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逢甲大學通識中心翟本瑞主任/陳淑慧老師 

國際體驗學習計畫-計劃書撰寫說明會 



國際體驗學習計畫目的 

 課程名稱：旅遊學習深呼吸。 

 屬於通識統合類2學分/強調問題解決與行動導向。 

 執行期程：107年 11月  01日至 108年 08月23日 

 

 課程名稱：滾動式社會設計(東南亞公益旅行)。 

 執行期程：107年11月 01日至108年08月23日 

 盼能豐富學生求學經驗與生活體驗，讓學生可以藉
由旅行探索世界，重新認識自己找出自我學習定位
，並走出逢甲校園拓展國際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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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通識統合類2學分 



A.旅遊學習深呼吸 
3 

 希望送至少20位同學到海外進行國際體驗 

1) 大一、大二本地生，未出過國;不看英文成績 
(排除BIBA等一定要出國的全英語學程) 

2) 家境清寒優先; 

3) 願意參與國際處、通識中心、外語中心講習 

4) 提申請計畫書，規劃單獨1人(違規追回款項) 

5) 到非華語地區停留超過14天 

    送來回機票及保險       態度決定一切 

 

 

暑假執行 



B.東南亞有任務的旅行 

 希望送至少20位同學到海外進行國際體驗 

1) 大一至大四本地生，未出過國;不看英文成績 
(排除BIBA等一定要出國的全英語學程) 

2) 家境清寒優先; 

3) 願意參與國際處、通識中心、外語中心講習 

4) 提申請計畫書(有任務的旅行)，單人或規劃4
人以下(含4人)一組到東南亞任何國家停留超
過14天 

    送來回機票及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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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執行 

玩的旅程+公益活動 



菲律賓計畫(海外志工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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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甫寨志工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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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台灣中華國際陽光慈善會及柬埔寨Sunrise 

Charity Foundation，提供學生到柬埔寨的新
學習場域 

行程皆
由同學
自行與
非營利
組織溝
通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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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清邁皇家大學-綠能製造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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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古來兒童之家(自己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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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賓聖名大學(Holy Name University) 公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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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Solidarités Jeunesses Vietnam(SJV)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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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南部偏鄉當國際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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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賓宿霧孤兒院 Children's Ha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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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淨街、沙發衝浪、台越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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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與家扶中心合作之國際計畫 

 希望送至少8位同學到海外進行國際體驗 

1) 4人一組，以大一、大二本地生，未出過國優先 
每組可以有不超過2位高年級同學(大一、大二同
學排除BIBA等一定要出國的全英語學程) 

2) 家境清寒優先; 

3) 願意參與國際處、通識中心、外語中心講習 

4) 到北越、約旦 (選一)停留超過14天，觀察家扶人
員協助貧童的作法，記錄並於返台後剪輯出超過
5分鐘的影片。 

    送來回機票及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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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執行 



C.與家扶中心合作之國際計畫 

 方案一：越南奠邊省/預估先錄取2組(視經費調整) 

 來去鄉下住六晚(七天六夜) ，預計14天(2天河內工
作日+7天志願服務+5天越南觀光體驗) 服務內容：
社區小學英語教學(含品格教育)、協助農務、家戶
整修 

 方案二：約旦傑拉什省/本團最多6人  

 駐村2周(周五、六休息) 

 3天社區營隊+2天身障機構協助+社區幼稚園-課程
與活動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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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瓦濟蘭組冒險三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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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爾吉斯的燦爛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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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扶約旦難民營救援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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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陝西夏令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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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家扶村的19天個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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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方式(以通識中心正式公告為準) 

執行階段 時程 內容說明 

1.播種階段 107/09/17-

107/12/31 
參與國際處、外語中心與通識中心舉辦的
國際體驗相關活動至少5場次(學生證刷卡)。

2.發芽階段 107/10/01-

107/11/30 

加退選通識教育中心「旅遊學習深呼吸」
(A類)、「滾動式社會設計」(B類)課程(統
合類2學分)，進入課程輔導(先線上報名)。 

3.深耕階段 107/11/01-

108/05/30 
國 際 體 驗 學 習 計 畫 徵 選 (107/11/01-
107/12/30)與行前訓練。 

4.成長階段 108/06/25-

108/08/23 
學生進行國際體驗(暑假) 

5.豐收階段 108/09/15-

108/11/15 
成果發表與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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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體驗學習計畫徵選 

 計劃書徵選內容至少涵蓋：緣起、目的、行程規劃(前
往地點與路線規劃內容)、執行時間(2週以上)、經費
預算、安全評估、個人預期效益與基本資料表。 

 體驗計畫最晚需於108年8月23日前執行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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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程規劃需要2週以上，扣除搭機時間。 

 前往地點需清楚交代。 

 生活費如何籌措等細節也需清楚撰寫。 

 體驗時間在暑假，避免影響同學上課。 



體驗國家範圍 

A類國際體驗：(無特定範圍國家) 

【旅遊學習深呼吸】為基礎，以度假打工、遊學、自助旅行、
公益旅行、壯遊體驗等方式。 

B類公益旅行：(特定範圍國家)  

【滾動式社會設計】課程為基礎，鼓勵學生出國進行公益旅行
或服務，解決社會問題，同時提升媒體製作與公民實踐能力。 

※國家選定：菲律賓、泰國、印尼、馬來西亞、寮國、越南、 

                      柬埔寨、印度、緬甸、尼泊爾等十國。 

C類家扶合作案：(特定範圍國家)  

【滾動式社會設計】課程為基礎，鼓勵學生出國進行公益旅行
或服務，解決社會問題，同時提升媒體製作與公民實踐能力。 

※國家選定:北越及約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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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扶基金會 X 逢甲大學國際海外志工 
發扶協助、愛家及社區服務方案、影像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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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國際體驗計畫--必要3步驟(5場沙龍+護照+計畫書)】 

各位同學，參加國際體驗計畫主要有3個重要步驟喔! 請大家一定要如期繳交
喔~並注意繳交時間及資料繳交格式。 

 107/12/14前完成以下任務，並繳交到通識中心。 

- 繳交地點: 通識中心人言10樓 

- 繳交時間 : 每週一 8:30-17:30點 (給珮君學姊)； 

每週二~三 9-12點(給依瑩助理)。 

置頂文 



通識沙龍5個場次 

 聆聽通識沙龍5個場次，並繳交學習歷程記錄。學習
歷程查詢及繳交方式教學: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oCtyDFHE1UqnDiGTGOuDX-

U8pnsBg8Da/view?usp=sharing&fbclid=IwAR0RkmWoWPNSc59-

7UOjnFKH12taoR1nO5XEqImEqejcM5Jjrbn08S4ut3A 

 繳交《護照繳交表格》 

護照影本繳交資料請依連結附件-護照繳交表格格式填寫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jRlIFfq0NIBdP1zDsdG_-

TE6FWI1KTXx/view?fbclid=IwAR3VNz7yR1Liit3fxigyCYltnh-

HoGtdsSW-KahfqRBJ5Rd_MnG5UH7mg00 

 請帶著護照正本以便查證 

- 沒有出過國的請務必親自去辦理申請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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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oCtyDFHE1UqnDiGTGOuDX-U8pnsBg8Da/view?usp=sharing&fbclid=IwAR0RkmWoWPNSc59-7UOjnFKH12taoR1nO5XEqImEqejcM5Jjrbn08S4ut3A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oCtyDFHE1UqnDiGTGOuDX-U8pnsBg8Da/view?usp=sharing&fbclid=IwAR0RkmWoWPNSc59-7UOjnFKH12taoR1nO5XEqImEqejcM5Jjrbn08S4ut3A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oCtyDFHE1UqnDiGTGOuDX-U8pnsBg8Da/view?usp=sharing&fbclid=IwAR0RkmWoWPNSc59-7UOjnFKH12taoR1nO5XEqImEqejcM5Jjrbn08S4ut3A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oCtyDFHE1UqnDiGTGOuDX-U8pnsBg8Da/view?usp=sharing&fbclid=IwAR0RkmWoWPNSc59-7UOjnFKH12taoR1nO5XEqImEqejcM5Jjrbn08S4ut3A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oCtyDFHE1UqnDiGTGOuDX-U8pnsBg8Da/view?usp=sharing&fbclid=IwAR0RkmWoWPNSc59-7UOjnFKH12taoR1nO5XEqImEqejcM5Jjrbn08S4ut3A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oCtyDFHE1UqnDiGTGOuDX-U8pnsBg8Da/view?usp=sharing&fbclid=IwAR0RkmWoWPNSc59-7UOjnFKH12taoR1nO5XEqImEqejcM5Jjrbn08S4ut3A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oCtyDFHE1UqnDiGTGOuDX-U8pnsBg8Da/view?usp=sharing&fbclid=IwAR0RkmWoWPNSc59-7UOjnFKH12taoR1nO5XEqImEqejcM5Jjrbn08S4ut3A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jRlIFfq0NIBdP1zDsdG_-TE6FWI1KTXx/view?fbclid=IwAR3VNz7yR1Liit3fxigyCYltnh-HoGtdsSW-KahfqRBJ5Rd_MnG5UH7mg00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jRlIFfq0NIBdP1zDsdG_-TE6FWI1KTXx/view?fbclid=IwAR3VNz7yR1Liit3fxigyCYltnh-HoGtdsSW-KahfqRBJ5Rd_MnG5UH7mg00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jRlIFfq0NIBdP1zDsdG_-TE6FWI1KTXx/view?fbclid=IwAR3VNz7yR1Liit3fxigyCYltnh-HoGtdsSW-KahfqRBJ5Rd_MnG5UH7mg00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jRlIFfq0NIBdP1zDsdG_-TE6FWI1KTXx/view?fbclid=IwAR3VNz7yR1Liit3fxigyCYltnh-HoGtdsSW-KahfqRBJ5Rd_MnG5UH7mg00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jRlIFfq0NIBdP1zDsdG_-TE6FWI1KTXx/view?fbclid=IwAR3VNz7yR1Liit3fxigyCYltnh-HoGtdsSW-KahfqRBJ5Rd_MnG5UH7mg00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jRlIFfq0NIBdP1zDsdG_-TE6FWI1KTXx/view?fbclid=IwAR3VNz7yR1Liit3fxigyCYltnh-HoGtdsSW-KahfqRBJ5Rd_MnG5UH7mg00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jRlIFfq0NIBdP1zDsdG_-TE6FWI1KTXx/view?fbclid=IwAR3VNz7yR1Liit3fxigyCYltnh-HoGtdsSW-KahfqRBJ5Rd_MnG5UH7mg00


徵選計畫書 

 107/12/30晚上12點前繳交《 徵選計畫書 》。 

  徵選計畫書格式於雲端連結,逕至下載撰寫!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KBx4w9U2jCa7N2ffQE

5ofJT1FXwWsziv?fbclid=IwAR0PweOZo1CNJzUA6PeEXh0_

PvMVNbfDNW4gwNDp6b_nBwpft91PPudu3Is 

 

 繳交信箱: fcugeneduworld@gmail.com 

 主旨: 107學年度國際體驗徵選計畫書-系級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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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體驗學習計畫撰寫方向 

一.緣起 

二.目的 

三.行程規劃(準確任務,前往地點與路線規劃內容) 

四.執行時間(2週以上，並填寫準確日期) 

五.經費預算 

六.安全評估 

七.個人預期效益 

八.個人基本資料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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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不寫廢話 

2. 證明文件直接
用附件說明 

A類:自助旅行/打工/公益/遊學… 
B類:有任務/公益服務的旅行(東南亞) 
C類:家符合作案 



評選作業規則 

國際體驗學習計畫徵選： 
時程預計107/11/01~107/12/30。 

邀請國際處、外語中心、通識教育中心專業師資
及校外專家共同評選。 

評選標準：計畫可行性（50%）、 
課程與行前訓練活動(20%)、預期效益（30%） 

成果分享：獲選且完成國際體驗學習計畫的同學
需於通識沙龍進行成果分享，成為影響學弟妹的
種子師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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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譯本參考: 

https://nsdn.epa.gov.tw/files/sdgs/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中文翻譯.pdf  

https://nsdn.epa.gov.tw/files/sdgs/%E8%81%AF%E5%90%88%E5%9C%8B%E6%B0%B8%E7%BA%8C%E7%99%BC%E5%B1%95%E7%9B%AE%E6%A8%99%E4%B8%AD%E6%96%87%E7%BF%BB%E8%AD%AF.pdf?fbclid=IwAR3zxZpzto1CMLAPSLRgiOeL897sFDzdbAQuyoCcgAyyyvKd7UnGpPDPeH4
https://nsdn.epa.gov.tw/files/sdgs/%E8%81%AF%E5%90%88%E5%9C%8B%E6%B0%B8%E7%BA%8C%E7%99%BC%E5%B1%95%E7%9B%AE%E6%A8%99%E4%B8%AD%E6%96%87%E7%BF%BB%E8%AD%AF.pdf?fbclid=IwAR3zxZpzto1CMLAPSLRgiOeL897sFDzdbAQuyoCcgAyyyvKd7UnGpPDPeH4
https://nsdn.epa.gov.tw/files/sdgs/%E8%81%AF%E5%90%88%E5%9C%8B%E6%B0%B8%E7%BA%8C%E7%99%BC%E5%B1%95%E7%9B%AE%E6%A8%99%E4%B8%AD%E6%96%87%E7%BF%BB%E8%AD%AF.pdf?fbclid=IwAR3zxZpzto1CMLAPSLRgiOeL897sFDzdbAQuyoCcgAyyyvKd7UnGpPDPeH4


107國際體驗學習計畫 線上報名 

 https://goo.gl/forms/7tk3pAKIWkQjggyk1 

洽詢分機：淑慧老師(2148) 或 雅婷姊(2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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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來報名! 

挑戰一下! 



報名注意事項 

 現在報名同學為願意參加國際體驗學習計畫 
 專題製作課程:(1)旅遊學習深呼吸 

                         (2)滾動式社會設計 
 徵選計畫結束後 

 (1)錄取者完成計畫，指定作業/ 
公開成果發表/5分鐘影片。 

 (2)未錄取者完成指定作業(於臉書公佈) 
 最後採人工登錄教務系統，以確保選課同學
皆可獲得2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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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錄於108年9月份
(第一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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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想事成，請投資自己的夢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