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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本校成人教育部辦理「淡江夏山英語學校」（英語夏令營

），請協助公告周知。

說明：

一、旨揭課程以英語教學，並與外國學生共同住宿，營造全外

語環境。

二、招生對象：以國內國一至高三（14-18歲）學生為主。

三、活動日期：105年7月4日至7月23日，共計3週。

四、研習地點：本校淡水校園（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

五、檢附簡章，活動詳情請至淡江夏山英語學校網頁http://g

oo.gl/Anf9q8查詢。

六、學校如有意願推廣並代為招生，將給予學生特別優惠，意

者請洽本案承辦人：李國印先生；聯絡電話：（02）2321

-6320轉分機8837。

正本：公私立大專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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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世界一起寫你的青春故事
在淡水走入世界，每年的暑假，數百名的海外青年學子，紛紛來到臺灣這片美麗的土地，學習中華文化。
淡江大學為國內國際化學校的翹楚，不僅希望能夠吸引海外青年學子來到臺灣這片土地學習中文，也希望海外青年學子藉
由跟臺灣學子的同儕學習愛上台灣文化。

在淡江夏山英語學校，你可以與來自世界各地的人一起享受下課後的住宿時光，邀約海外華裔青年週末出遊，在臺灣的街
道上享受不一樣的時光。

內容規劃說明

◎  全英語環境，豐富活潑的課程與戶外參訪。

◎  英語會話課程由專業英語教學師資小班分級授課。

◎  設計與外籍生的課後作業，讓學員們從學習中自然進行互動與交流。

◎  與海外華裔青少年共同住宿，共同生活融入自主學習與溝通，體驗多國語言與文化。

◎  24小時輔導員陪同與照顧(由具備外語專長之大學生擔任)。

◎  提早體驗多彩多姿的大學生活，研習期間提供餐飲及意外保險。

◎  有機會擔任海外青少年接待家庭的機會。(可自由選擇是否參加)

            TKSHES課程每梯為期3週，每週一、二、四及五上午安排小班制之英語會話課程，
每次上課3小時，全程共計 33 小時。下午規劃多項主題式英語課程，如國際禮儀、新聞聽
讀與廣播聽讀、讀者劇場、口語語法表達、英語導覽技巧，並介紹西方生活美食文化開拓
學員的國際觀；每週三安排校外教學活動，使學員能更活潑地、自然地學習英語。此外，
也特別安排每週各2小時之語言交換時間、體育活動與文化課程，以及週六上午團康活動及
競賽，由大專院校學生擔任之生活輔導員帶領，與海外青少年一同參與。週六中午至週日傍
晚有機會擔任海外青少年之接待家庭，與其更深入交流互動，並負起國民外交之義務，讓更
多人了解臺灣、愛上臺灣。食宿皆安排於淡江大學淡水校園，由生活輔導員照顧協助。研習
期間之新臺幣200萬意外險與20萬意外醫療險也包含於活動費用內。

　    本計畫中規劃了與海外青少年一同競賽之大地遊戲，引發學員對於外語學習及興趣，增
加互動機會。 此外，藉由飲食文化與差異，TKSHES學員可與外籍學生分享不一樣的臺灣
小吃及美食，而海外青少年們也可分享自己國家之特色飲食，相信學員能藉此交流，並豐富
他們在營隊中的生活。 
　TKSHES在課程中安排英語導覽課程，在教室的語言教育固然重要，戶外的實務教學更能
使學員印象深刻。本活動針對講座課程而搭配戶外的實地參訪，內容包括淡水古蹟之旅或臺北
MRT之旅，學員們因此有機會將課堂中習得的英語導覽技巧付諸於行動，與海外青少年交流
的體驗。相信這對於TKSHES的學員來說將會是相當難得的機會與回憶。

營隊特色

內容規劃說明

團體活動介紹



翻開人生不一樣的一頁
淡江夏山英語學校針對不同英語程度的學生量身設計課程，不論學生程度高低，都能讓學生在三週的課程中對於英語的學
習有所突破，我們希望透過這些課程，使學生對於世界有不同的體驗。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08:00-09:00 早餐 早餐 早餐 早餐 早餐 早餐

09:00-10:00
報到 英語會話

小班制

淡江農場

英語會話
小班制

英語會話
小班制 團康活動

接待家庭或
自由活動

10:00-11:00

11:00-12:00 始業典禮

12:00-14:00 午餐 午餐 午餐 午餐 午餐

14:00-15:00
分班測驗 禮儀課程 西方

美食文化 語言交換

接待家庭或
自由活動

15:00-16:00

16:00-17:00
校園導覽 DV 

籃球部落
奧林

匹克大會 藝文工作坊
17:00-18:00

18:00-19:00 晚餐 晚餐 晚餐 晚餐
返回學校

19:00-21:00 迎新晚會 小組聯誼 外籍生
迎新晚會 電影之夜

第二週課程

08:00-09:00 早餐 早餐 早餐 早餐 早餐 早餐 早餐

09:00-10:00
英語會話
小班制

英語會話
小班制

英語導覽實習
淡水之旅

英語會話
小班制

英語會話
小班制 美食文化體驗

接待家庭或
自由活動

10:00-11:00

11:00-12:00

12:00-14:00 午餐 午餐 午餐 午餐 午餐

14:00-15:00
國際禮儀 英語導覽技巧 語言交換 口語語法表達

接待家庭或
自由活動

15:00-16:00

16:00-17:00
讀者劇場 廣播聽讀

奧林
匹克大會
（選課）

藝文工作坊
（選課）17:00-18:00

18:00-19:00 晚餐 晚餐 晚餐 晚餐 晚餐

19:00-21:00 小組聯誼 班際交流 電影之夜 班際交流

第三週課程

08:00-09:00 早餐 早餐 早餐 早餐 早餐 早餐

09:00-10:00
英語會話
小班制

英語會話
小班制

英語導覽實習
臺北信義區
探索之旅

英語會話
小班制

英語會話
小班制

結業典禮暨
成果發表

10:00-11:00

11:00-12:00

12:00-14:00 午餐 午餐 午餐 午餐

離營

14:00-15:00
餐桌禮儀 英語導覽技巧 西方

美食文化 語言交換
15:00-16:00

16:00-17:00
校園導覽 新聞聽讀

奧林
匹克大會
（選課）

藝文工作坊
（選課）17:00-18:00

18:00-19:00 晚餐 晚餐 晚餐 晚餐

19:00-21:00 小組聯誼 班際交流 電影之夜 禮儀之夜

★本部保留課程變更權利



心動，要馬上行動
許多參加過淡江夏山英語學校的學生，對於美好的暑假回憶難以忘懷，今年度的淡江夏山英語學校為保持品質，依然只收60位學
生，名額有限，敬請提早報名，以免向隅。

費用 報名須知

劉同學  高雄女中

　　這次營隊讓我交到許多外國朋友，口語能力提升，以及對於各國文化更加了解，也是我參加這次營隊最棒的收穫，
最重要的是，它讓我在進入大學前，找回學習英文的初衷。

姚同學  康橋雙語中學

　　The best thing about TKSHES is that everyone could, and everyone could interact and talk to foreigners.
That is a superb environment for people to learn, practice and improve their foreign language ability. 
This camp offers many of the best things that a summer camp could provide, with excitement, friendship and
much, much more.　

吳同學  徐匯中學

　　這次暑假參加淡江夏山英語學校想放鬆自己、學習外語，認識國外的朋友，並開開自己的眼界，沒想到找回了自己
，重新認識自己，在那可以受到萬全的照顧，更重要可以在英語的環境下學習，除了平常外師交流，學生間的互動、開
口溝通的勇氣更是挑戰自己，在這三週很快樂充實，隨時充滿挑戰，希望有時間能再來參加！

費 用

一、每人NT$45,000元。
二、舊生優惠NT$4,000元。
三、早鳥方案價每人NT$41,000元(限2016年2
月29日以前報名)，舊生再優惠NT$4,000元。
四、三人同行每人優惠NT$1,000元(得與上述
優惠重複使用)。

包含項目
課程、教材、校外教學活動、住宿、簡章所列
之餐飲及保險

報名期間
即日起至2016年5月31日止 
★報名從速，以免向隅★

報名地點
臺北市大安區金華街199巷5號101室 淡江大學
成人教育部

活動地點 淡江大學淡水校園(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連絡電話
02-2321-6320轉8837、8335 
傳真：02-2321-4036

應繳資料 報名表及照片 

步驟一
填寫線上報名表(http://goo.gl/AiqYoJ)
及至推廣教育中心下載報名表
(http://goo.gl/ibimqI)。

步驟二

大頭照片
  電子檔e-mail至goingli0229@mail.tku.edu.tw
信箱。
  與報名表郵寄至「10650 臺北市大安區金華
街199巷5號 淡江大學成人教育部 李國印  收」

步驟三 學費請於報名後一週內繳清。

步驟四

應繳資料須於報名截止日前以郵寄、e-mail或
現場繳交方式繳齊。
繳費方式：
請利用本國即期銀行支票、郵局匯票、郵局劃
撥、ATM轉帳、匯款或現金繳納。
支票及郵局匯票抬頭：財團法人淡江大學
ATM轉帳或匯款：第一銀行信義分行，戶
名：財團法人私立淡江大學，帳號：162-10-
004528
郵局劃撥：戶名：淡江大學成人教育部推廣教
育中心，帳號：125-1111-1
★此課程不接受刷卡繳費。

退費規定

因個人因素不能參加者，報名繳費後至活動開
始日前申請退費，可退還已繳交費用之九成。
自活動開始日起算未逾全期1/3申請退費者，退
還已繳交費用之半數。
活動開始已逾全期1/3者，不予退費。若本部取
消活動，將全額退費。
申請退費請檢附收據正本，未依照規定或逾期
申請者，恕無法辦理退費事宜。
★凡遇颱風等不可抗拒之天災時，恕不補課。



招生對象
本研習班以招收國內中學生(14-18歲)為主。

活動日期
2016年7月4日(星期一)至7月23日(星期六)，共計3週。

研習地點
淡江大學淡水校園(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住宿
安排於淡江大學淡水校園內之松濤館宿舍，4人1間，
每位學員均有機會與海外青少年共同住宿，以達成
全英語環境之目標。

餐飲
於活動期間供應每日三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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