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國高級中學 

美加名校參訪 
教育旅行 



遊學地點：加拿大溫哥華 

            被認為是世界上最美麗且適合居住的城市，有“花園城市”之稱，居民都 

            非常的友善，溫哥華因電影後製能力而被譽為北方好萊塢，整個城市混合 

            著自然及都市氣息，一年四季分明可享受不同類型的戶外活動。 

主辦單位：溫哥華高貴林教育局  

            卑斯省教育部評為最佳學區之一，擁有8所高中及現代化設備、全聯網和 

            多元化課程，每年都可獲得省政府高額獎學金，對國際教育計劃推廣不遺 

            餘力，是國際學生首選的學區。 

遊學學校：Riverside公立高中 

            建校於1996年，提供全面具挑戰性的學術和選修課程，以滿足每位學生的 

            需求，學校也為學生提供多元化活動，是一個充滿積極、關懷、鼓勵的學 

            習環境，並引導學生發展正向的個人特質，更全面提供三星(Samsung)數位 

            化教學。 

遊學日期：8月3日(一) ~ 8月24日(一) ; 共22天 

課程安排：1.上午STEM 自然科學課程，下午參訪名校、知名旅遊景點等戶外活動 

            2.假日安排維多利亞市一日遊 

            3.課程結束後安排美國西雅圖、舊金山、優勝美地、洛杉磯8日旅遊 

食宿安排：1.加拿大溫哥華住宿:寄宿家庭 / 雙人房，每日三餐及上下課接送 

            2.美西旅遊：飯店二人房 

              西雅圖住一晚;舊金山住三晚;佛雷斯諾住一晚;洛杉磯住二晚 

              特色餐：阿甘蝦風味餐、韓式風味餐、美式漢堡餐、中式自助餐 

                      (outlet、優勝美地、環球影城、迪士尼樂園午餐自理) 

美加名校參訪及教育旅行 



  

週  天數 日  期 星期 活動內容(上午) 活動內容(下午) 

第 

 

一 

 

週 

1 8月03日 一 搭乘豪華班機飛往溫哥華，抵達後專車接往寄宿家庭 

2 8月04日 二 歡迎儀式及分班測驗 名校參訪- 西門菲沙大學 

3 8月05日 三 STEM – 自然科學 最大購物中心- 鐵道鎮逛街 

4 8月06日 四 STEM – 自然科學 名校參訪-卡普蘭諾大學 / 卡普蘭諾吊橋 

5 8月07日 五 STEM – 自然科學 科學世界 

6 8月08日 六 
搭乘海上渡輪沿途欣賞各島嶼美麗風光，抵達溫哥華島後遊覽港灣

碼頭、省議會大樓、帝后酒店及名校維多利亞大學 

7 8月09日 日 融入住宿家庭生活及體驗當地文化 

第 

 

二 

 

週 

8 8月10日 一 STEM – 自然科學 史丹利公園 / 蓋士鎮 / 海港中心 

9 8月11日 二 STEM – 自然科學 名校參訪- 英屬哥倫比亞大學 

10 8月12日 三 STEM – 自然科學 坐纜車上葛羅士山賞雪 

11 8月13日 四 STEM – 自然科學 名校參訪-艾蜜莉卡藝術及設計大學 

12 8月14日 五 STEM – 自然科學 Belcarra 海灘感受抓螃蟹的樂趣 

13 8月15日 六 離開溫哥華驅車前往波音公司、亞馬遜總部 

14 8月16日 日 
前往名校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太空針塔~派克市場~星巴克創始店~ 

搭機前往舊金山 

第 

 

三 

週 

  

15 8月17日 一 
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 ~ 聯合廣場乘坐復古的叮噹車~ 聖瑪莉亞大

教堂~市政廳~藝術宮~城市之光書店 

16 8月18日 二 九曲花街~漁人碼頭~金門大橋~加州科學博物館 

17 8月19日 三 
前往以壯觀的花崗岩懸崖、瀑布、清澈的溪流、巨杉和豐富的生物 

多樣性聞名於世的【優勝美地】國家公園~ 佛雷斯諾 

18 8月20日 四 
參訪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 outlet 購物中心~ 晚上特別安排加州

大學校友相見歡party 

19 8月21日 五 

中國戲院~好萊塢星光大道~杜比劇院~環球影城《哈利波特魔法世

界》完整呈現原著中的場景、人物。還有超好玩的侏儸紀公園及

360度金剛3D歷險及最新的玩命關頭3D之旅 

20 8月21日 六 

暢遊迪士尼8大主題樂園~仿19世紀美國古典風貌的美國大街、米奇

卡通城、白雪公主及睡美人等童話故事場景的幻想世界、印第安部

落及美西拓荒風情的邊域... 

21 8月23日 日 搭乘豪華客機返回台北,經國際換日線,夜宿機上 

22 8月24日 一 抵達桃園機場，結束此次難忘的遊學之旅 

美加名校參訪及教育旅行 課程表 



 

* 學生們將前往加拿大西部旅程，並到達目的地- MANITOBA，但將需要跨越 

  兩個大湖 - HURON湖和SUPERIOR湖。 

         

        學生將設計、建造和測試所設計的船 
 
 
 
 
＊學生在前往MANITOBA時走錯方向往北走，最終抵達NUNAVUT，天氣非常冷！ 

     看到相當多的北極熊，學生需要思考建造一個溫暖的庇護所來保護自己。 

            
          學生們也將設計“雪球”彈射器，以防止北極熊攻撃。 
     

 學生將測試他們的彈射器，目標是發射越遠會更安全！ 

 

 

 

 

 

         美加目前最火紅的 STEM 課程 

何謂 STEM ? 

科學、技術、工程、數學四門學科英文字母的縮寫，讓學生不只學知識更能用知
識。通過工程設計過程，學生可以識別問題，設計可能的解決方案，並測試和評
估解決方案可行性。 

 

在課程的學習中利用團隊溝通及合作,完成STEM 課程要求 

  1.詢問–了解問題及想怎麼做？ 

  2.思考–集體討論解決方案。思考一下能做什麼及分享個人想法。 

  3.計劃–思考如何創建及寫下步驟、繪製並備註。 

  4.創建–收集材料及製作模型並進行測試。 

  5.改進（重新設計）–得到想要的結果嗎？ 那些效果不如預期？  

    更改設計 解決問題,再試一次。 

課程範例 

 
 

上午課程 
 

     



            探索溫哥華美麗風光及體驗文化之美 

 
 

【卡普蘭諾吊橋公園】全世界最長的步行吊橋，吊橋長度約136公尺，體驗走在
世界最長的吊橋上，欣賞加西自然生態與印地安文化的滋味。 
 

【科學館】在巨大的銀色地球儀造型建築裡，除了觀賞許多科學設施，更要到環型
立體電影院感受影音效果及世界上最大的環球銀幕表演。 
 

【史丹利公園】是加拿大最大與北美第三大市立公園，長達8.8公里長的路徑環繞
整個公園，供很多人在此散步、慢跑、騎腳踏車或玩直排輪。 
 

【蓋士鎮】在舖滿圓石的街道兩旁，有許多獨特的商店、咖啡店和藝廊，是一處規
劃完善的購物及娛樂地區，此地最富盛名的蒸汽鐘，常吸引遊客停步圍觀。 
 
 
 

          
名校參訪 
 
 
 
英屬哥倫比亞大學(UBC) 
於1908年創校，是全世界排名第34名及加拿大排名第2名的大學，在
國際上享有盛譽。至目前為止共有7位校友獲得諾貝爾獎。生物與醫
學在加拿大及全世界均屬一流。 
 

 

 西門菲沙大學(SFU) 
創建於1963年，是唯一參與美國全國大學體育協會的加拿大大學，
多次在麥克林的年度大學排名榜上被評為加拿大最佳綜合學府。有
8間學院，是少數提供三學期的大學。 

卡普蘭諾大學(CapU) 
於1968年創校，是綜合性公立大學，位於北溫哥華市，以電影製作
及動畫享有盛名，是加拿大外交及外貿部指定的外交外貿人員培訓
學校。 

艾蜜莉卡藝術及設計大學(ECU) 
於1925年創校，是加拿大四大獨立藝術院校之一。取名是為了紀念 
Emily Carr 女士，她是加拿大歷史上著名的畫家及作家。ECU所教
授的課主要分成三大領域：設計、媒體藝術、視覺藝術。 

 
 

下午課程 
 

     

 
 

教育旅行 
 

                 



 

【海港中心】位於溫哥華市中心，也是會議中心、世貿中心及全球首座永久性 
IMAX3D 影城的所在，也是主要郵輪碼頭，由溫哥華前往阿拉斯加的郵輪皆從此處出
發。 
 

【葛羅士山賞雪】可以乘坐登山纜車登頂，眺望城市天際線和泊船的海港，山頂
有美食餐廳、立體劇院提供最佳休閒空間。 
 

【鐵道鎮逛街】位於本拿比，是不列顛哥倫比亞省最大的購物商場，有超過500間
的商店，購物、飲食及娛樂活動樣樣俱全。 

 
【Belcarra海灘抓螃蟹】乾淨自然的海灘，石頭底下都是小螃蟹，岸上的公園裡
有大草地和籃球場，是很適合野餐及郊遊的好去處。 

維多利亞市一日遊 
維多利亞市是不列顛哥倫比亞省的省會及行政中心，也是旅遊熱門景點，每年都會吸引

很多旅客到訪。擁有美麗海港及宜人的氣候，歷史與現代文化完美地融入這個城市，值
得細細品嘗。 
 

【港灣碼頭】有水上飛機場、往返美國的郵輪、FERRY，也有大大小小出海旅遊觀看鯨
魚的遊艇，岸上有帝后飯店及省議會大廈兩幢標誌性建築，構成了一幅美麗的風景。 
 

【帝后飯店】建於1908年，是英國知名建築師法蘭西斯〃瑞頓柏里的得意之作，包括
歐洲皇室成員和貴族富豪都曾到訪，被稱為“具有皇室華麗之美” 的飯店。 
 

【省議會大廈】建於1898年，是典型的維多利亞式建築，也是維多利亞最具代表性的
建築物。夜晚的議會大廈在三千多個燈泡的裝飾下，成為維多利亞不可錯過的美麗夜景！ 
 

【維多利亞大學參訪】 

維多利亞大學(Uvic) 
建立於1916年，是加拿大頂尖綜合類研究大學，高等教育、專業培
訓和語言強化課程等方面最富有革新精神的大學之一。商科、經濟
學、藝術、工程等專業在全北美地區享有極高的聲譽。 

 
 

 假日教育旅行 
 

                 



 

  1.經過警察機關嚴格安全審核      2.每2位同學住一間家庭。 

  3.提供每日三餐                  4.上下課接送  

 
 

 歡迎及結業儀式 

                 

教育局為建中學生特別安排 

 
 

 寄 宿 家 庭 

                 



 
 

 美西名校參訪及教育旅行-西雅圖 

                 

 

【波音公司】西雅圖埃弗雷特的波音工廠建於1967年，是全世界體積最大的建築物,
也是美國最大噴氣式商業飛機的生產地，遊客可預約參觀飛機組合工廠，看到747、  
777,787 是如何被組合成型。 
 
【亞馬遜總部】位於西雅圖的心臟地帶，三個巨大的玻璃球體和生態穹頂為公司員
工創造了一個非比尋常的工作環境。生態穹頂內佈滿了來自50多個國家的4萬多種植
物。員工可以坐在舒適的“巢穴”裡，還可以在可可樹下召開員工會議。 
 

【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創建於1861年是公立研究型大學，為美西岸最古老及最大
的大學，由三個校區組成。各學院造型極具特色，尤其是紅廣場前中央圖書館更是座
華麗雄偉城堡。 
 

【太空針塔】造型就像是「一個飛碟立在細細長長的金屬上面」，奇特而且十分前
衛，正符合了博覽會要求表現迎向未來的整體設計感。太空針塔高605英呎，飛碟形
狀的觀景台也有518英呎高。 

 

【派克市場】創始於1907年，是歷史悠久的農貿市場，這裏的魚市更是世界聞名，
成為遊客必到的景點。派克市場最熱鬧的就是飛魚秀，魚販們喜歡向觀光客炫耀「拋
魚」的技術。 
 

【星巴克咖啡創始店】位於派克市場內，是旅客拍照留影的觀光景點，販賣畫有
早期美人魚圖樣的創始店紀念馬克杯，非常受到觀光客喜愛。 

1. 波音公司 

2. 微軟總部 
3. 西雅圖華盛頓大學 
4. 太空針塔 
5. 派克市場 
6. 星巴克創始店 



 
 

 美西名校參訪及教育旅行-舊金山 

                 

【加州州立大學柏克萊分校】是加州大學系統創始大學，建立於1868年，是世界
最頂尖的公立大學之一，截至2019年10月柏克萊校友、教授及研究人員共產生了107位

諾貝爾獎得主。 
 

【聯合廣場】是最熱鬧的繁華街，有各式商店、精品店、名店林立，對血拚一族來
說，這裡是購物的天堂。也可體會浪漫的叮噹車。 
 

【聖瑪莉亞大教堂】華裔著名設計大師貝聿銘的傑作，教堂雄居山頂，廣場寬闊，
其拋物面形的白色側壁向上衝至190英尺高。舊金山聖瑪麗大教堂從上空看是個巨大的
十字架，從正門看不像教堂，更像博物館。 
 

【市政廳】美國舊金山市政中心的政府辦公大樓，學院派建築風格，此乃模仿羅馬梵
蒂岡的聖彼得大教堂所建，被公認是全美最美麗的公共建築物之一。 
 

【藝術宮】羅馬式的圓頂配上玫瑰紅的科林斯石柱，圓頂面上浮凸上一幅幅精細的浮
雕，圓頂亭後一列列的石柱長廊，是旅客最喜愛的舊金山名勝。 
 
【城市之光書店】每座城市都該有座偉大的書店，猶如圔納河左岸的莎士比亞書店之

於巴黎，城市之光書店之於舊金山。創於1952年的書店，以卓别林的電影《城市之光》
命名，通往地下室的牆面貼滿了有趣的標語和海報，是許多愛書人的朝聖之地。 

 
 

1.加州州立大學柏克萊分校  

2. 聯合廣場 

3. 聖瑪莉大教堂 

4. 市政廳 

5. 藝術宮 

6. 城市之光書店 

7. 九曲花街 

8. 漁人碼頭 

9. 金門大橋 

10. 加州科學館 



【九曲花街】是電視電影拍攝最喜愛的場景，在海德街與沃思街之間一個很短的街
區，卻有八個急轉彎，因為有40度的斜坡，且彎曲像“Z”字形，街道上遍植花木，成
為風靡全球最彎曲也最美麗的街道，也是來舊金山的必遊景點。 

 

【漁人碼頭】富有義大利風味的海港，充滿歡樂氣息的地方。美麗的港灣，停泊的
船隻，微鹹的海風拂面，還有不請自來的海獅叫個不停喔。 
 
【金門大橋】 是舊金山的重要地標，也是遊客必到的景點，在全美近60萬座的橋樑中，
更是享有首屈一指的聲譽。不管是電影裡也好，風景明信片也好，只要提到舊金山第
一個想的就是金門大橋。 
 
【加州科學博物館】以其獨特的綠色屋頂著稱，巧妙的將屋頂空間鋪上了一層草地，

不但與四周公園景致合而為一，也為建築內部達到調節溫度，進而達到省電的目的。
也因此加州科學館得到了永續建築的最高榮譽。館內包含多個展覽館，包括水族館，
天文館，自然歷史博物館和4層樓高的熱帶雨林。 



 
 

 美西名校參訪及教育旅行-優勝美地、洛杉磯 

                 
為美國加州排名第一的自然景點，擁有 

全世界最美的 U 型冰河谷地形，優勝 

美地國家公園以其壯觀的花崗岩懸崖、 

瀑布、清澈的溪流、巨杉和豐富的生物 

多樣性聞名於世。前往優勝美地國家公 

園路上，一路怪石嶙峋，懸崖峭壁，千 

丈飛瀑，萬里峰巒，彷彿置身世外。 

船長岩、新娘面紗瀑布、優勝美地瀑布、 

隧道觀景點等都美得像幅畫。 

  

1.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 

2.Outlet 購物商場 

3.中國戲院 

5.星光大道 

6.杜比劇院 

7.環球影城 

8.迪士尼樂園 

 

【加州州立大學洛杉磯分校】創建於1861年是公立研究型大學，是美國西岸最古老
及最大的大學，由三個校區組成。西雅圖主校區包括16個學院，為本科一年級新生到博
士在讀生提供課程和專業研究機會。 
 
 

 
【中國戲院】建立於1927年，是全球最受人矚目的電影院，也是觀光客來到洛杉磯絕
對不能錯過的景點；在中國戲院門前的水泥道上，還留著一百多個歷屆影壇巨星的手印
腳印和親筆簽名。 

 

【好萊塢星光大道】這條街因為有好萊塢巨星的名字雋鑄於上，因而顯得星光耀眼，
喜歡看電影的朋友不妨好好逛逛。 

 

【杜比劇院】造價九千萬元美金，擁有一千三百多個座位，從2002年起成為奧斯卡金
像獎頒獎典禮的永久會場，劇院帄時則供舉辦演唱會等表演及其他種類的頒獎典禮。 



【環球影城】是世界上最大的電影製片廠和電視攝影棚。 《哈利波特魔法世界》主
題園區將忠實於小說和電影，另外，景點中絕不容錯過的「霍格華茲城堡」不僅代表哈
利波特的魔法精神，更是哈利波特迷必到訪的景點之一。其中包括園區內指標性雲霄飛

車遊樂設施「哈利波特禁忌之旅」以及奇幻家庭雲霄飛車「鷹馬的飛行」。 此外還有
變形金剛、神偷奶爸電影、辛普森家庭、神鬼傳奇、侏羅紀公園、水世界...等等。 

【迪士尼樂園】世界第一個專為“孩子”設計的主題遊樂園，堪稱是全世界兒童夢寐

以求的歡樂天堂。迪士尼樂園於1955年7月17日正式對外開放，共有八個主題遊樂區，

包括仿19世紀美國古典風貌且可以逛大街血拼的美國大街、專為小朋友所設計的米奇卡

通城、有白雪公主及睡美人等童話故事場景的幻想世界、印第安部落及美西拓荒風情的

邊域... 

*以上行前若遇到天候或天然災害導致封閉或道路禁止通行時，將告知團員經由同意
改為其他行程替代。 。 



遊學費用： NT$ 205,000 元 (20人報名) 

             NT$ 198,000 元 (30人報名) 

       

費用包含：1.來回經濟艙機票、機埸稅、燃料稅等 

            2.美國西雅圖至舊金山國內線機票、機埸稅、燃料稅等 

            3.STEM課程費用、加拿大及美國教育旅行費用 

            4.寄宿家庭及美西旅遊飯店住宿費及餐費 

            5.寄宿家庭往返學校及旅遊交通費 

            6.建國高級中學至機場來回專車接送費             

            7.意外險500萬及意外醫療30萬保險  

            8.加拿大及美國電子旅遊簽證費 

            9.旅遊期間司機、導遊小費 

             

費用不含: 1.新辦護照費 

            2.outlet、優勝美地、環球影城、迪士尼樂園午餐自理 

            3.個人消費：電話費、行李超重費、購物費用。 

 

報名方式：1.填寫報名表 

            2.繳交訂金新台幣30,000元及護照(有照片及姓名頁面)影本  

              *電匯:國泰世華銀行復興分行 帳號：018-03-500936-8  

                戶名: 漢英留學顧問有限公司  

              * 親繳:以現金或即期支票(禁止背書轉讓) 親至主辦單位繳交 

          

退費辦法：招生期限至5月底截止，需20名才出團, 如因人數不足及疫情因素取 

            消出團,則訂金全額退回。 

             

漢英留學顧問有限公司 
      TEL:02-27717911 

      台北市復興北路35號10樓之1 

      www.hanyin.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