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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摘要 

為因應 21世紀教育國際化潮流，臺灣國際教育旅行聯盟多年來戮力推 

動及鼓勵學校國內師生實際參與國際交流，並透過國際教育旅行機制之建

立，每年持續辦理臺韓兩國國際教育旅行，本於誠信、平等、互惠原則，

互相邀請進行交流活動，藉此，拓展我國師生國際視野，也促進外國學生

來臺教育旅行，達成國際教育交流目的。 

這次赴韓國教育旅行參訪係依據教育部中小學國際教育白皮書，並應 

韓國教育旅行協會邀請台灣教育人員而舉辦，主辦單位為教育部國民及學

前教育署，臺灣國際教育旅行聯盟總會 (國立臺中文華高級中學)負責承

辦，由國教署高中職組李秀鳳組長帶團前往，參加團員包括文華高中薛光

豐校長等國內實際推動國際教育旅行教育人員計 15人，考察期間自 2014

年 1月 21日至 1月 26日計 6日。參訪地區包括：首爾、京畿道、江原道

等，行程包括參訪韓國高中等文教機構、與韓國高中進行教育交流座談、

歷史古蹟文物巡禮、本土特色文化體驗，及參觀自然生態城市景觀等。 

這次教育旅行參訪與交流活動，參與團員行前對此行任務與參訪對 

象都能夠積極深入了解，在豐富的行程中認真學習，不但學會用韓國話打

招呼，提升外語能力，大家也利用各種場合介紹韓國友人臺灣的自然與人

文，行銷台灣的優勢與友善，進行軟而有力的國民外交。這趟韓國教育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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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不但拓展參加團員的國際視野，也在交流互動之間增進臺韓兩國的友好

關係，而實際參訪的內涵更將對各個學校未來的國際化發展上更具有潛在

的影響。 

貳、出國人員名單(含服務單位及職稱) 

1. 李秀鳳，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高中及職業教育組，組長 

2. 薛光豐，國立臺中文華高中，校長 

3. 吳曉菁，台灣國際教育旅行聯盟，秘書長 

4. 黃秀霞，高雄市市立女子高級中學，校長 

5. 林恭煌，新北市立淡水高級商工職業學校，校長 

6. 黃火文，國立大甲高級中學，校長 

7. 陳沛郎，國立新營高級中學，校長 

8. 羅金盛，國立鳳新高級中學，校長 

9. 陳國祥，國立中科實驗高級中學，校長 

10. 粘淑貞，國立永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校長 

11. 陳啟聰，國立新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校長 

12. 戴旭彰，國立臺中女子高級中學，校長 

13. 周國生，國立埔里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校長 

14. 陳佩汝，高雄市政府教育局，科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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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劉朝芳，臺中市政府教育局，科長 

 

 

參、目的 

臺灣國際教育旅行聯盟自 2005年以來，因應 21世紀國際教育潮流， 

戮力推動及鼓勵國內師生實際參與國際交流，並透過國際教育旅行機制，

本於誠信、平等、互惠原則，每年持續辦理臺韓兩國國際教育旅行，互相

邀請進行交流活動。這次教育旅行參訪即應韓國教育旅行協會之邀請前

往，韓方期望臺灣對韓國文化、歷史、與社會發展有更多了解，雙方透過

交流互訪，建立友好國際關係。 

具體而言，這次參訪活動主要目的主要有以下:  

一、拓展我國教育人員國際視野，增進對韓國的了解。 

二、促進臺韓兩國教育交流，增進友好關係。 

三、透過多樣化參訪活動，行銷台灣，增進韓國人民對台灣認識與了解。 

四、國際交流與互動，了解國際趨勢，增進外語能力及國際禮儀，從觀察 

體驗中，提升國際能力與素養。 

 

 

 

肆、教育參訪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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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察日期：2014.01.21 ~ 2014.01.26 

   參訪地區：首爾、京畿道、江原道 

   參訪學校：首爾放送高等學校 Seoul Broadcasting High School、 

              蠶新高等學校 Jamsin High School 

 

一、行前功課： 

行前說明會於 103年 1月 8日假文華高中舉行，台灣國際教育旅行聯

盟總長薛校長介紹團員後，由參訪團團長教育部學前及國民教育署高中

職組李秀鳳組長主持。李團長就赴韓國教育參訪的目的說明外，特別指

出：韓國對邀請我們進行教育參訪是有所期待，在意我們對韓國文化歷

史的了解與定位，因此行程上安排了許多韓國的歷史探索、文化體驗、

及政治與社會的踏查，他們處事認真與積極，希望藉由兩國的教育交

流，使我們更進一步了解韓國並認同韓國。因此，期望大家在進行教育

參訪前，作好行前功課，多了解韓國文化背景、教育相關資料，以幫助

我們在實地參訪時，有個清晰的脈絡可循，不致於走馬看花。 

 

二、參訪交流過程 

第一天：1月 21日（星期二） 

本日行程：文華高中集合(11:00)→桃園國際機場(15:30)→韓國仁川

國際機場(18:38) → 高麗蔘雞湯嚐鮮 → 入華美達南大門酒店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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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 21日是台灣放寒假的第一天，機場人山人海。搭乘下午 3點

多飛機抵達韓國仁川機場後，開始感受到寒冷的威力，氣溫約在零下

四度。我國駐韓參事曹培林及韓國教育旅行協會副會長金朝寧及常任

理事崔正德及寫真作家崔庚子等人來接機。進酒店休息之前，韓方安

排品嚐高麗蔘雞湯，配著韓國泡菜，加上戶外強冷的空氣，喝碗熱騰

騰的湯，令人心滿意足。第一天行程就在濃濃的韓國味中進入香甜夢

鄉。 

 

第二天：1月 22日（星期三）       

本日行程：教育參訪(首爾放送高等學校)→社會探索(仁寺洞小街)→

政治與社會考察(青瓦台、迎賓館外景)→歷史探索(拜訪景福宮、國立

民俗博物館)→文化體驗(Miso-貞洞劇場)→聯歡會晚餐(韓式正餐) 

1.教育參訪： 

    首爾放送高等學校(Seoul Broadcasting High School)8:20 由

華美達南大門酒店(RAMADA)出發，行經南大門、明洞、羅德商

(LOTTE MART)，9:00抵達首爾放送高等學校(SEOUL BROADCASTING 

HIGH SCHOOL)。 

    韓國首爾放送高等學校出席者有梁漢錫校長(Han-Suk, Yang，

2013年 3月就任)、校監(即副校長)、研究部長等，首先由梁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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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詞，表達歡迎台灣國際教育參訪團蒞校考察，接續以簡報檔進

行學校簡介:首爾放送高等學校為國立學校，原為工業學校，於 5

年前改為目前校名，目前有 83位教職員工、520多位學生。全校分

為 4科每年級 7班，即放送科(照明音響等)、映像科(電影新聞或

MV)、動畫科及演藝科，其中演藝科為全國唯一。學校教育強調體

驗及實作，有廣播室、攝影棚、剪輯室(電腦教室)、動畫室等。 

時常邀請廣播電台蒞校製作，也邀請電影明星、燈光師蒞校專題

演講，並辦理照明監督研習活動，也鼓勵學生室外留影練習、音響

學習等。曾於 2013年動畫競賽(Animation Competition)學生作品

榮獲地方賽金獎及全國賽銅牌。 

    學校簡介後，校長引領大家參觀並進行交流座談，透過座談

了解該校及韓國相關教育制度，包括:該校採全國性申請入學，

50%筆試或面試，餘採計在校成績；學生以求職為主，學生目前

60%求職，經費多由政府補貼(惟可申請鄰近施工影響之補償經

費；多數學生以獎學金上課，故負擔學費較一般高校低)；通識教

育課程有 60%專科科目，40%為一般科目；學校課程必修科目由教

育部訂定，必選科目由學校訂定。 

2.韓國社會文化探索與體驗: 

    約 11:30，雙方進行禮物交換及合影後離開學校，前往仁寺洞



8 
 

小街(古董街)，參訪景福宮、國立民俗博物館，了解韓國古代相

關文物。國立民俗博物館庭院設有濟州島土地公有一對，左手朝

上表崇武，右手朝上表崇文；濟州島三多，多風、多石、多女

人；三無，無乞丐、無竊盜、無大門；大門三杆表一般，四杆表

守寡，五杆表官家；朝鮮崇拜朱子儒家；新羅 1000年，高麗 850

年、朝鮮 540年；欣賞民俗表演、高空行走、騎馬絕技等。 

3.韓國文化體驗(觀看美笑表演 Miso-貞洞劇場)： 

    體驗韓國文化及傳統藝術表演。來自春香的愛情歌曲，超越

羅密歐與茱麗葉，春香的愛情故事在舞台上結合美麗的韓國傳統

服飾、傳統國樂及傳統舞蹈，結合雜技及風俗，表演效果撼動在

場人心。其中雜技表演邀請來賓一起體驗及娛樂，有效促成台上

台下共同參與，尚屬成功及親近的表演模式。 

4.聯歡會晚餐-韓式正餐： 

    韓國國際教育交流協會出席者有閔興基會長、金朝寧副會

長、崔正德常務理事及相關高等學校校長。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

育署高中及高職教育組李秀鳳組長領隊，薛光豐副領隊，及吳曉

菁秘書長、二位教育行政人員、四位高職校長、六位高中校長，

計 15人出席。韓國國際教育交流協會閔興基會長代表致詞，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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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台灣的教育考察團，也期待未來雙方的國際教育能持續且深

化交流。20:50晚宴結束，返回酒店休息。 

 

第三天：1月 23日（星期四）  

本日行程：古蹟探索 (水原華城) → 文化體驗(龍仁韓國民俗村) → 

滑雪體驗(Alpensia渡假村滑雪館) →貴族民宿體驗 (江陵船橋莊)  

1.參觀水原華城 

    8:20車從華美達南門大酒店集合出發前往水原華城，抵達後，

有些小失望，因為水原華城已經被認定為世界文化遺產，但不如想

像中的規模和壯觀；或許是現代化的需求，馬路穿腸剖腹而過，僅

繞行城牆，猶如小型萬里長城，但背景卻是現代化的建築，高樓大

廈林立，公車穿梭其間構成奇特的現象。 

2.龍仁韓國民俗村 

    匆匆別過水原華城後，驅車來到龍仁韓國民俗村體驗韓國文

化；龍仁韓國民俗村佔地頗廣，本次考察團雖沒有全部勘察與體

驗，卻可以感受到李朝時期不同階層人民的生活模式，從『農者天下

之大本』的農家生活開始，到一般的民家、藥舖、私塾、鐵舖、官舍

直至有九十九間房屋的兩班家，相當的精緻生動；民俗節目的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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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相當精彩〈農樂、走繩、馬術〉。體驗過龍仁韓國民俗村後，發

現，韓國雖再三強調，它是個單一民族，並極力和中國切割，但從

其受儒家深遠影響在生活細節處處可見，非民族自尊可斷然阻絕。 

3.滑雪體驗 

    中午在民俗村內享用石鍋拌飯試飲『馬格利』〈韓國傳統酒，與

我國的原住民小米酒很類似)。飽餐後一路趕車往江原道出發，因為

下午的行程為 Alpensia度假村划雪，感覺上路程較遠，故車行不久

團員們紛紛閉目養神；划雪首重裝備，雪衣雪褲和雪鞋、護目鏡、

防水手套等均在相關租借商店或購或租借，備齊後已是夜暮低垂，

用過晚餐後，團員們摩拳擦掌準備大顯身手，經由教練的講授再由

薛光豐總會長的親自示範下，夥伴們似乎各個胸有成竹迫不及待想

一試身手，不多久，團員們便使出渾身解數表演各式的翻筋斗，唯

不改教育工作者堅持的性格，一試再試，多數團員均能享受在速度

中維持平衡的快感，滑雪場結束滑雪活動，趕了一段好長距離，夜宿

江陵船橋莊。 

 

第四天：1月 24日（星期五） 

本日行程：考察江陵船橋莊 → 南怡島 → 參訪蠶新高等學校。 

1.江陵船橋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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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一晚抵達江陵船橋莊時已近深夜，今日清晨夥伴們進一步了

解江陵船橋莊戶外的環境設置及規劃。江陵船橋莊除是韓屋住宿處

所，更是一韓國傳統文化體驗館，包含傳統的兩班貴族韓屋（硯池

堂、東別堂、西別堂、外別堂、行廊房等）、草房、煮味齋，尚有松

野院可享受自然、活來亭體驗茶藝、可提供會議用之教育館、傳統

文化展演之體驗館等等。                       

2.南怡島 

    12：45搭船至南怡島：有目的性的培植觀光資源，團員們體驗

在地北國雪地風情南怡島位於首爾至順川 63公里處，長長的道路兩

側種植著美麗街樹。小島距離順川不過 30分鐘，前往首爾也僅需 1

個小時，因為距離便利且規劃完善，成為觀光景點。南怡島上的電

線全都埋在地下，島上看不見任何電線桿，自然景觀完整且真實地

呈現在遊客眼前。14萬坪的南怡島綜合修養地四周種植著蒼鬱的栗

樹等，島中央還有一片寬達 8萬坪的草地。 

    2001年電視劇<冬季戀歌>在南怡島取景拍攝後，更是大大打響

知名度，包括來自台灣、日本、中國、東南亞各地的觀光客絡繹不

絕湧入，讓這裡變身成為著名的文化觀光景點。島上設有研修教育

場、野營露營場、游泳池以及摩托艇和衝浪等水上遊樂設施，是江

原道多元規劃的觀光聖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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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育參訪：蠶新高等學校(Jamsin High School) 

    15：30抵達蠶新高等學校，團員與校方積極交流，請教教育問

題，參訪設施。校長原任科學教育館館長，於去年至該校就任。接

待過許多台灣教育團體的參訪，對台灣教育很有興趣。 

    學校係屬一般高等學校，學生係經由分發入學（國中成績非頂

尖），相較於科學重點學校等特殊高等學校學生以考試入學而言，學

校整體升學率佳（102年全校三年級約 400餘位學生，104人進入國

立大學）。 2009年榮獲韓國教育部指定科學重點推展學校、百大教

育課程優秀學校，2010年榮獲科學教育優秀學校，2013年榮獲教育

課程優秀學校、修學旅行/修煉教育之優秀學校。 

    該校學生入學，第一次來源為 50%名額供第一志願申請學生抽

籤，第二次以地域方式收學生。 學校創校至今已有 14,863名畢業

生，目前係男女分班合校，計有 45班 1,409位學生(男 785，女

624)。一年級普通班 10班，科學重點班 2班；二年級人文班 8班，

理工班 4班，科學重點班 2班；三年級人文班 9班，理工班 4班，科

學重點班 2班，職業班 1班。另有 3班特殊班。該校雖為一般高等學

校，但升學率佳，102年有 104人進入國立大學。 

    該校教職員編制為，校長 1人（綜理學校行政及教學）、校監 2

名（主管教育、課程、學生生活輔導）、教師 86名、行政職 14名（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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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聘任而非政府聘）。 

    學校空間包含教室、圖書館、體育館外，尚有學生食堂、科學

數學專科教室、第二外語教室、特別室、自律學習室等。 食堂為獨

棟建築，設有營養師規劃午餐內容，由學生繳費，以班級為單位分

批至食堂用午餐。 

 

※特色課程包括: 

(1)課後輔導課程：針對未來欲發展學科，學生自由申請參加，參加者 

將嚴格管制出缺勤，辦理時間為每年 3月至翌年 2月。每班 8人，有英

文、數學、科學等，亦有專屬補救教學教室。時間為 16:00-18:00兩

節課，師資來源為學校教師。 

(2)自律學習課程：目的在以自主學習取代補習班教學。以學生留校自

習方式辦理，學校設有可容納 300人之自律教室，學生自由申請參

加，參加者有固定座位。自律教室開放時間有 3段時間 18:00-19:30、

19:40-21:00、21:10-23:30，前兩節由教師（領有加班費）協助，第三

節家長自主協助，尚有結合大專學生志願服務機制，該校畢業生返校

協助。 

(3)外國語教育課程：鼓勵學生修習，每年辦理各項競賽活動，教材為

學校自選，非官方規定版，可依學生程度教授。外語教育特色中亦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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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漢字的教學。 

(4)獨島教育：加強學生國家領土的觀念，校內設置有獨島相關資訊的

專區，以培養學生愛國的概念。 

 

 

 

※教師聘任制度 

教師在單一學校任期至多 5年，任期屆滿即需轉換學校，倘因優秀學

校欲保留該師，至多亦只能 5年。 

 

第五天：1月 25日（星期六）  

本日行程：考察清溪川、光化門 → 南山首爾塔→南山韓屋村 →中

央博物館 → 韓台教育交流會 

    頂著零下 8度的天氣，大夥兒顯然已適應零下氣溫，精神抖擻、

神采奕奕的展開今天的教育與文化參訪。 

1.考察清溪川 

    清溪川位於首爾市區，沿著首爾街道潺流而下，全長 5.8公里，

沿著溪流兩岸規劃成為人行步道，沿路共有 20多座具有特色的橋

樑，是首爾人自豪的景點，清溪廣場自然也成為首爾市重要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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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點。根據導遊介紹，清溪川原為自然溪流，遭日本政府以高架橋

埋斷，復經韓國總統李明博任首爾市長任內提議復原，花費約 6300

億韓幣將高架橋全面拆除，重新整頓溪水，讓清溪細水長流再現。 

    清溪川附近美術館、博物館林立，韓國將軍李舜臣將軍銅像屹

立街頭，銅像前刻鑄著：「忠武公李舜臣將軍像」，緊接著是世宗大

王銅像，文武銅像前後輝映，顯示當代韓國人民對於他們心目中兩

位偉大人物的尊敬。驚見廣場邊花台上種植的花，因為天寒地凍，

被草衣覆蓋保護著，展現人們對花草的尊重與愛護。 

2.考察南山首爾塔 

    氣象預報真準，果然下起雨來了，細雨中走訪南山首爾塔別有翻

風味。搭乘沿著市街山壁而建的透明電梯車緩緩而上，這座透明電梯

於 2009年修建完成，減輕爬坡道之苦；接著換乘 48載量的空中纜車，

大約 3分鐘的纜車時程抵達南山，再延著步道階梯拾級而上山頂，雨

中的南山多些朦朧美。 

    南山首爾塔是韓國旅遊聖地，據說首爾塔是不少韓劇的拍攝場

景，包括「流星花園」、「我叫金三順」等都來此拍攝過，南山更營造

許多浪漫愛情景觀，包括懸掛樹上的情侶鎖、斜折的愛情椅等，讓旅

遊充滿趣味與想像。緊接著搭乘電梯上首爾塔，更可以 360度俯瞰整

個首爾市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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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爾塔於 1980年起開放，不僅是首爾的象徵，更是眺望首爾市區

景觀的最佳去處。在首爾塔全新裝潢並更名為 N首爾塔後，更是擺脫

了老舊的外觀，以嶄新面貌示人，於 2005年重新開放。首爾塔每面玻

璃窗上都寫有世界知名城市和街道的名字，塔上提供餐廳、藝文展演

等，展望台不免俗的提供各式小禮品販賣。 

 

3.考察南山韓屋村 

    離開南山首爾塔不到 5分鐘車程就到南山韓屋村，韓屋村座落於

首爾市現代高樓大廈之間，新舊間相映成趣。根據導遊介紹，這些傳

統的建築，曾住過當時國王的女婿、銀行官吏等，政府特地將這些傳

統建築從外地搬運過來，重新整理後對外開放，提供現代人民絕佳懷

舊與教育功能。參觀整個韓屋內部擺設，聽著導遊介紹當時屋主不同

身份的傢俱及各種生活方式，讓我們得以一窥朝鮮時代的生活型態。 

4.參觀國立中央博物館 

    下午來到國立中央博物館，這是一座 3層樓的建築物，一樓展示

館區分為史前、古代館及中世紀、近世紀館，二樓為捐贈館及藝術

館，三樓為亞洲館及雕刻、工藝館。史前、古代館是透過各時代具有

特色的文物展覽展現出韓國文物起源和發展過程，從舊石器時代到韓

國統一新羅、渤海時代，呈現 8730件文物；中世紀、近世紀館是按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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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和主題分別展出高麗及朝鮮時代的歷史和文化遺產；捐贈館是陳列

以個人收藏品捐贈作為社會公共文化財產的作品，展出 1400多件文

物；藝術館展現韓國傳統藝術文物，展出 300多件作品；亞洲館以了

解亞洲文化的共同性和多樣性而規劃的空間，在 5個展廳中展出 830件

文物；雕刻、工藝館則展現韓國佛教雕刻及工藝品，在 7個展廳中展

出 710件文物。  

    參觀過程中人潮鼎盛，也看到教師帶著小學生參觀後正在填寫學

習單，學習單印製非常精美且切合展館主題內容，還包含動手作等，

詢問了導遊，確認這是免收門費的博物館，學習單也國立中央博物館

印製發送給教師帶領學生參觀後學習用的，這是值得肯定的做法。因

為免費自然能夠吸引民眾及學生進入博物館參觀，社教功能就達到

了；因為是館方編製學習單，學習內容自然緊扣文物意涵，教學資源

及學習內容更豐富了，這不就是博物館提供給學校的最佳資源嗎？ 

5.教育交流 

    晚上進行韓國、臺灣教育者交流會，首先，韓國教育旅行協會會

長閔興基致詞，他先以華語「大家好」問候大家，博得滿堂彩，也拉近

了彼此的距離，閔會長接著表示，從電影「紅色圍巾」到電視「大長今」

引起台灣人對韓國的認識與關注，去年韓國男演員到台灣後介紹台灣

美麗風景，帶動韓國人去台灣觀光的熱潮，現在到台灣機票一票難



18 
 

求，台灣鳳梨酥更是韓國春節熱賣禮品，但是這些感性的關係很容易

消失，兩國要能有持續性的關係必須仰賴教育交流，因此期望透過在

韓國訪問的教育經驗，讓韓國成為台灣的國際教育夥伴。 

    交流會進行中，韓國很貼心的安排 7位翻譯教師分坐在韓、台校

長中間，以利大家交換意見與心得分享，這是很值得肯定的做法。從

與韓國校長交談中，了解到韓國教育政策與學校經營的實務，我們也

適時行銷台灣的政策與做法，達到雙向交流的務實目的。 

    因應台灣將推動的 12年國教，請教她韓國在推動學區高中後，如

何掌握初中（台灣的國中）教學品質？她說，在初中三年級國家會進行

一次考試，如果學校考  試成績不理想就會影響到全校教師薪水之中

的獎勵金，因為韓國政府將學校教師獎勵金分成 A、B、C級，學校的

績效決定該校教師的獎勵金等級，因為這是全校教師一致性的獎勵

金，所以全校教師必須一起努力；另外，學校內部教師之間也有個人

不同的獎勵金，學校會組成評鑑小組來決定每個教師的個人獎勵金。

韓國將學校績效、教學績效決定獎勵金的做法的確值得思考與借鏡。 

 

第六天：1月 26日（星期日）  

本日行程：參觀三八線→中國城→松島國際都市車窗觀光 →仁川大橋

體驗 →返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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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參觀三八線 

    今天是旅程最後一天，主要行程是往北到南韓最北邊界，參觀韓

國近代史上著名的兩韓停戰協定線~ 北緯 38度線。 

    早上 8點大家啟程從飯店出發，車往北沿著臨津江向前行即可到

達兩韓停戰協定的板門店。左側馬路沿線都以鐵絲網隔離，禁止人民

穿越逃跑，當地人稱是民禁線，過了鐵絲網就是北韓。視線穿越更遠

一些可見光禿禿一大片的山，但旁邊的山群卻又是長滿了樹木，據導

遊說山變得光禿禿的原因可能有二，一是北韓政府怕人民逃跑，砍光

樹木可以讓逃跑者無藏身之處，容易逮著；第二個說法是砍下來當材

燒了。我想就務實觀點，應該兩者皆有吧! 

    北緯 38度線，其實就是兩韓戰爭留下的歷史紀錄。1950年 6月 25

日十幾萬北韓軍隊越過 38度線入侵南韓，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隊和

有中國與蘇聯軍隊支持的北韓爆發歷時 3年多的韓戰，雙方損失和傷

亡慘重，終於在 1953年 7月 27日在位於 DMZ(Demilitarized Zone)的

板門店(Panmunjeon)簽署停戰協定，結束戰爭，雙方以北緯 38度為分

界線，並各退讓 2公里成為 DMZ ，也就是非軍事武裝區。  這場戰爭

不但使朝鮮半島變成廢墟，更惡化南北韓關係，並寫下今日南北韓分

裂的悲劇。 

    遊覽車到達 DMZ區內，必須改搭專有的巴士，司機和當地警衛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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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車盤點人數，過橋時即使在車上也禁止照相或攝影。DMZ地區過去由

聯合國部隊及韓國軍方控管，但現在大部分已開放觀光，並且成為重

要的觀光資源。 

    今天第一站，我們參觀都羅山火車站，號稱是南韓的最後一站，

也是通往北韓的第一站，外觀看起來相當新穎且現代化，但一天只有

兩班車，開往北韓開城，站內不見候車旅客，都是觀光客，我想這車

站如果在台灣應該會被諷稱為蚊子館吧! 

    第二站是都羅山瞭望台，這裏是距離北韓最近的瞭望台，用肉眼

即可看到北韓開城。這裏很特殊的是地上畫了 一條黃色警戒線，未過

這條線，可以拍攝照相，但過了這條線就都不准拍照。另外，在下車

處即可看到前方建築物牆面最上方分別以韓文、漢文、英文、及日文

書寫著 " 分裂的終點，統一的起點 "， 似乎告訴世人，他們都很想

統一，有心結合，而且已經做好準備。但基於對韓國人的認識，我們

認為韓國人基於強烈的自尊心，長期分裂的兩方政府要能坐下來輸

誠，相互交好，應該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吧! 

    離開瞭望台，我們前往第三地道，地道入口豎立著 " DMZ "大字的

紀念館。另外有裂成兩半的球做為紀念碑，象徵南北韓人民力推統一

的決心。第三地道是 1978年所發現的地道，韓戰後，北韓仍處心積慮

入侵南韓，暗中開闢了多條地道，企圖攻毀南韓中心地帶。這一條地



21 
 

道總長 1635公尺，高和寬都是 2公尺，每小時可通過 3萬名士兵，由

於距離首爾僅 52公里，可以想見若一旦啟動戰爭，對南韓的破壞將有

多大! 所以，它也是所有地道中對南韓威脅最大的一條。 

    在 DMZ的最後一站是臨津閣，這裏可以說是 DMZ的入口，區內有統

一公園，自由之橋，也稱為不歸橋，還有拜望台、開往南韓的最後一

輛火車等景點。在這裡可以看到五顏六色的長絲帶上寫滿了韓國人民

對統一的期望，拜望台前想像每年過年韓國人向北遙寄思鄉之情，何

等悲戚與無奈，這一切也讓人感受戰爭的無情，政治人物的殘酷，以

及無辜生民的悲哀! 

    離開 DMZ，結束 38度線的參觀，體驗過去歷史一幕幕重現眼前，

歷史事件雖已成過去，但戰爭所留下的記憶卻充滿傷痛，韓國是如

此，古今中外歷史上無數次的戰爭不也如此! 歷史，永遠是人類創造

幸福最好的教材;但，追求絕對權力的野心卻常常在歷史的巨流中不是

迷失自己，就是找到他自己要走的路 ! 

2.中國城巡禮 

    中午驅車到仁川附近的中國城用餐，這個地方隨著時間演進，中

國僑胞已大幅漸少，中國菜也不甚道地，用完餐，往仁川機場準備搭

機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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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考察心得 

一、推動愛國教育 

    參訪之學校門口展示獨島照片(日本稱竹島)與解說，強化學生

對國家領域觀，且朴校長的簡報及實際校園參觀中，皆強調其愛國

教育的推動。首爾南山有韓國人尊為四指將軍民族英雄安重根紀念

館，內有安重根的遺書，經常有中小學老師帶學生參觀，藉以實施

愛國教育，韓國人有強烈的民族意識與國家認同與愛國教育有關。

據悉，韓國人愛用國貨，產業競爭力強及民族優越感等，都受愛國

教育之影響。 

二、學校轉型成功經驗 

    第二天參訪首爾放送高等學校，22年前為工業學校，因學校地

勢高，不利招生及發展，於 5年前轉型為放送學校，為全國第一所放

送高等學校，培育廣播及演藝界人力及人才。轉型之初，校內專業

能力及專業教師人力不足，則引入外界資源以增進教師專業能力及

人力。首爾放送高等學校轉型相當成功，招收之學生素質大幅提

升，其轉型成功經驗，值得我們思考及借鏡。 

三、教師獎勵金分級與教師流動 

    韓國政府將學校教師獎勵金分成 A、B、C級，學校的績效決定該

校教師的獎勵金等級，同時，學校內部教師之間也有個人不同的獎勵



23 
 

金，以激勵老師重視學習成效，學校會組成評鑑小組來決定每個教師

的個人獎勵金。韓國教師每五年須流動換校，校長依教師服務表現，

可以給予留任一次，教師在同一所學校服務最長期限為十年。教師流

動，刺激教師成長及降低教師倦怠感，同時賦予校長對教師之管考

權，對於不適任教師，校長可以反應給教育主管單位，使教師不因過

度保障而專業停滯。韓國將學校績效、教學績效決定獎勵金的做法的

確值得思考與借鏡。 

四、學校自主性高，行政人員精簡 

    以規模 45班 1,409位學生之高等學校，計校長一人、校監 2名

（主管教育、課程、學生生活輔導）、教師 86名、行政職 14名（由

學校聘任而非政府聘任），組織員額只有 103人，相較於台灣 45班規

模之高中，員額約 150人(高職編制更多)，工作負擔顯然輕鬆多了，

又是政府銓敘有保障。 

五、開辦自律學習至晚間 11:30 

    重視學生自主學習，學校提供教室供學生自律學習，由家長或

教師陪同至深夜，可見韓國學生之學習壓力不輕。 

六、中央博物館支援教育 

    配合教育需求免門票，並提供學習單，以利教師帶學生參觀進行

學習課程。學習單印製精美切合館展主題，還包含動手作等。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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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費能吸引民眾及學生參觀，達成社教功能；由館方編製學習單，學

習內容自然緊扣文物意涵，教學資源及學習內容更豐富，博物館提供

學校最佳資源，值得肯定。 

七、強烈的民族性格 

    韓國雙語標示少，許多地方全部韓文，沒加英文標示，這與我國

雙語化、國際化顯然有落差，外國人看起來固然不便，但從中可以感

受到強烈的民族性格，及國家的認同感。 

八、語言能力紮根 

    在中央博物館和小學生交談，發現小學生英語溝通的意願及能

力最好。學校參訪時因部份學校有中文(漢語)課程，所以能與中文

教師交談，學校的行政主管則較不使用英語，這與朴校長在其簡報

中，曾提及發展國際領袖為其教育目標之一來看，可知韓國英語溝

通能力隨年齡而遞減，因其培養「國際領袖」的企圖及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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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建議 

一、行前學習簡單韓語有利台韓交流 

韓國雙語標示少，許多地方全部韓文，沒加英文標示，團員韓語

不通，韓國人英語亦不佳，增添溝通的困難，行前如能事先學習

些簡單韓語，有利台韓交流。 

  二、環境教育融入教學提升學生環保意識 

       韓國學校相當重視環境教育，維持校園環境整潔，本國倘能將環境 

       教育理念、實務融入教學，將有利於提升學生愛校愛家園之環保意 

       識。 

團員江陵船橋莊前合影 

  訪問首爾蠶新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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