 

- 作業時間：2015/12/18收到通知信件起，至 2015/12/21 中午 12:00 止。 
 
(3)  第三階段：紙本資料繳交 

- 待主辦單位通知已收到匯款並確認無誤，請於指定時間內郵寄（或親自送達）

《報名表》、《切結書》、《營隊規範》、《家長同意書》紙本資料至主辦單位處。 

- 資料未填寫完整（含所有需簽名欄位）或有漏件者，視同未完成報名手續。 

- 作業時間：2015/12/21 收到通知信件起，至 2015/12/24 中午 12:00 止（郵戳

為憑）。 
 
(4)  第四階段：候補學員報名作業 

- 視正取學員後續資料繳交狀況，開放候補學員報名。 

- 時程與資料繳交方式待主辦單位通知。 
 
 

6. 活動聯絡人 
主辦單位：教育部 

承辦單位：文藻外語大學/歐亞語文學院 

聯絡窗口：(07) 342-6031 ext.7502，E-mail：intl.mobility@gmail.com 

活動網站：http://project.wzu.edu.tw/studentcamp/  

Facebook 粉絲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intl.mo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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