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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國中學學生全球化視野培育活動 
立足台灣·胸懷世界·放眼天下 

美國高中課程與生活文化學習體驗活動 
 

全球化是二十一世紀的主要潮流，未來世界各國人才必定更是全面化地在國際的平

台上競爭與合作。台灣學生必須具備國際視野與國際移動力，即除了專業能力外，

亦須具備外語能力、多元文化素養，以成為掌握永續發展、國際化、全球議題和世

界局勢演變的世界公民。藉由前往海外高中進行國際交流活動，讓台灣的青少年了

解同齡的他國學生的教育養成及其思維與文化，開拓國際視野、培養國際宏觀思維

為未來全球化的世界做更好的準備。 

 
活動總覽 

 

日期 2020.01.27(一)~2020.02.09(日), 共 14 天 

國家 美國 

地點 猶他州、加州 

交流學校 Farmington High School 

交流內容 1. 學伴課程 

2. 交流課程 

3. 學校活動 

4. 學伴活動 

5. 美國文化體驗 

             -- 感受寄宿家庭生活 

             -- 服務學習活動 

             -- 參訪文化景點 

 
活動目的： 

1. 認識美國教育制度及參與美國高中課程，擴大學生的國際教育視野及了解不

同教育體系學生的養成與發展。 

2. 與美國高中生交流，激發學生語文學習動機及多元學習意願，並建立國際友

人網絡。 

3. 提供學生國際交流管道，擴大學生人生視野的寬度與廣度，探索多元文化的

差異，培養正向的人生觀並重視自我價值及國際宏觀思維與領袖特質。 

4. 由學生交流進而發展、建立海外姊妹學校。 

 
活動地點： 

1. 美國猶他州 

依據美國聯邦調查局統計，猶他州為排名最安全的州之一。由於當地居民大

多為基督徒，生活嚴謹，受高等教育人口也居全美各州之冠。猶他州內有 7

座國家公園和其他許多美麗的自然景觀、Great Salt Lake 大鹽湖是西半球最大

的鹽水湖，也是世界第四大閉鎖湖，豐富的生態研究環境、豐富的印地安原

住民文化，更是 2002 年冬季奧運比賽主辦地。單純又富教育氣息的環境，非

常適合學生定點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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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美國加州 

加州，美太平洋岸重鎮，面積位列美國第三，人口、都市化程度第一。農

業、科技、教育、娛樂事業發達。洛杉磯，美國的第二大城，是世界的文

化、科學、技術、國際貿易和高等教育中心之一。該市及緊鄰的區域，在大

眾娛樂—諸如電影、電視、音樂方面構成了洛杉磯的國際聲譽和全球地位的

基礎。 

 
主辦學校: 建國中學  

 
交流及參訪學校介紹： 

 

Farmington High School 

 

 

 

美國 Farmington high school 位於猶他州的滿地富，是戴維

斯學區中的一所 10-12 年級的公立高中。戴維斯學區榮獲

全美前 3 之一的最佳學區，Farmington 為容納學區內首屈

一指的 2 所學校擴大的學生群而成立，並在 2018 年 8 月

正式啟用辦學，招收 2000 名學生。 

 

Farmington 高中占地46畝，建築設計從外觀、大廳到教室

都不像傳統高中，而是以學習者為中心的創新教學多元空

間設計。Farmington高中更類似於“大學”的設計，旨在

容納學習中的新想法與合作，每間教室都是“學習套房”

的一部分，是一所完全不同的創新教學的優秀高中。 

 

The University of Utah 

 

 
 

猶他大學(UU)，是美國猶他州高等教育的旗艦型學校，也

是一所享譽世界的公立研究型大學。美國西部最著名且最

古老的公立大學之一，猶他大學被卡耐基教育基金會歸為

特高研究型大學（Top-tier Research university），在美國所

有約 3632 所被美國教育部認證的大學中，只有 107 所大學

獲此殊榮。設有 72 個專業和 90 個以上研究學科，其醫學

院、藥學院、電腦科學等院系均處於全美頂尖地位。 

猶他大學一直被視為電腦圖形學的發源地，有“電腦圖形

聖地”之美譽，它也是互聯網的發源地之一，擁有全美無

線網路最發達的校區。學校的成功之處遠不止在課堂教育

和商業領域，其在通過基於研究的發明，創新起點方面在

全美排名第一，在美國新興校園科技公司排行榜中名列第

2 位，僅次於麻省理工學院。 

2018 年 CWUR 全球大學排名第 83 名, 全美排名 48； 

2017 年 U.S.News 全球大學排名第 125 名； 

2017 年 U.S.News 美國綜合大學排名第 111 名； 

2015 年 CUWR 世界大學排名第 70 名； 

2015 年美國大學學術排名第 47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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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er State University 

 

韋伯州立大學 Weber State University 是所州立的綜合性大

學，成立於 1889 年，位於猶他州奧登市市區，提供準學

士、學士和碩士學位。 

韋伯州立大學提供 215 個證書和學位課程，包含文科、人

文學科、應用科學與技術、商業與經濟、教育、社會行為

科學和健康職業等等，為猶他州內最大的綜合大學。 

最熱門學科為銷售技巧與業務執行、會計、基礎教育、護

士學、註冊護士訓練、心理學，其中護理學享有盛譽，排

名全球前 100 強。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UCLA) 

 

創辦於 1919 年，是加利福尼亞大學系統中的第二所大

學，目前擁有約 29,000 名本科生與 12,000 名研究生，提供

包括學士、碩士與博士在內 337 種不同的學位課程。

UCLA 是全美國申請人數最多的學校，2015 年，有超過

112,000 人申請入學 UCLA，是全美錄取率最低的公立大學

之一。 

UCLA 是美國享譽盛名的高等學府，在各種大學排名中均

有驕人成績。洛杉磯加州大學先後共有 14 名校友獲得諾

貝爾獎。洛加大同時也因其學生在奧林匹克運動會中取得

的優異成績而聞名於世。 

 
活動預定時間及行程：2020 年 1 月 27 日(星期一)~2 月 09 日（星期日）共 14 天 

 

日期 行程 住宿 用餐 行程安排內容 

1/27 

(一) 

前往鹽湖城  

寄宿家庭相見歡 

NBA 籃球賽 (Rocket vs Jazz) 

 

航班資訊:  

UA 872  11:35-06:50 

(桃園—舊金山) 

UA5333  10:50-14:05 

(舊金山—鹽湖城) 

寄宿家庭 午:機上 

晚:球場 

安排巴士於建國中學接成團學生前往桃園機場搭

乘美國聯合航空 UA872 航班前往美國猶他州, 中

間在舊金山轉搭聯合航空 UA5333 航班抵達鹽湖

城, 與機場接機的寄宿家庭歡喜見面，並拍紀念照

後接回。 

稍作安頓後，寄宿家庭送學生前往集合點搭大眾

交通工具前往 NBA 球賽賽場觀賞火箭隊與爵士隊

比賽, 賽後回到集合點由寄宿家庭接回 

1/28 

(二) 

鹽湖城大眾交通工具體驗及城市

巡禮  

-- 猶他州政府大樓(Capitol 

Building) 

-- 聖殿廣場探索(Temple square 

explore) 

-- City Creek 購物中心 

 

寄宿家庭 早:寄宿家庭 

午:退餐自選 

晚:寄宿家庭 

安排寄宿家庭送學生到集合點搭乘猶他州火車

(Front runner)、地上電車(Trax)及公車, 了解猶他

州交通系統及網絡, 與轉搭和誠實購票機制。 

◼ 州政府大樓(Capitol Building)安排人員導覽參

觀內部並了解當地發展、議會運作…等 

◼ 自由參觀聖殿廣場(Temple square) 

◼ 步行至 City Creek 購物中心用餐 

寄宿家庭於集合點接回, 參與家庭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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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三) 

服務學習活動 

-- 人道救援中心(Humanitarian 

Center) 

企業精神體悟 

-- 1st KFC 

參訪猶他大學 (Visiting University 

of Utah) 

自然歷史博物館(Natural History 

Museum of Utah) 

寄宿家庭 早:寄宿家庭 

午:1st KFC 

晚:寄宿家庭 

寄宿家庭送學生前往集合點, 搭乘巴士前往全球性

組織人道救援中心, 由中心人員導覽並觀賞人道救

援中心服務理念之影片, 而後安排服務活動並獲國

際服務證書 

前往全球第一家 KFC 用餐, 並感受其中 KFC 創業

時期的精神與參觀文物器具 

安排當地旗艦型大學--猶他州立大學(University 

of Utah)講座介紹學校、入學方式與交流互動, 以

及學校大使導覽校園。自由參觀自然歷史博物館 

回到集合點由寄宿家庭接回 

1/30 

(四) 

Farmington High School 

歡迎式 (與校長、學伴見面) 

學伴 A day 課程 

寄宿家庭 早:寄宿家庭 

午:學校餐廳 

晚:寄宿家庭 

成團後與學校溝通課程安排, 預定安排: 

歡迎式 

校園參觀 

學伴課程(跑班) 

 

接續下周 

1/31 

(五) 

Farmington High School 

學伴 B day 課程 

學伴活動 

寄宿家庭 

2/01 

(六) 

參訪冬季奧運滑雪場 

滑雪體驗(Cross Country Ski) 

公園市暢貨中心(Park city outlet) 

寄宿家庭 寄宿家庭 搭乘巴士前往冬季奧運滑雪場參觀 2002 年冬季

奧運滑雪場地, 及奧運會相關文物、設備器具及相

關紀錄 

滑雪場教練指導滑雪基本方式後, 學生練習及體驗

滑雪樂趣, 汗水淋漓後搭巴士前往公園市 outlet, 

學生自由購物 

搭巴士返回集合點由寄宿家庭接回 

2/02 

(日) 

欣賞大會堂唱詩班演唱

(Tabernacle chore) 

參訪鹽湖城聖殿廣場(Temple 

square) 

參訪獲 AIA 建築榮譽獎的是立圖

書館(City Library) 

寄宿家庭 早:寄宿家庭 

午:Cha-A-

Rama 

晚:寄宿家庭 

寄宿家庭送學生到集合點 搭巴士前往聖殿廣場欣

賞美國總統就職典禮必邀的大會堂唱詩班現場轉

播演唱之後安排內部導覽, 欣賞永恆家庭的影片 

中午安排 Cha-A-Rama 美式餐廳用餐 

前往市立圖書館參觀後返回寄宿家庭(或安排溜冰

ice skating 活動後返回) 

2/03 

(一) 

Farmington High School 

交流課程 

學伴活動 

寄宿家庭 早:寄宿家庭 

午:學校餐廳 

晚:寄宿家庭 

成團後與學校溝通課程安排, 預定安排: 

學伴課程(跑班) 

猶他州文化課(只有建中學生) 

交流課程 

台灣文化分享 

2/04 

(二) 

Farmington High School 

交流課程 

台灣文化簡報準備 

寄宿家庭 

2/05 

(三) 

Farmington High School 

交流課程 

台灣文化報告 

惜別會 

寄宿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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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6 

(四) 

參訪韋伯州立大學(Weber State 

University) 

參訪美國猶他州西爾航空博物館

(Hill Aerspace Museum) 

-- 參訪食物銀行(Food bank) 

飛往 LA 

 

航班資訊 

UA5809 18:09-19:22 

LA Best 

Western 

飯店 

早:寄宿家庭 

午:美式餐廳 

晚:機場自選 

寄宿家庭送至集合點搭乘巴士前往綜合性大學--

韋伯州立大學, 安排學校大使導覽校園, 專業課程

體驗以及講座介紹學校及入學與獎學金申請方式 

由美國二戰退役軍人導覽博物館內介紹一二次世

界大戰及其他戰役所使用的美國軍用航空飛機及

親身經歷故事 

前往食物銀行參觀,並了解服務運作方式 

搭乘聯合航空 UA5809 航班前往洛杉磯 

抵達後安排巴士接往飯店住宿休息 

2/07 

(五) 

參訪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 

環球影城 Universal Studio 

參訪 LA 格里斐斯天文台(Griffith 

Observatory) 

LA Best 

Western 

飯店 

早:飯店 

午:美式餐廳 

晚:退餐環球

影城自選 

搭乘巴士安排 UCLA 學校大使導覽校園, 及一堂自

選課程入班體驗, 小組訪問 UCLA 學生活動 

前往環球影城車覽美國 Hollywood 電影拍攝場地, 

以及體驗遊樂場設施及歡樂氣氛 

前往世界知名的格里菲斯天文台自由參觀及欣賞

Hollywood 夜景 

2/08 

(六) 

返回台灣 

UA708 09:30-11:15 

UA871 13:05-19:50 

 早:飯店 

午晚:機上 

巴士送往 LA 國際機場搭乘聯合航空 UA708 或

UA871 航班返台 

2/09 

(日) 

抵達溫暖的家    

 
交流活動的規劃及執行安排 

規劃 (1) 美國高中交流 

a 參與美國高中安排的學伴(A/B day)課程，體驗美國跑堂式

及啟發式的多元化課程 

b 兩校學生的交流課程(台灣學生擅長的數學課、體育課),由

美國老師帶領,兩校學生藉由數學課題了解台美不同的解題

思維與方式、分享台灣的運動或體育遊戲, 讓美國學生體驗

台灣體育活動 

c 美國高中課程(Engineering class, Theater class, Debate class),

美國學生富有豐富的創意, 台灣學生富有強大的邏輯能力,

在 Engineering class 課程中體驗美國學生基礎養成課程, 擴

大思維, 完成作品。美國高中戲劇及音樂劇,從表演、服

裝、化妝、道具、舞台…等不輸專業的到位表現, 美國戲劇

課程, 開放學生的心態、放鬆肢體, 盡情表達自己。辯論課

是準備學生進行模擬聯合國的重要部分, 觀摩美國老師如何

引導學生, 學生對各國議題的看法及表現方式。 

d 參與學校活動, 感受美國高中活動氣氛及合作精神 

e 與美國學伴一同課後活動, 增進情感、加深認識與理解 

f 擔任台灣高中 中華文化大使，分享中華文化及台灣特色，

使台灣學生更具國家認同感、更熱愛中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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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學生將觀察與感受美國高中生與台灣高中生教育養成之異

同記錄下來，不但可成為一生難忘的美好回憶記錄，亦是

將來升大學非常好的備審資料 

(1) 美國大學參訪 

感受校園氣氛，了解美國高中與大學如何銜接，以及美國大學

與大學間靈活移轉的教育制度。 

a 參訪美國名校（UCLA）與 UCLA 學生進行訪問活動  

b 參訪美國享譽世界的公立研究型大學，猶他州高等教育的

旗艦型學校(UOU) 

c 參訪猶他最大的公立綜合性大學(WSU) 

(2) 文化體驗學習活動  

a 住宿寄宿家庭, 體驗美國家庭生活及傳統文化 

b 參訪全球性人道救援中心，及食物銀行，了解其不同於台

灣的助人的觀念與作法 

c 聆聽美國總統就職典禮一定要邀請的聖樂合唱團演唱 

d 全球第一家 KFC 用餐並體悟其企業精神 

e 感受美國對全世界籃球的最高殿堂 NBA 賽事的熱衷與重視

及其全民參與的氛圍， 

f 參訪奧運規格滑雪競賽場地及滑雪體驗 

g 體驗不同於台灣的購物商場及習慣 

a LA 對世界在科技及娛樂事業影響重大, 參訪環球影城以及

享譽世界的天文台 

執行安排 1. 課程安排 

             - 每位學生安排一位學伴, 體驗學伴課程 

             - 台灣學生需要跑班到交流課程教室, 由學伴協助引導教室位置 

             - 台灣學生準備台灣文化簡報對美國師長、同學介紹台灣 

2. 食宿安排 

             - 2 位學生安排在一個寄宿家庭, 若學生人數為單數時, 則 1 或 3  

               人在一個寄宿家庭 

             - 早晚餐安排在寄宿家庭用餐, 午餐則在學校餐廳或活動路程中 

                餐廳用餐              

3. 交通安排 

- 寄宿家庭接送 

- 安排當地大眾交通運輸工具或專車接送 

4. 其他安排 

             - 15 人以上, 全程有合格領隊陪同 

             - 為學校準備台灣特色紀念品致贈交流學校             

 
寄宿家庭介紹 

『任何成功都不能彌補家庭的失敗』是普遍猶他州家庭的價值觀。獲得遴選的寄宿

家庭多為基督徒，良善並具有良好職業背景。學生在寄宿家庭可以感受到濃厚的家

庭愛及歸屬感，猶他州是相當安全、優質與友善的寄宿家庭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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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參訪地點介紹 

 

人道救援中心 

 

人道救援中心是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於 1991 年在猶他州鹽

湖城成立，按照教會領袖的教導「要餵養飢餓者、給無衣蔽

體的人衣服穿、照料寡婦、逝去孤兒的淚水、安慰傷痛者，

不論是在這個教會、其他教會，甚至不在教會中……」提供全

球各地因災害需要的急救補助品及人道救援用品，並訓練那

些希望發展就業技能的人協助其達到自立自足。 

食物銀行 

 

 

 

在猶他州範圍內與飢餓作鬥爭是猶他州內全國性 200 多家

Feeding America 的其中之一的成員，是領先的國內飢餓救濟

組織的一員。 

 
110 多年來，猶他州食品銀行一直堅持為全州有需要的人提

供服務的目標。與社區合作夥伴和志願者一起不懈努力，繼

續揮影響力，履行我們在全州範圍內戰勝飢餓的使命。 

猶他州食品銀行通過遍布全州 29 個縣的 149 個夥伴機構的全

州網絡分發膳食。除了是少數幾家向合作夥伴機構免費分發

食品的食品銀行之一外，還提供多種直接服務計劃，幫助州

內的最弱勢群體 - 兒童和老年人。通過將這些直接服務計劃

與我們的緊急糧食援助服務相結合，真正影響猶他州內生活

在糧食不足者的生活。 

鹽湖城聖殿廣場 

 

鹽湖城聖殿是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全世界聖殿中規模最

大，也是最著名的一個。每年都有許多來自世界各地的教徒

或非教徒到訪聖殿廣場並欣賞大會堂唱詩班演唱，大會堂唱

詩班歌聲美妙動聽，歷屆美國總統就職典禮皆獲邀獻唱。 

冬季奧運滑雪場 

 

鹽湖城是戶外愛好者的勝地，冬季尤甚。猶他州有享譽世界

最棒的雪“Greatest Snow on the Earth”。距鹽湖城 40 分鐘車程

就有 7 座著名雪場，擁有超過 700 條雪道。距鹽湖城僅 25 分

鐘車程的花園城擁有山景、峽谷、鹿穀 3 座北美排名前 10 的

滑雪場，第 19 屆冬奧會滑雪項目的比賽場地大多集中於此，

奧林匹克公園也建在這裡。 

猶他州政府大樓 

 

猶他州議會大廈位於美國猶他州鹽湖城的議會山，俯瞰市中

心，為州長辦公室和州議會所在地。是一座新古典主義建

築，建於 1912 年到 1916 年。1978 年列入國家史跡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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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歷史博物館 

 

 

中西部的猶他州是美國的恐龍之鄉，每年出土的化石數量數

一數二，而位於首府鹽湖城東郊的猶他州自然歷史博物館

（National History Museum of Utah），是一個認識恐龍的好

地方。 

  
博物館除展示大鹽湖一帶遠古的歷史資料及化石外，也可欣

賞曾橫行 1 億 5,000 萬年前的暴龍、長頸龍、角龍、劍龍、

翼龍等恐龍化石，由於化石體型龐大，具具張牙舞爪，有助

想像那個龍行虎踞的時代。 

1st KFC 

 

桑德斯上校首次出售他的雞的地點是在科肯，肯塔基州，而

第一個肯德基炸雞特許經營權在鹽湖城。皮特哈曼是原來的

加盟商。皮特拿著 50 歲的桑德斯上校的食譜，憑著這份特許

經營協議和極大的努力獲得了成功。 

 
餐廳旁邊有上校和皮特的雕像，裡面是肯德基的文物，如: 桑

德斯上校的白色西裝，玻璃雞桶，原始的標牌，以及上校的

形像在一邊的公文包，以及各處牆上留下的照片也留下了這

兩位合作夥伴的創業足跡與創業精神。 

環球影城 

 

加州洛杉磯是著名的娛樂之都，由此地製作出的電影暢銷全

球，可謂影響世界甚鉅的文化大鎮，起初是為了提供大眾參

觀真正的環球影城攝影棚和場景而設立，而今好萊塢環球影

城（Universal Studios Hollywood）為電影製片廠及主題樂園，

是歷史悠久、著名且仍在使用的好萊塢電影製片廠之一。 

天文台 

 

格里菲斯天文台（Griffith Observatory）是洛杉磯的一個標

誌，是公共天文學領域的全國領先者。天文台位於好萊塢山

的南坡格里菲斯公園，海拔 1,134 英尺，是世界上訪問量最

大的公共天文台（每年有 150 萬人次），也是美國第一批致

力於公共科學的機構之一。 

為了實現天文台“觀察者為觀眾”的目標，越來越多的人（800

萬）通過天文台的蔡司 12 英寸折射望遠鏡觀星。 

 
活動預期效益 

1、 學習語文動機的提升及能力的精進          

2、 體認多元，學會與不同文化族群交流的技巧 

3、 培養在不同環境、文化中生活的適應力 

4、 培養學生更具國家認同感 

5、 建立國際友人網路 

6、 擴大國際視野，培養成為未來的領袖 

7、 運用此行所學，提升個人學習及生活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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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費用:  NT$112,000 (不含護照及 ESTA 費用） 

                     包含： 

➢ 台灣-美國來回機票 

➢ 行程期間 500 萬旅遊平安險及 50 萬醫療險 

➢ 住宿及三餐費用 

➢ 行程內所有交通費 

➢ 行程內所有教學費用 

➢ 行程內所有活動相關費用，如門票、活動教材費用等 

➢ 活動紀錄 

 
報名活動：限 20 位學生參加 (活動說明會於 11/11(一)晚上 6:30 建中紅樓 2F 會議室舉行) 

請掃描並填寫活動報名表單 

 
 
協會介紹 
台灣國際青少年交流協會(簡稱 TIYEA)為依法設立、非以營利為目的之社會團體，以

開展全國青少年國際視野為目標、為成為國際人作準備、帶領國際學生認識台灣，

為全國青少年開創對外文化、學術、語言交流門戶為主旨。台灣國際青少年交流協

會(TIYEA)與世界接軌，目前與協會合作的國家有美國、加拿大、歐洲、亞洲地區日

本、韓國、新加坡、香港、中國等地。 

 
協會服務項目為協助安排台灣學校聯繫國外學校進行校際交流、協助國外學生來台

進行服務活動、夏令營活動、國內推展國際交流各項培訓計劃。 

 
聯絡資訊 

聯絡人：台灣國際青少年交流協會  田珊珊 

電  話：03-356-8101   傳真：03-356-8012   

電子郵件：cathy@tiyea.org 

網址：www.tiyea.org 

mailto:cathy@tiyea.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