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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大學「2019 年暑期大專青年上海文教交流暨企業參訪團」 

活動簡章 
 

一、活動目的：為加強推動大專青年對中國大陸之文教交流與企業現況之瞭解，受

海峽兩岸青年交流協會之邀，聯合舉辦本活動。 

二、活動主題： 

  （一）擴展視野：提供大專青年異地學習與交流機會，分享彼此生活經驗與學習。 

  （二）企業參訪：參訪上海著名線上遊戲企業之園區，學習企業運作之經驗。 

  （三）文化體驗：十里洋場名勝古蹟參訪，對中國傳統事物有深度接觸與了解。 

  （四）美食饗宴：漫步上海街頭、親嘗道地風味美食。 

三、邀請單位：海峽兩岸青年交流協會。 

四、協辦單位：中國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上海市台辦。 

五、承辦單位：中國文化大學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組。 

六、活動時間：2019 年 7 月 9 日(二)至 7 月 15 日(一)，共計 7 天 6 夜。 

七、團隊票務及收費：由「台灣運達旅行社」負責辦理，旅行社聯絡人為林子琳小姐，

連絡電話(02)2508-3398。 

 （一）團費費用：新臺幣 16,500 元，內含：往返團體機票、參訪團活動期間之食、

宿及交通安排(含機票、專車等)、保險費(飛安險、200萬旅行平安險及3萬醫

療險等費用)及其他團體公共支出之分攤費用(紀念品、交換禮物等)。2019年

5月24日前報名者享早鳥價新臺幣15,500元，及早報名享優惠。 

 （二）團費內不含：個人費用(如小費、計程車等)及證照（護照、台胞證）等費用。 

 （三）報名日期：於2019年6月7日(五)截止報名。 

 如為非中國文化大學學生也可報名參加(本校學生優先)，但必須於線上填

報報名資料後，將團費以「郵局報值信函(現金袋)」或「郵政匯票」方式

寄送到(111)台北市士林區華岡路55號課外活動組林明輝先生代收，收齊後

再轉交旅行社。因團費總金額超過郵局現金袋上限1萬元，請分2袋寄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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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活動對象： 

（一）限35歲以下在學的台灣大學生及研究生均可報名參加，外籍生、陸生及港澳

生因邀請單位無法接待，恕無法參加；本校學生及曾擔任學生社團、班級幹

部者優先錄取。 

（二）名額30名，額滿為止。邀請及承辦單位有保留錄取團員之權利。 

九、行程概要： 

日期 活動內容 

第一天(7月9日) 

 搭機前往上海：桃園上海 

 體驗上海景點：【新天地、外灘】 

 【新天地】上海新天地是一個具有上海歷史文化風貌，

中西融合的都市旅遊景點，上海新天地以上海近代建築

的標誌石庫門建築舊區為基礎。首次改變了石庫門原有

的居住功能，創新賦予其商業經營功能，把這片反映了

上海歷史和文化的老房子改造成餐飲、購物、演藝等功

能的時尚、休閒文化娛樂中心。漫步新天地，仿佛時光

倒流，有如置身於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上海，但一

步跨進每個建築內部，則非常現代和時尚，親身體會新

天地獨特的理念，這有機的組合與錯落有致地巧妙安排

形成了一首上海昨天、明天、今天的交響樂，讓海內外

遊客品味獨特的文化。 

 【外灘】外灘矗立著 52幢風格迥異的古典復興大樓，

素有外灘萬國建築博覽群之稱，是中國近現代重要史跡

及代表性建築，上海的地標之一。與外灘隔江相對的浦

東陸家嘴，有上海標誌性建築東方明珠、金茂大廈、上

海中心大廈、上海環球金融中心等，成為中國改革開放

的象徵和上海現代化建設的縮影。 

第二天(7月10日) 

 文教交流：【交通大學校園參訪、專題座談】 

上海交通大學，簡稱“上海交大”，是中國歷史最悠久、享

譽海內外的著名高等學府之一，位列“985工程”、“211工

程”、“世界一流大學建設高校”，入選“珠峰計畫”、“111

計畫”、“2011 計畫”、“卓越醫生教育培養計畫”、“卓越法

律人才教育培養計畫”、“卓越工程師教育培養計畫”、“卓

越農林人才教育培養計畫”，為九校聯盟、中國大學校長

聯誼會、Universitas 21、21世紀學術聯盟的重要成員。另

外，安排交通大學教授進行專題講座，進行檢核之後，

提供微學分認證(各校認定不同，無法確保可以認證)。 

 正式接待：【接待單位拜會及餐敘】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8A%E6%B5%B7/11460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F%B3%E5%BA%93%E9%97%A8/70196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6%B0%E5%A4%A9%E5%9C%B0/186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A%A4%E5%93%8D%E4%B9%90/72047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6%87%E5%8C%96/2362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4%96%E6%BB%A9%E4%B8%87%E5%9B%BD%E5%BB%BA%E7%AD%91%E5%8D%9A%E8%A7%88%E7%BE%A4/817277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9%86%E5%AE%B6%E5%98%B4/7357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9C%E6%96%B9%E6%98%8E%E7%8F%A0/41742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87%91%E8%8C%82%E5%A4%A7%E5%8E%A6/48683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8A%E6%B5%B7%E4%B8%AD%E5%BF%83%E5%A4%A7%E5%8E%A6/513512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8A%E6%B5%B7%E4%B8%AD%E5%BF%83%E5%A4%A7%E5%8E%A6/513512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8A%E6%B5%B7%E7%8E%AF%E7%90%83%E9%87%91%E8%9E%8D%E4%B8%AD%E5%BF%83/1012094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4%B9%E9%9D%A9%E5%BC%80%E6%94%BE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4%B9%E9%9D%A9%E5%BC%80%E6%94%BE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5%8E%86%E5%8F%B2/152769
https://baike.baidu.com/item/985%E5%B7%A5%E7%A8%8B
https://baike.baidu.com/item/211%E5%B7%A5%E7%A8%8B
https://baike.baidu.com/item/211%E5%B7%A5%E7%A8%8B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96%E7%95%8C%E4%B8%80%E6%B5%81%E5%A4%A7%E5%AD%A6%E5%BB%BA%E8%AE%BE%E9%AB%98%E6%A0%A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F%A0%E5%B3%B0%E8%AE%A1%E5%88%92
https://baike.baidu.com/item/111%E8%AE%A1%E5%88%92
https://baike.baidu.com/item/111%E8%AE%A1%E5%88%92
https://baike.baidu.com/item/2011%E8%AE%A1%E5%88%9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D%93%E8%B6%8A%E5%8C%BB%E7%94%9F%E6%95%99%E8%82%B2%E5%9F%B9%E5%85%BB%E8%AE%A1%E5%88%9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D%93%E8%B6%8A%E6%B3%95%E5%BE%8B%E4%BA%BA%E6%89%8D%E6%95%99%E8%82%B2%E5%9F%B9%E5%85%BB%E8%AE%A1%E5%88%9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D%93%E8%B6%8A%E6%B3%95%E5%BE%8B%E4%BA%BA%E6%89%8D%E6%95%99%E8%82%B2%E5%9F%B9%E5%85%BB%E8%AE%A1%E5%88%9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D%93%E8%B6%8A%E5%B7%A5%E7%A8%8B%E5%B8%88%E6%95%99%E8%82%B2%E5%9F%B9%E5%85%BB%E8%AE%A1%E5%88%9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D%93%E8%B6%8A%E5%86%9C%E6%9E%97%E4%BA%BA%E6%89%8D%E6%95%99%E8%82%B2%E5%9F%B9%E5%85%BB%E8%AE%A1%E5%88%9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D%93%E8%B6%8A%E5%86%9C%E6%9E%97%E4%BA%BA%E6%89%8D%E6%95%99%E8%82%B2%E5%9F%B9%E5%85%BB%E8%AE%A1%E5%88%9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9%9D%E6%A0%A1%E8%81%94%E7%9B%9F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5%A4%A7%E5%AD%A6%E6%A0%A1%E9%95%BF%E8%81%94%E8%B0%8A%E4%BC%9A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5%A4%A7%E5%AD%A6%E6%A0%A1%E9%95%BF%E8%81%94%E8%B0%8A%E4%BC%9A
https://baike.baidu.com/item/Universitas%2021
https://baike.baidu.com/item/21%E4%B8%96%E7%BA%AA%E5%AD%A6%E6%9C%AF%E8%81%94%E7%9B%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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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7月11日) 

 企業參訪：【心動網絡公司園區及 TapTap 企業】 

 【心動網絡公司園區】上海心動

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材料科技

研發、產品策劃設計、銷售於一

體的高科技企業，最著名的是 

「仙境傳說 RO 線上遊戲」

(https://www.xd.com/)，坐落於上

海市北高新技術服務業園區內。 

 【TapTap 企業】TapTap 是一個高品質手遊玩家社區，

開發者無需接入 SDK，即可上傳遊戲，海內外開發者

都有機會在這裡售賣正版安卓遊戲。TapTap 提供真實

排行榜單和玩家評價，堅持編輯獨立評測推薦。在

TapTap 社區，用戶與開發者直接交流，推動遊戲改進。

TapTap 正在用雙贏的方式，發現好遊戲。 

第四天(7月12日) 

 景點參訪：【世博園區－中國館（中華藝術宮）、環球金融

中心觀光廳１００層、浦東陸家嘴濱江大道】 

 【世博園區－中國館（中華藝術宮）】2010年上海世博

會中國國家館，以城市發展中的中華智慧為主題，表現

出了“東方之冠，鼎盛中華，天下糧倉，富庶百姓”的中

國文化精神與氣質。展館的展示以“尋覓”為主線，帶領

參觀者行走在“東方足跡”、“尋覓之旅”、“低碳行動”三

個展區，在“尋覓”中發現並感悟城市發展中的中華智

慧。世博會結束後，更名為中華藝術宮。 

 【環球金融中心觀光廳 100 層】來到大樓 100 層，即

474米高處的懸空觀光長廊時，漫步雲端的感覺仿佛成

了現實，在長達 55 米的懸空觀光長廊裡，設有 3 條透

明玻璃地板，腳下的城市仿佛在流動，十分震撼。當然，

要走在完全透明的玻璃地板上，是需要很大勇氣的，畢

竟腳下透明的玻璃地板距離地面的高度有 470多米！  

 【浦東陸家嘴濱江大道】濱江大道由親水準台、坡地綠

化、半地下廂體及景觀道路等組成。憑欄臨江，浦東兩

岸百舸爭流，和外灘萬國博覽建築群的動與靜的結合，

給人們無限的遐想，有一種移步拾景的意境，它猶如一

條彩帶飄落在黃浦江的東岸，被讚譽為浦東的新外灘。 

 校園交流【復旦大學校園巡禮及兩岸青年對談】 

第五天(7月13日) 

 景點參訪：【上海影視樂園+叮叮車、城隍廟商圈、田子坊、

漫步思南路 】 

 【上海影視樂園+叮叮車】始建於 1992 年，是以影視

拍攝服務為主，兼具觀光旅遊、文化娛樂、休閒度假等

功能的綜合性旅遊區，是以民國時期文化為背景的仿古

建築群。上海影視樂園為國家 4A級旅遊景區 ，是中國

https://www.xd.com/
https://baike.baidu.com/item/2010%E5%B9%B4%E4%B8%8A%E6%B5%B7%E4%B8%96%E5%8D%9A%E4%BC%9A/2222272
https://baike.baidu.com/item/2010%E5%B9%B4%E4%B8%8A%E6%B5%B7%E4%B8%96%E5%8D%9A%E4%BC%9A/222227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112244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F%8E%E5%B8%82%E5%8F%91%E5%B1%9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6%96%87%E5%8C%96%E7%B2%BE%E7%A5%9E/673084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6%96%87%E5%8C%96%E7%B2%BE%E7%A5%9E/673084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1%95%E9%A6%86/126438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F%BB%E8%A7%85/522371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96%E5%8D%9A%E4%BC%9A/17115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8D%8E%E8%89%BA%E6%9C%AF%E5%AE%AB/257620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B%A8%E6%B1%9F%E5%A4%A7%E9%81%93/817381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B4%E6%B1%9F/1281162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5%A6%E4%B8%9C/64464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BB%84%E6%B5%A6%E6%B1%9F/8011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6%B0%E5%A4%96%E6%BB%A9/514327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BD%E5%AE%B6AAAA%E7%BA%A7%E6%97%85%E6%B8%B8%E6%99%AF%E5%8C%BA/7574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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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影視基地之一。在上海影視樂園取景的有《情深深

雨濛濛》、《麻雀》、《建黨偉業》、《功夫》等作品。 

 【城隍廟商圈】上海城隍廟殿堂建築屬南方大式建築，

紅牆泥瓦，現在廟內主體建築由廟前廣場、大殿、元辰

殿，財神殿、慈航殿、城隍殿、娘娘殿組成。上海城隍

廟坐落于上海市最為繁華最負盛名的豫園景區，是上海

地區重要的道教宮觀，始建於明代永樂年間

（1403—1424），距今已有近六百年的歷史。 

 【田子坊】1998年前這裡還是一個馬路集市，自 1998

年 9月區政府實施馬路集市入室後，把泰康路的路面進

行重新鋪設，使原來下雨一地泥，天晴一片塵的馬路煥

然一新。曾經擁擠平常的田子坊弄堂抹上了蘇荷 SOHO

的色彩，宛如上海市著名的榮樂東路一樣，變身成為現

代創意聚集地，增添了人文藝術氣息。 

 【漫步思南路】馬路兩側滿是法國梧桐和精美的洋房。

思南路除了擁有當年法租界上小馬路的共同特徵外，還

有著不同于其它馬路的獨特吸引力：二十幾幢花園式洋

房，集中了老上海近乎全部的民居樣式—是城市歷史的

活話本。作為上海 11個歷史風貌保護區之一，思南路

記錄著當年花園洋房的“原生態”，過了皋蘭路開始，一

直到建國路，走在這一段仿佛又回到了那個年月。 

第六天(7月14日) 

 景點參訪：【上海城市規劃館、漫步武康路、1933老場坊】 

 【上海城市規劃館】上海城市規劃展示館作為上海對外

宣傳的重要視窗，以“城市、人文、環境、發展”為展示

的主題，向上海人民乃至世人展示了上海城市規劃建設

發展的成就，讓市民知曉城市規劃，參與城市規劃，架

起了市政府與市民間的溝通橋樑。上海城市規劃展示

館，成為了國家 4A旅遊景點、全國（及上海）科普教

育基地上海市環保教育基地、職業見習基地。 

 【漫步武康路】武康路及周邊區域的演變過程展示出該

區域從近代上海法租界西區最初的城市化到今天面臨

新一次“轉變”的發展過程全景，為相關的保護規劃和實

際整治工作提供了理論和實踐兩方面的支撐，並結合武

康路保護性綜合整治工程對修建性詳細規劃層面的保

護規劃模式和城市設計理念進行了探索和分析。 

 【1933 老場坊】1933 老場坊的建築融匯了東西方特

色，整體建築可見古羅馬巴西利卡式風格，而外方內圓

的基本結構也暗合了中國風水學風水學說中 “天圓地

方”的傳統理念。 “無梁樓蓋”、“傘形柱”、“廊橋”、“旋

梯”“牛道”等眾多特色風格建築融會貫通，光影和空間

的無窮變幻呈現出一個獨一無二的建築奇葩。不同的季

節，不同的時間，不同的角度，可以領略不一樣的風情。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1%AB%E5%9B%AD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3%B0%E5%BA%B7%E8%B7%AF/1287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D%A3%E4%B9%90%E4%B8%9C%E8%B7%AF/2013419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0%9D%E5%8D%9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A%8B%E5%85%B0%E8%B7%AF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B%BA%E5%9B%BD%E8%B7%AF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8A%E6%B5%B7%E5%9F%8E%E5%B8%82%E8%A7%84%E5%88%92/1257385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7%B4%E8%A5%BF%E5%88%A9%E5%8D%A1


5 

第七天(7月15日)  搭機回台：上海／台灣桃園國際機場 

(上述預定行程，若因天候或不可抗力因素，得由主辦單位依實際情況調整安排之)。 

十、其他事項： 

(一)本營隊為團體活動，參加人員需遵守團體公約，注重團體榮譽，並願接受團

長與領隊老師之生活管理，以維護校譽。若活動中有不服領導致產生校譽受

損之情事，返校後將依校規處理，友校學生則報請該校議處。 

(二)本營隊以團進團出為原則，如因個人因素需離團，需經團長領隊老師同意並

簽署自行離團同意書，離團增加之個人交通費用自行負擔。 

(三)各費用及證照請按規定時程辦理及繳交，逾時辦理致無法成行者自行負責。 

(四)報名後若無法參加，須扣除機票手續費後退還餘款。其他未盡事宜，將適時

公告補充之。 

報名時程及注意事項 

 ＊即日起至中國文化大學課外組網頁「2019 年暑期大專青年上海文教交流暨企業參

訪團」網路報名，網址為 tinyurl.com/19CCUSH，填妥列印一份，浮貼上 2 吋照片

一張，交至大恩館 2 樓課外活動組林明輝老師處，並繳交所有費用，額滿為止。 

＊連絡電話：02-28610511-12211， E-mail：lmh13@ulive.pccu.edu.tw  

日程 辦理事項 繳交資料 

即日起至6月7日 網路登記報名 繳交團費、填寫報名表及2吋相片1張 

請自行辦妥護照 新辦或換新護照 

護照—攜帶護照費1400 元，身分證正本、

2 吋白底彩色照片2張、未滿20歲者需監護

人身份證影本及聯絡電話 

6月14日前 

新辦台胞卡者 
費用1700元，需繳身分證及護照影本、2

吋彩色照片1張 

持有效期限台胞證者 免加簽。 

6月21日前 繳交役男出國備查單 

役男出國須申請備查，請至內政部入出國

及移民署申請，網 址：

https://nas.immigration.gov.tw/。若無法網路

辦理，請至戶籍所在地戶政事務所辦理！ 

☆本次活動有關團費、證照及票務等事務，「台灣運達旅行社」負責辦理，旅行社聯
絡人為林子琳小姐，連絡電話(02)2508-33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