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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臺中市與吉林互為姊妹市，雙方皆已環境優良，適宜人們居住的城市而著稱。臺中

市長胡志強曾於 2009 年率團前往吉林訪問，對於吉林留下深刻的印象，並允諾加強雙

邊經貿文化交流。2013 年吉林市教育局多次力邀臺中市教育局前往參訪，經過多次的

雙邊合作討論規畫下，本次臺中市與吉林市校際交流活動拍板定案，以相互派遣國小

學童至雙方城市，並深度了解體驗當地不同的文化形態，以達到交流之目的。 

 臺中市教育局由吳榕峯局長率領局內同仁，並選定永寧國小與省三國小師生為國小

學童代表，就雙方國小教育制度、方法和文化做深度的瞭解和體驗。時間訂於 2014 年

01 月 20 日至 01 月 27 日，共 8 天 7 夜。此季節為東北地區大雪紛飛的冬季，就臺灣四

季如春的寶島而言，實屬一難忘的體驗和回憶。 

 本次學生從挑選，組訓到前往吉林市小學做雙邊交流，都是一個全新的感受。學生

須交一個朋友、到學伴家吃一頓餐、借住一宿、共上一次課、共同完成一件作品、結

伴校外教學一次、互贈一份小禮物。這些都是課堂上未有過之教育，也是臺灣學生未

有所聞的活動。面對凜冽的寒風，酷寒的低溫，冰潔的白雪，不同的口音，脫離熟悉

的生活，臺灣學生一次次了解到這個世界之大，有了不同的眼界，不同的思考，也有

了更多學習上的啟發，知識的增長。 

 透過這次活動，雙方對於彼此更加熟悉，也希望將來可以有著更多文化與教育上的

交流，相互的增長與進步。並期盼吉林地區學生也可以早日至臺中市這個城市做相互

的深度文化交流，讓雙方學童都可以再度相見，並讓吉林學生體驗臺灣人熱情、活潑

的一面，更助於雙方城市的各項發展與進步，使得雙方都可以提升彼此競爭力，在國

際上展現精彩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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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員名單： 

 
本次由教育局吳榕峯局長領軍，率領教育局及秘書處同仁，以及惠文高中、大墩國

中校長、永寧國小與省三國小師生，外加上大英百科公司董事長與專員，合計 62位，

團員名單如下： 

編號 單位 職稱 姓名 性別 

1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局長 吳榕峯 男 

2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副局長 葉俊傑 男 

3 臺中市政府秘書處 副處長 吳超男 女 

4 臺中市政府秘書處 科長 盧瓊后 女 

5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科長 林琬琪 女 

6 大墩國中 校長 涂文雪 女 

7 惠文高中 校長 劉欽敏 男 

8 賴厝國小 退休校長 林俊彥 男 

9 惠文高中 教務主任 舒富男 男 

10 惠文高中 秘書 陳兆臨 女 

11 大肚國小 護理師 劉慧萍 女 

12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專員 謝瓊雲 女 

13 省三國小 校長 林美智 女 

14 永寧國小 校長 游玉芬 女 

15 永寧國小 學務主任 康偉亮 男 

16 永寧國小 訓育組長 巫艷秋 女 

17 永寧國小 資訊組長 陳建源 男 

18 永寧國小 出納組長 鄭雅韻 女 

19 永寧國小 幹事 陳貫中 男 

20 永寧國小 老師 陳芬玲 女 

21 永寧國小 老師 李秋娟 女 

22 大英百科 董事長 林文寶 男 

23 大英百科 專員 李祖瑄 女 

24 省三國小 教務主任 林淑玲 女 

25 省三國小 級任老師 黃薇如 女 

26 永寧國小 學生 張祐綸 男 

27 永寧國小 學生 蔡宇翔 男 

28 永寧國小 學生 林俊明 男 

29 永寧國小 學生 卓秉則 男 

30 永寧國小 學生 李奕達 男 

31 永寧國小 學生 許宸瑋 男 

32 永寧國小 學生 王博誠 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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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單位 職稱 姓名 性別 

33 永寧國小 學生 李維 男 

34 永寧國小 學生 洪子濠 男 

35 永寧國小 學生 紀勁維 男 

36 永寧國小 學生 陳昱安 男 

37 永寧國小 學生 卓明宏 男 

38 永寧國小 學生 陳廷毓 男 

39 永寧國小 學生 陳翊文 男 

40 永寧國小 學生 王薇珊 女 

41 永寧國小 學生 尤壹瑩 女 

42 永寧國小 學生 林明秀 女 

43 永寧國小 學生 陳昱妏 女 

44 永寧國小 學生 王愷薇 女 

45 永寧國小 學生 洪子涵 女 

46 永寧國小 學生 黃貫恩 女 

47 永寧國小 學生 蘇則宜 女 

48 永寧國小 學生 王語瑄 女 

49 永寧國小 學生 許雅琳 女 

50 立體書導覽員 學生 黃筠善 女 

51 省三國小 學生 蔡宗育 男 

52 省三國小 學生 王昱皓 男 

53 省三國小 學生 牛楷 男 

54 省三國小 學生 姚子仁 男 

55 省三國小 學生 邱胤傑 男 

56 省三國小 學生 吳少軒 男 

57 省三國小 學生 張弘懿 女 

58 省三國小 學生 林芳瑜 女 

59 省三國小 學生 王予彤 女 

60 省三國小 學生 吳芓璇 女 

61 省三國小 學生 陳宥蓉 女 

62 省三國小 學生 甘絜瑄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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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目的 

  提供文化背景不同學生多樣化之學習管道，以增進生活經驗，感受不同學生多樣化

之學習管道，以增進生活經驗，感受不同地區人文傳統、風俗習慣、思維方式、行為

準則、生活方式、理想信念、學習氣氛、教育理念等各個方面的異同。 

藉由不同文化背景與生活之體驗，擴展學生學習領域。 

透過互訪活動，促進校際文化交流，發展學生人際關係，促進兩岸學子之交流，擴增

學生國際視野。 

貳、 過程 

第一天（2013/01/20） 

 依吉林省吉林教育交流團的邀請，全體團員於 12:20分搭上中國南方航空的班機直

飛長春，約略 16時降落長春機場，從窗外看去，靄靄白雪覆蓋大地，機上廣播機外溫

度為攝氏-17度，全體開始穿上厚外套，迎接與臺灣不同的天氣。凜冽的寒風中，吉林

市教育局長率領著臺辦馬主任、趙處長等人來機場迎接我們，此等熱情使我們備感溫

馨，忘卻了旅途的疲累以及對於寒冬的不適應。 

 入住酒店後，由吉林市臺辦舉辦歡迎晚宴，介紹吉林市教育界長官貴賓，以及本次

活動陪伴左右的臺辦同仁，並互道歡迎詞，期許本次活動圓滿成功，並加強雙邊合作，

持續推動臺中與吉林的教育文化交流。經過一日的舟車勞頓，面對豐盛的佳餚，大家

大快朵頤了起來。會後，學生領取這幾日會用到的保暖裝備，並在老師的安排下分配

房間，早日休息為明日正式開營儀式做準備。 
 

第二天（2014/02/21） 

 一早，來到吉林第一實驗小學參加「吉林市、臺中市小學生冰雪體驗營」開營儀式，

由當地第一實驗小學陳久文校長、學生致歡迎詞，並由臺中市吳局長與吉林市教育局

陳局長共同授予營旗，並宣佈本次冰雪體驗營開營。學生們藉此機會，除了了解自身

分組，並與自己結對子學伴展開相見歡。初次見面，臺灣小孩有些靦腆害羞，反倒東

北小孩相當熱情，迫不及待與學伴們交流認識，並參觀第一實驗小學教室與校園，校

地不大，卻容納兩三千名學生，因此走廊也是教學佈置的一環，除校園之星展示典範

學習，並有學生硬筆字的優秀作品展示，值得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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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觀完學校的校史館後，大夥來到第一實驗小學的東校，此為本次活動的主場地，

也是臺中市打破金氏紀錄的立體書展覽地點。在享用東校食堂的午餐後，孩子們興奮

的跑向戶外，準備開始雪地活動，在當地學生的介紹下，玩起了冰上遊戲。這對來自

南國的我們，看到從未見過的白雪，都感到相當雀躍與興奮，紛紛加入打雪仗、滑雪

圈、打冰陀等活動。就連大人們也對這白色世界讚嘆不已，除了加入遊戲的行列外，

也拿起手中的相機，透過快門的開閉，記錄著這不同的體驗。 

 下午為分組活動的文體活動，其中一組先行參加立體書導覽，了解立體書作品特色

與製作的困難度，其餘兩組仍在外頭舉行冰雪活動。看到本次展覽破紀錄的立體書，

不論臺灣吉林的師生們都張大眼睛，豎起耳朵的聽著導覽，並細細觀賞著這難得的紀

錄，讓臺中的特色藉由立體書，跳脫以往的平面印象，活靈活現展示在吉林師生面前，

讓它們可以更加瞭解臺中，替未來的臺中交流之旅更添加幾分期待。 
 

第三天（2006/02/22） 

 今天要上兩種課程。早上，由吉林第一實驗小學老師上音樂課與體育課。在老師的

帶領下，先讓吉林學生聽臺灣民歌「蘭花草」與「那魯灣情歌」炒熱氣氛，再讓臺中

學生聽大陸兒歌「葉兒船」。老師先讓孩子們了解旋律和音符，再逐步帶入歌詞，並請

學生們發表對於此首歌的看法，使得學生可以更快熟悉這首歌。最後帶入學生與老師

們才藝表演，讓整個音樂課畫下完美的句點。之後移往體育館進行體育課，學生們在

此可以打乒乓球、籃球等。來自臺灣的小孩們各個身手矯健、生龍活虎，一個漂亮的

過人上籃得分贏得滿堂喝采，讓當地學生對於臺灣學生體育活動刮目相看，直呼臺灣

人打球好厲害。此外我們當地有種類似羽毛球的運動，叫做「毽子球」，是許多大人們

的最愛，在當地學生提點下，老師們紛紛上手，甚至開始比賽誰可以把球打得不落地，

玩得不亦樂乎，比學生還瘋狂。 

 下午，輪到臺灣的老師上課，在游玉芬及林美智兩位校長的帶領下，整個課堂充滿

笑聲。首先由游玉芬校長帶唱「我來自臺中市個好地方」接著，以「環遊世界找朋友」

身體接觸式的打破學生彼此陌生感，並炒熱了氣氛，之後有林美智校長指導紙飛機製

作，看到有些學生幾分鐘就完成了，有些人還在第一步驟，這時學伴的友誼之手伸出，

一起完成一項作品，並展開飛航試驗，選出飛的最遠的作品。最後以「你是我的花朵

臺中版」帶動唱，融入臺中市地標湖心亭、臺中港、太陽餅、清泉崗和吉林市黑木耳、

松花江，讓彼此的距離更加拉近，也讓小朋友們的互動更加親密。另外更有讓吉林學

生體驗立體書的製作，從發材料到製作，臺灣學生就變成了小老師或者是小幫手，協

助臺上的老師們一起教導學伴製作立體書，並且一起努力共同完成他，成為雙方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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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贈送這具有意義的手工書籍。這堂課吸引了臺辦的工作人員，更吸引第一實驗小

學老師的全程參與觀摩，他們直呼臺中市的老師教學活潑能抓住學生的注意力。最後

是陶藝課，由雙方小朋友共同完成一件陶藝作品，大家乃發揮巧思，同心協力的合作，

雖然這些作品不是什麼大師之作，也並非是個藝術品，但這項陶土作品可是兩方共同

的巧思，將雙方學生緊緊的牽繫著，讓友誼更加長存。 
 

第四天(2014/01/23) 

今天我們要去滑雪並且住學伴家，這是在臺灣沒有過的體驗。一早我們整裝待發，

準備體驗這個難得的運動。通往銘山綠洲滑雪場的路上，看到當地傳統農村被白雪覆

蓋著，宛如一幅畫般。到達目的地後，大家在老師們的帶領下，一一拿著雪圈，踏上

最高處，就像溜滑梯般的高速滑下，充滿著速度、刺激與尖叫。有些孩子一開始還有

點害怕，但隨著第一趟順利溜下來後，馬上衝去玩第二趟。雪上娛樂是臺灣不能體會

到的活動，讓大家一而再，再而三的享受飆速的樂趣。漸漸地，大家擺出各種不同姿

勢和串連動作，目的就是讓溜雪圈更加刺激，更加過癮；一個人玩不過癮，那就變成

五人，從接火車到梅花式，大家都體驗到了滑雪圈的樂趣。 

下午，安排學生們去堆雪人，一開始學生們還不大知道技巧，但在當地老師和孩子

的帶領和教導下，慢慢有個模型堆起來，漸漸地有成就感。之後又是刺激的打雪仗與

挖雪坑，讓在場的老師和學生們各個相當興奮，玩的不亦樂乎，並紛紛留影，記錄這

個難得的機會。 

傍晚時分重頭戲上場，寄宿家庭的家長紛紛來到，要到學伴家 homestay了，吳局

長感謝家長們的辛勞和付出特地致贈臺中市特產--太陽餅，並提醒臺灣學生到他人家

作客要有禮貌，若有問題要向對方反應。當天是東北地區所謂的「過小年」，家家戶戶

都需要包餃子，吃餃子過小年，學生們在寄宿家庭當中也體驗了當地不同的生活樣態，

並有著不同的過節氣氛。 
 

第五天(2014/01/24)  

 經過一日的學伴家生活，雙方學生感情越來越好，笑容也越來越開懷。一夜休息後，

今日主要為觀光行程。第一站為吉林博物館，此地展有吉林特色「浪木根雕」、「京劇」

及當地人文歷史外，最重要的是展有世界上最大的隕石。 

 浪雕為松花湖打撈出之木頭，原先已有一定的自然型態，經過工匠師的雕琢，成為

一座座巧奪天工的藝術品，每一項充滿高度的藝術價值。吉林此地也為京劇學院的發

祥地，中國近代有名的京劇大師皆出於吉林京劇學院的栽培和教育，故吉林也可為「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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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之鄉」。吉林的歷史發展甚早，從史前時代就有人居住，歷史上，此地為北方金人的

發祥地，後來演變成為滿人，「吉林」二字乃是滿語「吉林烏拉」而來，意思是沿江之

城，這條江就是吉林的母親河「松花江」，故又稱為「北之江城」。吉林隕石為 1979年

當地曾有大片隕石雨而留下的隕石，此在中國是一個大事件，當時科學家收集了許多

隕石作為研究，而有許多科學上的突破，至今吉林隕石乃是世界上最大顆的隕石。當

天開放在場人員可以觸摸隕石並留影，小朋友開心的和隕石合照，並觸摸著隕石，象

徵著「石」來運轉。 

 飯後，前往吉林的滿族博物館，參訪當地的滿族文化特色，看到滿人從周代就有活

動的紀錄，另經幾次族群遷移和整併，在宋代時由完顏阿骨打建立了金朝，曾經統治

過中國北方，日後的努爾哈赤更是打下了更大片的江山，其後代還建立了中國最後一

個王朝「清」。裡面除了介紹滿人生活習慣，也介紹了許多珍藏藝品以及滿人「薩滿」

宗教、生活習性等。當紅的清代古裝劇造型和排場成為眾人矚目的焦點，也解開了大

家對於滿族神秘面紗。 

 最後一個行程是前往吉林人逢年過節必去的景點「北山」，此為吉林省最大廟會所

在，距今歷史已有三四百年歷史，有著吉林最古老的寺廟與吉林最高的望遠處，大家

在此飽覽吉林市的風光外，也藉此了解了吉林人的宗教信仰與遊覽北山的寺廟群。 

 一天的行程乃就此畫下句點，晚上又是回到學伴家繼續 homestay，等待著明日家

長們自行規畫安排的吉林體驗活動。 
 

第六天 ( 2014.02.25) 

當天行程為學伴家長或單獨帶著臺灣學生安排活動，主要由當地學生家長自行規

劃，大多為參觀當地大型百貨商場或者是再次體驗冰上娛樂，甚至已有家長帶領孩子

們參觀吉林著名的自然奇景「霧淞」。當日屬於自由行程，主要是體驗當地的生活文化。 

 

第七天 ( 2014.02.26) 

 早上安排看霧淞的行程，霧淞為吉林自然奇景，與桂林山水、黃山雲海、長江三峽

並稱中國四大奇景，相當難得，其為由於江上霧氣中含有無數微小的水滴，在酷寒的

天氣裡，小水滴被極度冷卻，一接觸到溫度處於冰點以下的樹木，會立刻凍結，成為

純白冰晶，而大量凍結的冰晶即是霧淞，當地人又稱為「樹掛」。霧淞的產生不能是大

雪或是大晴天之日，但因接連幾日天氣太過晴朗溫暖，沒有霧淞，但臺辦人員認為姑

且一試，前往靠近發電廠地區欣賞霧淞。到達目的地時，我們運氣不錯，美麗的霧淞

在等著我們，看到整著樹上掛滿著小冰晶，整棵樹白茫茫又晶瑩剔透，實在好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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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望去，一排樹木接掛著冰晶，成為相當難得的霧淞奇景，讓整團師生又叫又跳，特

別興奮。 

 快門聲此起彼落，讚嘆聲不絕於耳，江城樹掛之美麗早就有所耳聞，所謂「讀萬卷

書不如行萬里路」、「百聞不如一見」，見到的當下真的相當的震撼與歡欣。老師協助學

生們記錄著這難得的一刻，並且將此刻的美麗盡量的保持在記憶卡中，但霧淞之美此

是你我三兩語可以形容?霧淞之美在當下只能意會，美麗已經不能用筆墨語言形容之，

一切的美好都留在你我的心中。 

 結束了美麗的霧淞之旅，回到學校，學生們除了把尚未完成的立體書製作完成外，

另一個重要事項為雙方簽署深化交流協定和合作備忘錄，以利在此活動之後，臺中市

與吉林市可以有更深度的交流，並且小學間可以有著更深化的教育交流活動。最後的

活動是文藝聯歡會，無論臺灣或者吉林的學生都卯足全力，將自己本身的十八般武藝

展現給在場所有師生家長們觀看，無論是唱歌、跳舞、變魔術，甚至是相聲或者是管

絃樂器吹奏，顯示著學生們的多才多藝，讓在場師生拍手叫好，讚不絕口，也為這幾

天的冰雪冬令營畫下了完美的句點。 

 這六天，讓雙方孩子們從陌生人便成為好朋友，離別前，臺中和吉林學生們離情依

依，除了相互留下聯絡方式，致贈禮物外，並約定暑假期間，換吉林學生前來臺中體

驗臺灣的生活。這份友誼是這群學生們一輩子最難忘，也是最美好的回憶之一，期待

有緣再相逢，我們彼此都會記著這難忘的體驗。讓我們相約在臺中，期待遠自北方的

朋友前來美麗的寶島，換成我們盛情款待，讓雙方都可以有著更美好的回憶。 
 

第八天 ( 2012.02.27) 

 拖著沉重的行李、疲憊的身軀，卻帶著滿滿的收穫和回憶，我們從嚴寒的東北返回，

終於踏上了溫暖的寶島─臺灣，結束了這八天短暫但驚奇難忘的深度文化交流之旅。 

參、 心得 

在全球化的知識經濟時代，國家競爭力的養成只有仰賴教育的力量，才能提升國民

的基礎能力及專業創造力。中國大陸在這幾年經濟突飛猛進，連帶著老百姓也重視著

知識教育。在一胎化的政策下，每個人都是父母的心肝寶貝，望子成龍，望女成鳳，

故對其期盼甚深，孩子們將來為了出人頭地，各個積極求表現。相較之下臺灣的孩子

較羞澀安靜，較少展現自身意見和才華，基此我們可以鼓勵臺灣小孩學習大陸積極進

取之行為，努力的表達自己。藉此機會，期盼兩岸可以有著更多的文化交流，讓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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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可以走出臺灣，看到他人的優點和缺點，進而學習且改正，不斷地使自我提升，才

能藉此更加進步。雙方就教育文化藉這次機會相互交換意見，更深度了解以利雙邊之

教育合作，踏向更美好的一步。 

肆、 回饋省思與建議事項 

(一)教育現場的教與學 

1. 參與交流的帶隊老師，問第一實驗小學學生:「兩岸的老師有何異同?」孩子答

說:「他們老師說話時，若有孩子舉手發言，他們會先聽孩子提問或發表完，

回答後再繼續，而我們則習慣老師先說完，孩子才發問」，另外，孩子又說:「當

我們調皮時，老師只需制止一次，便會遵守，而臺中的孩子則需制止多次。」

聽了孩子們的敏銳觀察結果，發現，老師無形中一直強調｢聆聽｣的重要性，而

忽略了｢說話｣能力，而吉林老師尊重學生的發言的行為，除了讓孩子增加說話

的機會，且老師的仔細聆聽，也起了｢身教｣的效果。 

2. 此次吉林之行，對岸孩子的口語能力，及臺上的泱泱大度令人印象深刻，當然，

那些參加此次冬令營的吉林第一實驗小學的孩子都是一時之選，表現當然不會

太差，但他們的年紀比我們的孩子還小，臺上風采卻遠勝我們，｢口說能力｣與

「勇於表現」態度的提升是我們學生要加強的。 

 (二)學校環境設備建置 

1. 吉林市冬季偏長，白雪覆蓋的大地雖美，但是，以好動學生學習的角度來看，

沒有操場，只能在室內活動場，籃球、羽球、鍵球全擠在一起，活動空間稍嫌

不足，相對的，體育運動能力遠不如我們的學生，這方面我們明顯優質更多。 

2. 校園環境的規劃與設備建置，除了實用功能，更在乎美學境教氛圍的營造，我

們的校園—溫馨角、閱讀角、談心角、校園公共藝術、校史圖騰…………，從

美學與境教布置，我們做得更周延與完善。 

3. 此次討論熱烈的問題尚有:「廁所要不要有門?」「為什麼要有門?」吉林學生如

此反問，風俗民情從小養成而後深化，有門?沒門?的確是個值得探討的有趣話

題。  

 (三)接待家庭安排 

1. 我們的學生到陌生的接待家庭，可能預見的困擾—想家、禮貌、待人接物、應

對進退..，雖然事前做足功課，但偶發事件無可避免，這考驗著平日生活教育

是否落實，幸好，從帶隊老師、學伴與接待爸媽，跟後續回臺後的家長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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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學生的禮節與獨立自主能力例如整理行李、自行吃藥等，讓大陸 home stay

的家長蔚為奇觀，大嘆不可思議了！且多所肯定。 

2. 感謝教育局的安排，學生完成七個一的目標:交一個朋友、到學伴家吃一頓餐、

借住一宿、共上一次課、共同完成一件作品、結伴校外教學一次、互贈一份小

禮物。藉由此次交流完成孩子的夢—愛學習*學習愛。整個過程，雖然狀況不

少，掉護照的、拉肚子的、想家痛哭的…，都成為孩子未來人生路上克服困難

的最佳養分。學生們在接待家庭成長了，老師們開眼界了，也體驗了零下 20

度的空氣沒那麼恐怖，因為，甜美的果實只給做好準備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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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檢附活動手冊 

 

 

 103 年度臺中市與中國大陸吉林市深度校際交流 

活動手冊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主辦 

 

 

目錄 

 

行前準備 

活動計畫 

活動行程 

名冊及住宿 

行前學習單 

景點介绍 

攜帶物品清單 

隨意手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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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年度臺中市與中國大陸吉林市深度校際交流活動行前準備 

日期 活動項目 內容 

1/15（三） 行前訓練及準備工作通知 攜帶高音直笛、立體卡片、筆記本 

1/16（四） 行前訓練 

時間:10：30-12：00 

地點:3F多功能教室 

發給行李標識帶 

1. 整理贈送之紀念品 

2. 禮儀訓練 

3. 表演節目訓練（請攜帶高音直

笛） 

4. 收回立體卡片 

1/17（五） 升旗臺授旗儀式 

1/18-1/19 個人行李物品整理 

1/20（一） 出發行程 

來回搭乘-機場專車 

04-22216288 

1.上午 07：00學校大門口集合、

行李總檢上車 

2.07：30出發前往市政府 

3.08：00長官上車、上高速公路 

4.預計 10：00到達桃園機場 

聯絡電話 國內：林美智校長 0937-295028 

      游玉芬校長 0928903953 

      康偉亮主任 0921488368 

      林淑玲主任 928-982627 

      黃薇如老師 933-538780 

臺灣打大陸專線 

林美智校長 

00186-183-580-51940 

『長 春』航 班 一 覽 表 機場送機人員：阿勇先生電話：0910-684874 

 

機    場 

集合時間 

１０３年０１月２０日（星期一）上午１０時２０分 請準時報

到 

機    場 

集合地點 

臺灣桃園國際機場 【*第 二 航 廈 ３ 樓*】 

中國南方航空 CZ  (中華航空代理) 團體櫃檯前 

月  日 週 行      程 航         班 出發時間 到達時間 

０１／

２０ 

第一天 

一 
臺北（桃園）

長春 

中國南方航空  

CZ３０５２ 
１２：２０ １５：４０ 

０１／

２７ 

第八天 

一 
長春 臺北

（桃園） 

中國南方航空 

 CZ３０５１ 
０７：５５ １１：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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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意 事 項 ＊】： 

１．長春目前溫度平均約－10℃～－20℃，請攜帶”厚外套和毛衣”等保暖衣物。 

２．大陸交通會因天氣或政府機關等關係，偶有延誤或更改，請旅客多加包涵及諒解！ 

３．國際航線規定請於飛機起飛前【２小時】抵達桃園國際機場辦理登機手續！ 

４．出入境臺灣，外幣超過美金 10,000元或等值之其他外幣應報明海關登記。新臺幣

60,000為限。人民幣 20,000元為限。 

５．於國外請遵守當地法律且勿受托攜帶任何物品。 

６．行李:以一大件不超過２０公斤及手提行李１小件為原則。 

７．請自備個人習慣性藥品、雨具、等用品。(大陸電源 220伏特電壓)。 

８．大陸打回臺灣電話：00+886+2【臺北區域號，0省略】+『要撥打之電話』。 

９．臺灣打去大陸電話：002+86+ 【大陸區域號，0省略】+『要撥打之酒店電話』。 

【旅遊須知】 

機場報到 請於飛機起飛前二小時至團體報到處集合。 

機場手續 

旅客請先佩掛好胸章、行李牌，以便識別。在機場，由送機人員代辦出

境及登機手續，分發護照、登機證，並再一次確認個人證件無誤，及注

意聽取領隊報告入關和登機手續，再各自進入登機檢查室。（旅客應於班

機起飛前 40分鐘，進入候機室候機。） 

行    李 

(1)托運行李應掛上行李牌，註明中英文姓名、地址、聯絡電話。 

(2)以一大一小為原則，大行李託運，小行李隨身攜帶。  

※托運的行李一定要上鎖，不管是搭飛機或搭火車，行李若沒上鎖，大

陸方面將不予托運。 

海    關 

(1)入境大陸，超出限制範圍的金飾、外幣、大型攝影機等貴重

物品都須申報。 

(2)請勿攜帶政治書籍、雜誌及光碟入境大陸。  

(3)出境臺灣，臺幣不超過 60,000 元，美金不超過 10,000 元（或

等值外幣），旅行支票不受限。  

(4)入境臺灣：人民幣不超過 6,000 元，不可攜帶生鮮水果入境。 

(5)打火機嚴禁攜帶上機，亦不得攜帶任何鋼瓶類之高壓物品

（如噴霧式髮膠）。 

(6)塑膠、玻璃瓶罐之藥品、乳液、香水等，須以透明塑膠袋裝

好，以利通關時檢驗。 

(7)水果刀、瑞士刀請勿隨身攜帶。  

免稅物品 

攜帶限制 

(1)入境大陸，金飾、外幣、照相機、貴重物品等都須申報。 

(2)請勿攜帶政治書籍和雜誌入境大陸；並不得攜帶古董及報紙出境大

陸。 

(3)自國外入境，規定滿 20歲准免稅攜帶煙酒一瓶（不超過 1公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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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支煙。即日起，禁 

止攜帶新鮮水果、人民幣入境。 

時    差 無時差。大陸統一以北京為標準時間，但在新疆實際上是比北京慢 2小

時。 

電    壓 大陸為 220 伏特，﹝臺灣為 110 伏特，高級飯店通常會設置 1~2

個 110 伏特插座﹞ 

貨    幣 

(1)中國大陸現行貨幣為人民幣﹝RMB﹞；1 元 RMB 約合 4.7 元臺

幣。 

(2)兌換人民幣可預先在臺灣銀行兌換，或下榻的酒店兌換；路

邊黑市多假鈔， 

切勿因小失大，惹來麻煩。  

(3)臺幣只在華南沿海一帶可用，主要還是使用人民幣較方便。 

(4)部分偏遠地區，如絲路、西藏、內蒙、香格里拉、九寨溝等

只接受美金現金 

兌換，最好預先在大城市兌換好。  

藥    物 
平常有服用的習慣性藥物，如高血壓藥、腸胃藥、感冒藥等等，

請記得攜帶。 

飯    店 房內有熱水供應，自來水不能生飲，浴室備有肥皂、洗髮精、毛巾等，

但牙膏牙刷請自備。 

餐    飲 

早餐均安排飯店的自助早餐或桌餐，午晚餐則以表列之風味餐

及中式合菜為主。 

1.搭乘的班機大多均可訂素餐或回教餐，但最遲須於出發三天

前預訂，若有此方面需求的旅客，請提早告知領隊或接洽的業

務。 

2.大陸一般餐廳的素餐，菜色少質量也較差，敬請原諒。吃素

的旅客，可自備一點臺灣的素食罐頭。 

氣    溫 

(請參考 

氣溫表) 

大陸氣候四季分明，但早晚溫差仍大，建議您，即使是盛夏季節，仍需

帶一件長袖外衣。 

春季 毛衣、保暖外套或夾克。 

夏季 

與臺灣相似，以輕便的棉衣為主。因戶外遊覽時間長，可攜帶太

陽眼鏡和遮陽帽。 

絲路、蒙古、西藏、長白山、九寨溝和麗江等地，日夜溫差大，

需備外套。 

冬季 

毛衣、羽毛衣、禦寒大衣、手套、圍巾、毛襪、防滑鞋。冬季氣

候乾燥，請準備防乾裂乳液、護唇膏。（海南島四季如春，夾克

或保暖外套預備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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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費 

行李小費不包括在團費內；旅客本身有特殊要求服務時，應自行給予小

費；入住飯店，行李小費，一件人民幣 5元；床頭小費，每床約人民幣 5

元。各地地陪、司機和全陪為旅客服務，其小費由客人給予（一天共約

100元新臺幣）。 

旅遊安全 
錢財不露白；帶太多現金並不安全；勿任意在外購買礦泉水，最好是在

酒店或大行商場購買。在大陸旅遊僅記防人之心不可無! 

【冬季】赴東北旅遊注意事項 

（一）衣著 

１．由於北方冬季天氣寒冷，氣溫在零下 5～30度左右，遊客應做好保暖措施（外穿

棉服，戴好圍巾．帽子．手套．穿好棉鞋）以防止凍傷．另外由於氣候乾燥，可

帶一些油性較大的護膚品，防止裸露在外的皮膚乾裂．  

２．注意溫差，根據當時具體溫度調整衣著（如室內室外．車內車外） 

（二）飲食 

１．各地接社應根據客源地選擇餐廳，但東北菜以鹹為主，請客人做好心理準備，根

據當地口味稍做配合． 

２．少飲冰冷飲料，午餐儘量少飲啤酒 

（三）住宿 

１ 酒店內電源為２２０Ｖ，如需電源轉換器請向客房部申請 

１．酒店的自來水一般不可直接飲用， 

２．房間內ＭＩＮＩ吧內酒水收費，免費礦泉水均有顯著標誌 

３．房間內國際長途電話費用收費較高，故建議儘量使用酒店內之ＩＣ卡電話 

４．遇離店之日，請根據下行李時間，將行李放於房門外面，行李生會統一收集（不

要太早或太晚出行李，以防丟失） 

５．房間如有個人消費，請於離店前現付前臺或通知領隊，以免影響團隊行程 

６．大件行李裝車之前，最好做個人確認 

（四）行程 

１．請牢記您乘坐的旅遊車車型車號 

２．高速公路途中約每半小時車程（５０ＫＭ）便有一洗手間，如需要請提前通知導

遊 

３．上下旅遊車時應注意車門樓梯很滑，小心行走，防止摔傷． 

（五）遊覽 

１．冬季東北路面冰雪堆積，故請細心走路，小心滑倒，建議穿著鞋底摩擦較大之棉

鞋． 

２．進景點前最好先確認景點內洗手間之方位，以防內急 

３．因衣服臃腫，故感知稍欠靈敏，遊覽時更請留意隨身物品 

４．如脫團或欲先行回遊覽車，請通知領隊或導遊  

5  ．特別注意在滑雪過程中應遵從教練的指導,不會滑雪者應從矮坡學起,做好自我保



 17 

護措施.以免摔傷.具體事宜聽從當地導遊之安排. 

（六）購物 

１ 臺幣和美金在東北不通用，故在當地購物請使用人民幣，可與導遊或入住酒店前

臺兌換，千萬不可與不熟識的人進行兌換。 

２ 購物請索要發票，以便發生質量問題方便解決或做出關證明 

３ 請不要將所有貨幣放入同一口袋，另請分放大小面值貨幣，付款時不要一同掏出 

４ 到繁華商業區購物最好結伴通行，另儘量不要使用臺語交談 

（七）娛樂 

１ 不要涉及色情場所及淫穢等不健康場所 

２ 不做觸犯當地法律之活動 

３ 不要去存在不安全因素之場所 

【冬季】特別注意事項 

溫度：每年 12月中旬到 1月下旬是東北地區全年溫度最底的季節，白天最高氣溫約零

下 5至 20攝氏度，夜間最低氣溫可達零下 20至 30攝氏度； 

禦寒：由於氣溫較低，所需熱量相應增加，可隨身帶些巧克力，以補充熱量。另外，

最好攜帶旅行用的保溫瓶，這樣可保證隨時喝到熱水； 

保暖：最好穿戴質地輕柔的防寒手套和防寒鞋，這樣既可防止在冰雪路上滑倒，又能

在滑雪時輕便、靈活； 

護膚：在低溫戶外，避免潮濕的皮膚直接接觸金屬物品，以免被粘掉皮肉；要帶些油

性較大的香脂類用品（潤膚霜），防止皮膚粗糙、乾裂； 

護眼：應準備一副太陽鏡，防止雪地反射的太陽刺傷眼睛； 

防滑：在冰雪上行走時，膝蓋應微屈，身體的重心向前傾，這樣就不易摔倒； 

住宿：晚上賓館內睡前請在房間內灑少許清水，或在床頭放一杯水，以免次日起床後

口鼻乾燥難受。 

相機：在寒冷的條件下，相機容易失靈。尤其是“傻瓜”相機更怕凍。所以，在室外

一定要注意相機的保暖，或藏於懷中，或放置暖手器於相機帶內。從室外進入

室內，切記將相機用厚布包好，或放入膠袋內保護，否則因室內外溫差太大，

相機會出現“反霜”想像； 

膠捲：膠捲受凍後脆性較大，因此在室外拉動膠捲時，不要用力過大，否則，膠捲會

很容易被拉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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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北冬季的建議穿著】 

◎東北的冬季氣溫，通常在零下攝氏 10度到 20度之間，聽起來冷斃了；不過，因為

當地到處都有暖氣，如果真的穿著太多貼身保暖衣物，可能會讓人在室內裡熱到暈倒。

所以衣服怎麼穿很有學問，但不管如何，圍巾、手套、帽子 這三寶一定要。 

◎東北的冬天，包含屋內與車內，到處都有暖氣，室溫通常會維持在零上攝氏 18度到

25度之間，是一種很溫暖的溫度，然而，只要一離開屋子或車子，接觸到的氣溫馬上

變為零下 10幾 20度，兩者之間相差 30、40度。所以最好的穿衣方法，就是三層式的

穿法： 

＊第一層：是在最內層穿上排汗衣、建議不是穿衛生衣；由於室內室外溫差大，加上

如果進行雪地運動如滑雪等等，即便是在東北的冬天，人還是常常會流汗，這汗如果

堆積在不排汗的衛生衣中，很容易就讓人著涼、失溫，因此，最裡頭要穿的是可以排

汗的衣服。這樣的衣服，很容易就可以在登山用品店買到。 

＊第二層：要穿的是保暖衣物，可以是毛衣、可以是登山用品店裡買的保暖衣，這一

層最重要的功能就只是保暖。但千萬記得別穿高領毛衣，否則一進室內保證全身發熱

發癢不舒服，也會因為室內都是暖氣熱了脖子難受，出室外就用圍巾圍脖子。 

＊第三層：要穿的是可以防風雪的外套或是羽絨衣、雪衣等等大外套。這件衣服只會

在室外穿，到了室內或車內都是暖氣自然會就要脫掉。 

◎褲子部分則是穿上雪褲，或是防風保暖的保暖褲，也可以一層普通冬天褲子，裡頭

多加一件保暖褲即可。儘管是零下 20度的氣溫，也是真的一點都不用擔心啦！最多 3

層就夠了，真的不用穿到裹粽子般的 5、6層 6、7層。 

◎最重要則是圍巾、手套、帽子禦寒三寶；冷風的灌進，通常會從頭、腳、手、脖子

等等地方發生，因此圍巾、帽子、手套、襪子等等非常重要，而且是最重要。 

◎手套部分因為玩雪、或考量跌倒時雪會沾在手上，因此以防水材質的手套最好，機

車的防風防水手套也可以，但此手套較鬆大卻讓手指不好活動，最好是準備二個手套，

一個是有露半截指頭的緊貼式的那種在內層，再套一層寬鬆防水性質手套，這樣你在

城市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

月 

十二

月 

哈爾濱 -20 -14 -7 7 14 21 22 21 14 6 -8 -14 

長春 -16 -13 -4 7 15 20 23 21 15 7 -4 -13 

瀋陽 -14 -10 -1 9 18 23 25 22 17 9 -2 -10 

大連 -5 -4 2 12 20 25 26 24 20 15 0 -6 

吉林 -18 -14 -4 7 14 19 22 21 14 6 -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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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外零下的溫度要用到拿東西或拍照時把外面手套取下後還有半截式手套就不會被凍

著了手，露半截的手指活動也較方便喔。 

◎襪子與鞋子部分厚毛襪就可以，或者可以穿兩層，也或者買雙保暖的雪靴但注意，

不管什麼鞋，一定要防滑，而且最好可以穿高統鞋保暖。女士建議別穿高跟鞋；男士

別穿皮底鞋(不防滑)。到東北的第一天導遊通常會領旅客去一般的禦寒物品商店雪地

鞋，記住這不是登山用品專賣店的高品質雪鞋，只是因應觀光客因不想為了這幾天旅

程而購買，這一般商店賣的價格便宜卻足以讓旅客步行防滑安全，價格約 

 人民幣 150左右一雙就能買到，就看個人的需求來購買。 

◎可以帶著暖暖包；放在心口或大衣口袋中保持溫度隨時可以用，亦可拿來保溫數位

相機，相機在室外零下的溫度拍照有時會凍機，將相機置於大衣口袋中的暖暖包，要

拍再拿出來拍。 

◎因為東北氣候乾燥，請備護唇膏、保濕面霜。 

◎從室外進到室內飯店房間因為開著暖氣，溫差的關係，千萬不可馬上洗熱水澡，必

須隔半小時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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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年度臺中市與中國大陸吉林市深度校際交流活動計畫 

一、 計畫目的： 

(一) 提供文化背景不同學生多樣化之學習管道，以增進生活經驗，感受不同地

區人文傳統、風俗習慣、思維方式、行為準則、生活方式、理想信念、學

習氣氛、教育理念等各個方面的異同。 

(二) 藉由不同文化背景與生活之體驗，擴展學生學習領域。 

(三) 透過互訪活動，促進校際文化交流，發展學生人際關係，促進兩岸學子之

交流，擴增學生國際視野。 

二、 指導單位：臺中市政府 

三、 主辦單位： 

(一)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二) 中國大陸吉林省吉林市教育交流團 

四、 協辦單位：臺中市政府秘書處 

五、 承辦學校：臺中市梧棲區永寧國民小學 

六、 協辦學校：臺中市市立惠文高級中學、臺中市市立大墩國民中學、臺中市北區省

三國民小學 

七、 參加人員：本府人員、參加學校學生與帶隊師長名單如附件。 

八、 實施時間：103年 1月 20日(星期一)至 27日(星期一)辦理，活動時間為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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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年度臺中市與中國大陸吉林市深度校際交流活動行程 

 
日期 時間 行程 備註 

1/20(一) 

第一天 

(夜宿五

洲花園大

酒店) 

7:00 學校集合，器材巡檢，出發前說明，上行李  

7:30 臺中—桃園國際機場  

10:20 桃園國際機場 第 二 航廈３樓 

中國南方航空 CZ(中華航空代理)團體櫃檯前

集合 

 

12:20 中國南方航空 CZ３０５２直飛長春 

機場送機人員：阿勇先生 

 

16:30 機場出發搭乘臺中至龍嘉機場直航班機下午

抵達吉林市，入住飯店。 

 

18:00 抵達五洲花園大酒店、入住  

19:00 吉林市台辦歡迎晚宴  

20:30 夜宿五洲花園大酒店 住宿：五洲花園大酒店 

1/21(二)

第 二 天

(夜宿五

洲花園大

酒店) 

8:30 五洲花園大酒店出發—實驗總校  

9:00 兩岸學生結對子、分成三個小隊進行  

10:00 開營儀式 

1、陳久文校長(東校校長)致歡迎詞。 

2、學生致歡迎詞。 

3、臺灣代表講話。 

4、兩市教育局長授營旗 

5、吉林市教育局局長宣佈開營 

 

 

 

 

 

10:30 分小隊參觀學校  

11:20 乘坐大巴去東校  

12:00 午餐（實驗東校食堂）  

13:00 全體活動 

--參觀立體書展 

14:00 

◎惠文高中校長教務主

任赴一中參觀/一中安排

全天活動 

◎大墩國中校長教務主

任赴九中參觀/九中安排

全天活動 

16:00 返回五洲花園大酒店  

17:00  晚餐(閣裡香)18:30夜遊松花江 住宿：五洲花園大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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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三) 

第 三 天

(夜宿五

洲花園大

酒店) 

8:20 五洲花園大酒店出發—前往實驗東校  

9:00 在合唱室上音樂課《葉兒船》  

10:30 體育館進行體育活動 

跳繩比賽（四人一組，共五組比賽）吹氣球

比賽 

打乒乓球比賽 

負責人：張國柱 武海波 張本利 曲藝 

 

11:30 到食堂洗菜 做飯（盛奎 張國柱-東校食堂）  

12:00 午餐  

13:00 台中學校講一節課  

15:00 陶吧做陶泥手工（畢豔秋 王也彤） 高中 國中他校參觀 

16:00 返回五洲花園大酒店  

17:00 晚餐(吳局長感謝吉林市餐會) 住宿：五洲花園大酒店 

1/23(四) 

第 四 天

(home 

stay) 

7:30 五洲花園大酒店出發赴東校  

8:10 東校出發，乘大巴出發去銘山綠洲  

9:30 滑雪圈，冰雪體驗  

12:00 午餐  

13:00 滑雪圈，冰雪體驗  

15:00 乘大巴返回東校  

16:00 家長接學生回家，包餃子，過小年 大人:聚金城晚餐 

17:00 晚餐(home stay) 住宿：接待家庭 

1/24(五) 

第 五 天

(home 

stay) 

8:00 五洲花園大酒店出發赴東校  

8:30 家長把學生送到東校  

8:40 乘大巴江南博物館（如有霧凇先看霧凇，再

參觀隕石） 

 

9:20 參觀隕石展、浪木根雕、京劇藝術展  

12:00 午餐（莊稼院）  

13:30 參觀滿族博物館  

14:30 遊覽北山—學生 16:00回飯店 

16:30 家長從飯店接學生回家晚餐(home stay) 住宿：接待家庭 

1/25(六) 

第 六 天

(home 

stay) 

8:00 五洲花園大酒店出發  

與學伴

家長共

遊 

 住宿：接待家庭 

 



 23 

 

 

 

 

 

 

 

 

 

 

 

 

 

 

 

 

 

 

 

 

 

1/26(日) 

第 七 天

(夜宿五

洲花園大

酒店) 

8:00 五洲花園大酒店出發  

8:30 家長將學生送到東校  

8:40 家長和學生參觀立體書展示，由臺灣學校介

紹 

 

10:00 台中美術老師講課，共同描繪吉林台中美

景，為明年赴台製作立體書，衝擊吉尼斯世

界紀錄做準備。 

 

12:00 午餐  

13:00 對口學校簽署深化交流協定(教育局)  

14:00 文藝聯歡，互贈紀念品，合影留念（地點：

東校跆拳道館） 

 

16:30 歡送晚宴  

18:30 返回五洲花園大酒店 住宿：五洲花園大酒店 

1/27(一) 

第八天 

05:20 吉林賓館出發前往龍嘉機場(早餐餐盒)  

05:55 機場報到:中國南方航空 CZ３０５１  

07:55 回航  

11:20 桃園國際機場落地  

11:20-- 桃園回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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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活動參加人員名冊及住宿 

編號 單位 職稱 姓名 年級 性別 住宿代號 備註 

1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局長 吳榕峯   男 男 1  

2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副局長 葉俊傑   男 男 2  

3 臺中市政府秘書處 副處長 吳超男   女 
女 1 

 

4 臺中市政府秘書處 科長 盧瓊后   女  

5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科長 林琬琪   女 
女 2 

 

6 大墩國中 校長 涂文雪   女  

7 惠文高中 校長 劉欽敏   男 
男 3 

 

8 賴厝國小 退休校長 林俊彥   男  

9 惠文高中 教務主任 舒富男   男 男 4  

10 惠文高中 秘書 陳兆臨   女 
女 3 

 

11 大肚國小 護理師 劉慧萍   女  

12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專員 謝瓊雲   女 
女 4 

 

13 省三國小 校長 林美智   女  

14 永寧國小 校長 游玉芬   女 女 5  

15 永寧國小 學務主任 康偉亮   男 男 4  

16 永寧國小 訓育組長 巫艷秋   女 女 6  

17 永寧國小 資訊組長 陳建源   男 男 5  

18 永寧國小 出納組長 鄭雅韻   女 女 5  

19 永寧國小 幹事 陳貫中   男 男 5  

20 永寧國小 老師 陳芬玲   女 
女 7 

 

21 永寧國小 老師 李秋娟   女  

22 大英百科 董事長 林文寶   男 男 6  

23 大英百科 專員 李祖瑄   女 女 6  

24 省三國小 教務主任 林淑玲   女 
女 8 

 

25 省三國小 級任老師 黃薇如   女  

26 永寧國小 學生 張祐綸 小六 男 
永寧男 01 

 

27 永寧國小 學生 蔡宇翔 小六 男  

28 永寧國小 學生 林俊明 小六 男 
永寧男 02 

 

29 永寧國小 學生 卓秉則 小六 男  

30 永寧國小 學生 李奕達 小六 男 
永寧男 03 

 

31 永寧國小 學生 許宸瑋 小六 男  

32 永寧國小 學生 王博誠 小六 男 
永寧男 04 

 

33 永寧國小 學生 李維 小六 男  



 25 

編號 單位 職稱 姓名 年級 性別 住宿代號 備註 

34 永寧國小 學生 洪子濠 小六 男 
永寧男 05 

 

35 永寧國小 學生 紀勁維 小六 男  

36 永寧國小 學生 陳昱安 小五 男 
永寧男 06 

 

37 永寧國小 學生 卓明宏 小五 男  

38 永寧國小 學生 陳廷毓 小六 男 
永寧男 07 

 

39 永寧國小 學生 陳翊文 小五 男  

40 永寧國小 學生 王薇珊 小六 女 
永寧女 01 

 

41 永寧國小 學生 尤壹瑩 小六 女  

42 永寧國小 學生 林明秀 小六 女 
永寧女 02 

 

43 永寧國小 學生 陳昱妏 小六 女  

44 永寧國小 學生 王愷薇 小五 女 
永寧女 03 

 

45 永寧國小 學生 洪子涵 小五 女  

46 永寧國小 學生 黃貫恩 小四 女 
永寧女 04 

素食 

47 永寧國小 學生 蘇則宜 小四 女  

48 永寧國小 學生 王語瑄 小四 女 
永寧女 05 

 

49 永寧國小 學生 許雅琳 小四 女  

50 立體書導覽 學生 黃筠善 小五 女 男 6  
和爸爸一

間 

51 省三國小 學生 蔡宗育 小五 男 
省三男 01 

 

52 省三國小 學生 王昱皓 小五 男  

53 省三國小 學生 牛楷 小五 男 
省三男 02 

 

54 省三國小 學生 姚子仁 小五 男  

55 省三國小 學生 邱胤傑 小六 男 
省三男 03 

 

56 省三國小 學生 吳少軒 小六 男  

57 省三國小 學生 張弘懿 小五 女 
省三女 01 

 

58 省三國小 學生 林芳瑜 小五 女  

59 省三國小 學生 王予彤 小六 女 
省三女 02 

 

60 省三國小 學生 吳芓璇 小六 女  

61 省三國小 學生 陳宥蓉 小五 女 
省三女 03 

 

62 省三國小 學生 甘絜瑄 小六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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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年度臺中市與中國大陸吉林市深度校際交流活動~行前學習單 

                     我是第    組           國小 姓名        

一、 你能說一說，這次去大陸吉林省吉林市的目的為何嗎？ 

活動目的： 

1. 藉由不同文化背景的實地生活體驗，學習跨文化溝通的知識與技巧，增進國際

理解，擴大學習視野。 

2. 透過兩岸校際交流，擴展學生學習領域，強化人際溝通應用能力，成為惜物成

己、全人精進、典雅卓越的未來領袖。 

課程安排： 

七個一：結交一個朋友、到學伴家吃一頓餐、借住一宿、共上一次課、共同完成一

件作品、結伴校外教學一次、互贈一份小禮物。 

 

二、你能說一說，大陸吉林省吉林市的位置嗎？ 

(例如它是在臺灣的哪一邊？附近有哪些鄰省或鄰近的國家？經緯度多少？)  

1.吉林省是中國東北地區(黑龍江省、吉林省、

遼寧省) 

中部的一個省份。 

 

2.東南與俄羅斯、北韓 (大陸稱北朝鮮)交界，

北鄰黑龍  

江省、西鄰內蒙古自治區、南與遼寧省毗鄰。 

 

3.位在東經 121°38'至 131°17'， 

北緯 40°52'至 46°18'。 

4.吉林市位於吉林省中部偏東。 

5.吉林省位於臺灣的北方。 

 

三、你知道吉林市的氣候如何？目前冬天的平均溫度是多少？百姓如何生活呢？ 

1. 氣候： 

    吉林市的氣候類型屬於溫帶季風氣候，四季分明。春季少雨乾燥，夏季   

  溫熱多雨，秋季涼爽多晴，冬季漫長而寒冷。 

 

2. 一月份平均氣温最低，一般在零下 18℃至 20℃ 

 

3. 室內有空調、取暖器、地炕等取暖設備，還有集中供暖設備。地炕─火炕是用

磚石砌築的煙道盤旋於居室地面之下，上鋪木板，木板上塗油漆或糊以高麗紙，

牆壁用油紙裱糊。 

室外穿棉衣、冬大衣、皮夹克、厚呢外套、呢帽、手套、羽绒服、皮袄等厚重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0%94%E5%80%9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8%A9%E5%B8%A6%E5%AD%A3%E9%A3%8E%E6%B0%94%E5%80%9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8%A5%E5%AD%A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8F%E5%AD%A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7%8B%E5%AD%A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6%AC%E5%AD%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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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暖衣服。 

※ 比較臺灣氣候： 

   由於北回歸線通過臺灣南部，將臺灣南北劃為兩個氣候區。北部屬亞熱帶季風

氣候，南部則為熱帶季風氣候。 

~5月到 9月是臺灣的夏季，每日氣溫經常可達 27到 37度。7月的平均氣溫達到

30度。 

~冬季時間短，加上臺灣四面環海，一旦遇到來自中國北方寒流南下，亦因受臺灣

暖流中和寒冷的氣溫，使氣候也較溫暖。 

 

四、吉林省的地理特色如何？(主要地形及分布，主要河川……等) 

吉林省 

1. 吉林省地形：東南臨長白山脈，地勢東南高西北低 

2. 河川：松花江穿越整個吉林省，北邊有黑龍江，南邊有鴨綠江 

3. 松花湖：是四十多年前在松花江上所建的豐满水電站，在松花江的上游形成了一個

巨大的人工湖。 

吉林市 

1.吉林市地處東北腹地長白山脈，向松

嫩平原過渡地带的松花江畔，三面臨

水、四周環山，地势由東南向西北逐

渐降低的地理景观。四面被龍潭山、

小白山、朱雀山、玄天嶺環抱，如神

話中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四神拱

衛。故地貌特征：有"遠迎長白，近繞

松花"的形势。 

 

2.吉林市花：玫瑰；市樹：柳樹；市鳥：

鴛鴦 

3.河川：松花江_松花江 S形穿城而過永

不冰   

凍 。 

五、吉林市的人文特色如何？(地名的由來、最大都市、人口、宗教信仰、產業發展……

等) 

1.吉林市地名的由來： 

   古為濊貊、扶余族、肅慎地，唐屬渤海地，遼代屬兩道，金朝分兩路， 

   元代屬遼陽行中書省，明置建州爲女真地，以境內吉林城而得名(吉林省  

   因吉林市而得名)。 

 別稱：北國江城、船廠 

 舊稱：吉林烏拉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C%97%E5%9B%9E%E5%BD%92%E7%BA%B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A%9E%E7%86%B1%E5%B8%B6%E5%AD%A3%E9%A2%A8%E6%B0%A3%E5%80%9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A%9E%E7%86%B1%E5%B8%B6%E5%AD%A3%E9%A2%A8%E6%B0%A3%E5%80%9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6%B1%E5%B8%B6%E5%AD%A3%E9%A2%A8%E6%B0%A3%E5%80%9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D%92%E9%BE%99_(%E7%A5%9E%E8%AF%9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9%BD%E8%99%8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C%B1%E9%9B%8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E%84%E6%AD%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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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名出處：源自滿語「吉林烏拉」，意思為「沿江的城池」。 

2.吉林市產業發展：   

   是吉林省重要的中心城市，東北地區重要旅遊城市和化工工業基地之 

一， 吉林市歷史悠久，氣候宜人，有「北國江城」之稱。是中國優秀旅 

遊城市、國家歷史文化名城。朝鮮族主要居住在中國東北地區的吉林省，以農

業生產為主，牛是農業生產的重要力量 

3.面積與人口 

    吉林市幅員面積 27,120平方千米，總人口 441.5萬人，其中市區人口   

    200萬(2010)。有滿、朝鮮、回、蒙古等 34個少數民族。 

   《臺灣面積 36,193平方公里，總人口數 2336.7萬(23,367,320)人》 

4. 宗教： 

   目前，吉林市有佛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五种宗教，其中以信

佛教人數最多，其次是基督教、伊斯蘭教。 

 

六、你知道吉林省有哪些著名的風景區嗎？ 

     霧凇奇觀/滑雪天堂/白山松水/滿族風情  

     旅遊特色：夏季避暑之鄉/冬季滑雪天堂/四季北國風光  

1.松花湖， 松花湖風景名勝區位于吉林市區西南，距離市中心只有 15公里，是四十

多年前在松花江上所建的豐滿水電站，在松花江的上游形成了一個巨大的人工湖。 

 

2.霧淞島,霧淞不是雪，也不冰，而是樹枝上掛的霜，當地稱樹掛。清晨江面若

溼度夠升起霧氣，溫度又極其低(約-25度左右)，便可能在岸邊樹枝上生成晶瑩剔透的

冰枝，也就是所謂的「霧淞」。 

 

3.北大壺滑雪度假區，北大壺三面環山，中間的山峰凸起，令地形看起來就

像一個水壺，故自古以來都被稱為「北大壺」  

 

4.隕石博物館：陳列 1976 年吉林隕石雨中發現的三顆大隕石，重量都超過百公斤，

最大的一顆重達 1,770 公斤，號稱是目前世界上已發現的最大隕石(稱為一號隕石) 

 

5.長白山天池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B%BD%E5%AE%B6%E5%8E%86%E5%8F%B2%E6%96%87%E5%8C%96%E5%90%8D%E5%9F%8E
http://www.lvmama.com/dest/songhua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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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從食衣住行育樂--六個觀點，你能說一說吉林人的生活習慣和臺灣不同之處嗎？ 

 臺灣 吉林 

食 以米食為主，眾多小吃 喜歡食米飯，東北菜一菜多味，鹹、甜分明，

以燉、醬、烤為主要特點，形糙、色重、味

濃。口味偏鹹 

衣 夏穿短衣冬穿厚衣 四季氣候明顯，冬天零下 20度需穿厚棉襖戴

棉帽手套禦寒 

住 傳統為三合院型式，現有大

廈、公寓，透天厝 

傳統的朝鮮族民居的平面多為四開間，其中

一個邊間是牛棚草庫，當中兩個開間是有火

炕居室，另一個邊間是灶間，兼燒炕的。朝

鮮族仍保持席地坐臥的生活習慣，進屋即是

上炕。火炕是用磚石砌築的煙道盤旋於居室

地面之下(即地炕)，上鋪木板，木板上塗油

漆或糊以高麗紙，牆壁用油紙裱糊。 

行 機場，火車、公路，機車也

很多 

航空、鐵路、客運、公路，水運(每年 4-11

月為通航期)  

育 小學 6年，國中 3年，高中

3年，大學 4年 

小學、中學、高等院校北華大學、東北電力

大學、吉林化工學院、吉林醫藥學院、吉林

農業科技學院、吉林電子信息職業技術學

院、吉林工業職業技術學院、吉林鐵道職業

技術學院 

樂 騎腳踏車、打籃球、打躲避

球、游泳……等。 

滑雪、滑冰、坐索道、打爬犁、乘坐馬拉爬

犁、乘坐狗拉爬犁、乘坐雪地摩托、冬泳 

八、最後，請你說一說，我們將如何抵達吉林市？和你對自己的期待。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C%97%E5%8D%8E%E5%A4%A7%E5%AD%A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9C%E5%8C%97%E7%94%B5%E5%8A%9B%E5%A4%A7%E5%AD%A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9C%E5%8C%97%E7%94%B5%E5%8A%9B%E5%A4%A7%E5%AD%A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0%89%E6%9E%97%E5%8C%96%E5%B7%A5%E5%AD%A6%E9%99%A2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90%89%E6%9E%97%E5%8C%BB%E8%8D%AF%E5%AD%A6%E9%99%A2&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0%89%E6%9E%97%E5%86%9C%E4%B8%9A%E7%A7%91%E6%8A%80%E5%AD%A6%E9%99%A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0%89%E6%9E%97%E5%86%9C%E4%B8%9A%E7%A7%91%E6%8A%80%E5%AD%A6%E9%99%A2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90%89%E6%9E%97%E7%94%B5%E5%AD%90%E4%BF%A1%E6%81%AF%E8%81%8C%E4%B8%9A%E6%8A%80%E6%9C%AF%E5%AD%A6%E9%99%A2&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90%89%E6%9E%97%E7%94%B5%E5%AD%90%E4%BF%A1%E6%81%AF%E8%81%8C%E4%B8%9A%E6%8A%80%E6%9C%AF%E5%AD%A6%E9%99%A2&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0%89%E6%9E%97%E5%B7%A5%E4%B8%9A%E8%81%8C%E4%B8%9A%E6%8A%80%E6%9C%AF%E5%AD%A6%E9%99%A2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90%89%E6%9E%97%E9%93%81%E9%81%93%E8%81%8C%E4%B8%9A%E6%8A%80%E6%9C%AF%E5%AD%A6%E9%99%A2&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90%89%E6%9E%97%E9%93%81%E9%81%93%E8%81%8C%E4%B8%9A%E6%8A%80%E6%9C%AF%E5%AD%A6%E9%99%A2&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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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點介绍 

銘山綠洲滑雪場 

是吉林市首家以綠色生態理念建造的市區內最大滑雪場。雪場內設有高級道、中級道、

初級道、雪圈道、冰排道、單板公園等，可滿足不同層次滑雪愛好者的需求。同時滑

雪場還配備了索道及大、小拖牽等場地配套設施，以提供最大的方便於滑雪愛好者。

銘山滑雪場在吉林市率先運用全新理念將綠色生態園嫁接到滑雪場的配套設施中，使

滑雪者既能感受到滑雪的樂趣，也能感受到綠意盎然的南國風情，從而提高了滑雪場

的檔次。 

吉林市博物館 

吉林市博物館是中國地方綜合性博物館。位於吉林省吉林市區江南大街。前身是吉林

市展覽館，1962年改為吉林市博物館。 該館有展廳 1個，展室 22個，陳列面積 3465

平方米。吉林市博物館地處國家歷史文化名城、中國魅力城市――吉林省吉林市吉林

大街 100號，坐落于風景秀麗的松花江南岸，背靠江南公園，前臨世紀廣場， 園林的

自然景觀、廣場的別致建築同博物館的文化氛圍渾然一體，交通便利，是吉林市一處

遊客必到的景點。它是一所融自然科學與人文歷史、藝術於 一體的地方綜合性博物

館。建築面積 11，700平方米，展廳面積 5，495平方米，可同時接待觀眾 2400余人。

吉林市博物館成立於 1962年 12月 25日，館舍初設吉林市文廟，1978年與吉林市展覽

館合併，使用吉林市展覽館館舍至 1996年。1990年與新成立的吉林 市隕石博物館合

署辦公。1996年在原址重建新館，1998年落成使用。 

吉林市博物館特色 

吉林市博物館館藏文物 15372件，其中考古品和隕石標本居多。考古品包括新石器時

代、青銅時代和鐵器時代的遺物，其中以“西團山文化”和夫余文化，粟末靺、渤海

文化的考古品最為豐富。較珍貴的文物有青銅時代的毛織品殘片，豬首石雕，特大雙

孔半月形石刀，對頭雙鳥首銅劍；回頭雙鳥首銅劍；渤海時期雙人騎馬銅飾；宋代“中

書門下之印”；金代雙鯉鏡；元代“海西遼東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照磨印”等。隕石

標本以吉林隕石雨標本為主，其中“吉林一號”重達 1770千克，是目前世界上發現的

最大的石隕石。現有《吉林隕石雨展覽》、《吉林牛子厚與京劇藝術展覽》、《金意

庵藝術館》、《松花湖浪木藝術館》、《館藏吉林市出土文物展覽》、《鄒毅冰雪攝

影作品展》等基本陳列長年對外展出，這些藏品具有很高的歷史、科學、藝術價值和

鮮明的地方特色。要充分發揮文物的價值，為它們提供一種更為開放的展示方式，讓

久藏深閨的文物為大眾所欣賞，讓古老的吉林地域文化為世界所瞭解，網路無疑是最

佳的選擇。我們的網站是一座流動的博物館，在這裏，凝固的歷史與流動的資訊有機

結合，網路為我們提供了跨越時空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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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族博物館 

吉林市滿族博物館位於吉林省文物保護單位王百川居舊址內，與著名的景區北山公

園相連。融合了北京四合院和滿族建築風格的特點，坐北朝南，中軸線佈局完整。從

大門進入博物館，四合院中心有尊大鷹像，即海東青。海東青又名白尾海鵰，是一種

俊鷹，是滿族先民向中原進貢的佳品。鷹神同時也是滿族供奉的圖騰神，象徵民族神

和歷史文化。 

吉林是滿族人發祥的大本家。在滿族語中，吉林就是「邊」、「沿」之意。「烏拉」

意指江河，合起來說，吉林烏拉就是滿族的發祥地和集居地之一，從南北朝時代的勿

吉，到唐宋時的女真，滿族先人都曾在這塊土地上繁衍生息。清朝尊吉林為「興隆之

地」。乾隆皇帝並在乾隆 19年，東巡到吉林烏拉時，祭拜祖江，並留下「松花江放船

歌」的千古詩篇。   

天然的自然生態環境，決定了滿族人傳統的生活方式。在博物館內可見到滿族先

民以山林為家的狩獵，和以松花江為母親河的千百年歲月。滿族服飾多長袍緊褲，喜

好毛皮，交通工具則以馬、車和扒犁為主。博物館內有栩栩如生的蠟像人物，鮮明的

訴說著滿族過往在此的生活點滴。一般來說，他們的飲食古樸，豬肉、山果、野蝦和

野獸全都是食物來源。 

薩滿文化的保存更是這裡的特色。薩滿在通古斯語中，是最能通達神明旨意。在

女真語的解釋，則是「天使」之意，是人與神溝通和交流的使者，因此在氏族中享有

崇高威望，並受到敬重。薩滿文化是一種世界性的原始宗教文化，包含了先民們創造

並傳承下來的諸多文化成就，並有廣泛的群眾性和包容性。吉林烏拉滿族和先民自古

崇信薩滿教，保留著自然崇拜、圖騰崇拜和祖先英雄崇拜的祭祀禮儀活動，這些原始

文化遺存，是民族形態的母源，堪稱人類文化的活化石。 

 

北山公園 

  吉林北山公園素有“千山寺廟甲東北，北山廟會盛千山”的美譽。它區位于吉林

省吉林市城區腹地，距今已有三百餘年的歷史。景區內古廟成群，以民俗廟會而聞名。

融佛、道、儒、俗等傳統文化於一身，集廟、閣、亭、臺等人文景觀於一體，是關東

著名寺廟園林風景區之一。該景區是一座久負盛名的寺廟風景園林，園內峰巒疊翠，

亭臺樓閣遍佈。關帝廟、藥王廟、玉皇閣、泛雪堂、坎離宮、攬月亭、攬轡橋、九龍

飛瀑、鳥語林等景觀目不暇接。一座臥波橋把一池湖水分為東西兩部分，夏季湖中荷

花盛開，微風起時，花香四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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攜帶物品清單(出發前) 

※個人藥物： 

□暈機暈車藥   □腸胃藥   □退燒藥    

□外傷藥       □護唇膏   □乳液或乳霜 

※禦寒衣物： 

  1.三寶：□帽子   □圍巾   □手套  □口罩 

  2.□外套 □毛襪  □保溫杯 □暖暖包  □禦寒止飢食品 

※住宿用品： 

  □毛巾   □拖鞋   □換洗衣物   □牙刷、牙膏  □隨身背包 

※學用品 

  □筆   □筆記本   □手冊(旅行社、學校) □表演用具 

□贈品及繪本      □卡片  □小禮物 

 ※請注意有訂購雪靴者請預作準備以人民幣付款 

攜帶物品清單(回程檢查) 

※個人藥物： 

□暈機暈車藥   □護唇膏   □乳液或乳霜 

※禦寒衣物： 

  1.三寶：□帽子   □圍巾   □手套 

  2.□外套   □毛襪   □保溫杯    

※住宿用品：□換洗衣物 

※學用品：  □筆   □筆記本   □手冊(旅行社、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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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永寧國小機場出發前留影 圖 1-2.雙方局長共同贈旗 

  

圖 2-1.局長示範打冰陀 圖 2-2參觀立體書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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