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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摘要 
  106年 1月，在私立明道大學的介紹下，位於韓國大邱的啟聖高中

一行人前來拜訪本校，深具國際教育特色的惠文，展臂歡迎接待這群來

自韓國的朋友，雙方暢談兩校的辦學理念、校園特色、以及校園巡禮參

訪後，讓韓方對本校留下深刻的印象，當下，就提出締結姊妹校的可能

性，同時也邀請我方一定要前往韓國，了解這所百年歷史的姊妹校，當

下兩校就口頭承諾邀約。 

  事後，雙方窗口開始展開電子郵件對談，互相了解對方學校，討論

簽訂姐妹校合約的內容，同時，也敲定雙方校長可行時間與細節，安排

於韓國大邱啟聖高中見面。 

  於 106年 6月 25~27日，在沒有任何經費支援下，我方還是派出含

校長等三名代表人員自費飛往韓國大邱，順利於 106年 6月 26日當天，

在啟聖高中校園順利完成姊妹校締結簽約，完成見證本校姊妹校締結歷

史性一刻。 

貳、出國人員名單 

職稱 姓名 職責 

校長 王沛清 領隊，簽訂合約以及監督整體工作

進行。 

圖書館主任 蔡淇華 團員，負責整體工作規劃。 

國際教育組長 吳彥慶 團員，執行及協調所有任務。 

參、目的 

  在韓國姊妹校的邀約下，函請我方前往大邱啟聖高中完成簽訂姐妹

校備忘錄。 

肆、過程 

第一天：106年 6月 25日(星期日) 

  由學校出發，經桃園國際機場出境，於 19 時 45 分飛抵大邱，入

住飯店後準備第二日的行程。 

第二天：106年 6月 26日(星期一) 

  上午前往啟聖高中參加兩校交流座談會，雙方姐妹校備忘錄，中

午於校園餐廳用餐，下午由學校校長帶領，參觀校園，觀摩社團上課

情形與宿舍區參觀，了解學校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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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106年 6月 27日(星期二) 

  本日由啟聖高中人員陪同，前往大邱舊校區參訪，並向我們導覽

大邱市，下午送抵大邱國際機場出境，晚間返抵桃園國際機場。 

伍、心得 

一、創校歷史: 

  啟聖高中於 1906年由美國長老教會傳教士 J.E. Adams 創辦，

因此創校裡面起源於聖經箴言:「寅畏上帝智之本」(The fear of the 

LORD is the beginning of knowledge)，這也是學校依然保有聖經

課程以及禮拜服務學習特殊課程傳統。 

二、特色與排名 

  啟聖高中在韓國是聲望很好的一所學校，在韓國有許多優秀的

畫家、小說作家、詩人、政治人物、知名韓商總裁都是啟聖高中畢

業。每年學生在全國考試中，大約有超過 50%的啟聖學生考試成績排

名全國高標，且多數畢業生都能考進韓國前三大知名大學。啟聖高

中也是全國前 100名的知名高校，且在大邱地區也是前三~五志願。 

三、學校特色與教職員概況說明: 

  學校學生在體育（柔道、籃球以及圍棋）方面有很好的表現，

其中柔道在 1984年及 1988年夏季奧運曾榮獲三金二銀三銅榮譽。  

  2016年新校區落成，國高中部分開，學生總數約 1014人，教職

員工約 76人，年級從 10年級到 12年級。位於市區的舊校區則為國

中部使用。 

四、國際交流現況: 

  目前有三所姊妹校，分別位於德國漢諾威 Georg Vuchner 

Gymnasium高中，2015-17兩校分別已經交流兩次；日本廣島的

Johoku Kakuen Hiroshima 高中，自從 2010年開始每年暑假固定互

訪；中國上海的 Choyang middle School，自從 2007年開始締結，

固定每年五月、七月兩校互訪交流，但目前因為兩國政治因素停止

交流。 

五、學期制度:  

  每年 3月 2日是學校年度開學日暨開學典禮，2月 10日學年結

束日，每年的五月及七月分別是第一個學期的固定期中與期末考，

每年的十月以及十二月則是第二學期的期中與期末考。每年七月到

八月會有三週的暑假，十二月底到二月會有五週的寒假。每年同時

會有兩週的春假。 

  學校學生通常 7:50到校，第一堂課是 8:20開始，最後一堂課

結束於下午 4:00，但啟聖高中因為是私立貴族學校，因此週一到週

五晚上會有課後加強課程兩小時，因為多數學生是住校，因此在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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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7點到 10點，學生必須在教室晚自習。全高中部大約有 650個學

生住在學校宿舍，350位學生搭學校校車返家。 

六、從合作競合與校園管理方面： 

  本次參觀去年剛落成的啟聖高中新校區，腹地廣大(類似沙鹿區

靜宜大學或弘光大學，位於半山腰)，在二月份該校參訪團來訪前，

對方校長透漏他們一直認為啟聖設備與資源是最好的，沒想到看到

本校天文臺以及相關天文課程介紹後，他們自認不足，回去後立刻

也要求校園要做一個一模一樣的天文臺，卻礙於百年新校園已耗盡

校本預算，而無法執行。 

此行看到一些韓方學校優點值得我方參考: 

1. 午餐動線透明化 

  參訪第一天，在對方學校學生餐廳與該校師生共同用餐，我

們發現韓方的午餐由中央廚房統一供餐，在專屬學生餐廳一同用

餐，菜色其實與台灣提供營養午餐相同四菜一湯，唯一不同是他

們統一使用環保不鏽鋼鐵盤與餐具排隊打菜，且廚房同時就提供

杯具讓學生隨時可飲用白開水，杯具同時有可回收處理地方，值

得我方參考。全程餐廳廚工安全操作過程透明化，餐廳的安全衛

生與管理就是一大重點。 

2. 學生宿舍管理 

  啟聖高校在大邱地區是升學名望的知名貴族私立學校之

一，韓方升學壓力比台灣更為沉重，因此多數私校會選擇在學校

住宿方便管理學生作息，如要回家也會統一學校派車接送。我在

看到他們在校舍管理上，學生生活規範管理嚴格，寢具個人物品

陳設整齊排列，宿舍設有 WIFI區，以及自習區，唯有在某些時

刻，學生到 WIFI區才能夠使用手機上網，其餘時間多數在自習

區讀書時，是無法上網。這也許可做為校園管理的參考。 

  此外，宿舍休息區設置食物販賣機以及咖啡投幣機和公用電

腦，讓學生方便購買麵包八寶粥等點心。 

3. 校園環境 

  重視校園美學以及學生有寬廣充足的運動空間，一進校門就

是一廣大的足球場，也可看見學生在操場上踢球，校園內到處都

可看見大型健身器材，讓學生自由使用，校園內美學與藝術點綴

校園，也可看見該校百年校史國際化進程裝置藝術，值得我方參

考。 

4. 校園特色 

  韓方提及早年他們在大邱地區是排名第一的名校，但近年因

為學校興起，校園特色變成學生選擇重點之一，向鄰近校園有主

打科學發展的高校，也有一所主打國際交流的知名公立學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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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都已經發展出校園特色也吸引很多很好學生就讀，啟聖高校

依然積極主打國際交流以及語言來吸引學生。親自走訪好處是與

對方建立密切交流，未來以兩校學 Homestay姊妹校課程與活動

互訪方式結合，推展本校國際交流。 

七、從交流文化方面：  

  從盆地到盆地，至韓國大邱締結的姐妹校紀行大邱位於韓國

中部，地處盆地四面環山，是大韓民國第四大城，人口約 260萬，

面積 885.62平方公里，各種條件均與臺中市相似。 

  此次締結的姐妹校啟聖高中，是大邱私立名校，已有 100年

的歷史，許多韓國的國會議員均畢業自此校。啟聖高中位於大邱

西面的臥龍山。「臥龍」之名，亦受漢化影響。 

  啟聖高中與惠文高中一樣致力於國際化，此次簽署之合作項

目包括兩校定期參訪與線上課程交流。惠文高中與美國姐妹校一

直進行 CCOC(跨國共備課程)線上課程交流，但因時區差異大，很

難透過視訊做進一步的互動，與啟聖高中簽約後，配合惠文高中

新購的視訊軟硬體，兩校同學將可以一起討論共同關心的國際議

題。 

  大邱是個注重體育的都市，主辦了 2003年夏季世界大學運

動會、和 4場 2002年世界盃足球賽的賽事，2011年還主辦城市

世界田徑錦標賽。啟聖高中的體育強項是足球隊，而惠文高中的

足球隊已連續兩年拿下全國冠軍，締結姐妹校後，足球與各種體

育的交流將熱烈展開。 

  此次韓國大邱締結姐妹校之行，實收穫良多，相信之後，兩

校學生均將享有更深化的國際教育交流。 

八、從執行對口方面： 

  學校目前對口單位是一位高中部英文科教師，該師主要負責

業務幾乎與我方類似，也相當有國際經驗，今年初他剛帶隊前往

德國進行兩校國際交流，而在我們離開後的 7月份，德國師生也

將前往啟聖展開為期兩周交流，因此，我們雙方在討論兩校合作

模式，幾乎沒有遇到什麼困難，深深感覺要做國際交流，其實最

重要的關鍵是對口單位的負責人，只要對方有相同理念與認知，

在討論細節上幾乎不會遇到困難。 

  本校 106學年度也預計將交流課程，開設高中部多元選修課

程：讓世界走進惠文(International Literacy)，以視訊

PBL(project-based learning)方式，主題式教學，讓兩校學生

能共同討論主題，了解對方文化與內涵。 

  同時我們也計畫兩校第一次姊妹校交流時間為 2018年 2月

以及 5月，我方預計將結合教育旅行結合 homestay模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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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韓方預計是五月或是年底帶師生到惠文高中進行 homestay，雙

方課程交流密切討論中。 

  除了課程交流外，由於啟聖高中離機場大約 40分鐘車程，

距離大邱地區市區也大約僅有 20分鐘距離，大邱市區也保留著

名的西門市場，同時大邱市處處也看見百年歷史古建築遺跡與古

城，是一處人文歷史兼具的城市，是很適合做為城市探險的課程

題材。此外，距離兩小時車程的慶州，更是聯合國遺跡認證的城

市，處處可看到韓國從新羅時代迄今保留完整的歷史古蹟，可了

解東北亞歷史以及文化， 適合教育的題材。 

陸、建議事項 

一、可爭取經費挹注姊妹校交流，促進兩校在各項課程、活動的交流與

學習。 

二、因應 2018 世界花卉博覽會在台中，可在花博期間廣邀姊妹校師生

進行互訪與交流，推展台中市特色。 



8 

 

 柒、照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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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聖高中劉哲煥校長簽約 王沛清校長簽約 

 

 

 

 

 

 

 

 

完成兩校歷史性一刻 雙方代表團合照留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