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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遊 學 過 程 的 描 述 分 析 

 
本章探討本研究的研究對象與遊學過程之描述分析。本章包括三節，第一節

說明智意文化與遊學團；第二節遊學團參與過程；第三節說明遊學過程描述與分

析，茲分述如下： 
 

 
 
第一節  智 意 文 化 與 遊 學 團 

 
       

GEC遊學文化為一熱心服務、秉持正派經營原則的遊學教育機構，一向用
心服務、以客為尊，對於遊學團的經營亦謹遵一貫原則，但是多了文化的體驗與

教育的意涵之用心良苦，不外乎為使學生於遊學、旅遊之外，能有異文化的體認

與了解和教育學習上的收穫。 
    該文化公司經營業務範圍，都是以遊學方面的業務為主，公司成員上至總
監、經理及工作人員，都是遊學加拿大深造的歸國學人，以教育文化中心立名，

且高學歷的工作人員，無非為樹立其遊學教育的形象，俾使家長及學生放心選擇

該中心的遊學產品。該文化公司的幾項特色：一、公司規模之組織架構完善，服

務人員及品質優異。二、辦理遊學團專門以美國、加拿大等國家為專業。三、公

司成員都是留學美國、加拿大深造歸國學人，工作人員對遊學之專業，可以對家

長及學生分析每個國家不同的教育制度和語文學校的特色，進而以符合學生的個

別需求。 
    從遊學業者評選、行前說明會的召開致抵達目的地加拿大的說明，該文化公
司的遊學團總監、策劃負責人及輔導老師的再三叮嚀，吩咐學生由於文化上的不

同，飲食及生活習慣上的差異，加上以前個人經驗及適應能力的差異，每個人並

不會有相同的遊學體驗。期盼所有學生努力學習包容不同的文化差異，接納不同

的風土民情，注意個人良好的溝通禮儀，加強自己本身的適應能力，減少因為文

化上的差異所帶來的困擾，以增進遊學歷程的豐富成果，乃是學校要求遊學業者

規劃遊學團的重要旨意。 
    學校要求遊學業者設計遊學課程與相關活動時，基於「行萬里路勝讀萬卷書」
的理念，並且海外遊學既可開闢視野，亦能培養世界觀；遊學活動的設計應該包

含學習、反省、觀察及體驗等旅遊學習，更重要的目的在於「看看別人、想想自

己」，希望學生能夠學習包容、接納新事物，願意多累積知識與經驗，進而培養

開闊的心胸。藉由以他人的互動相處，進而反思已身，更加認識自己，成為一位

能夠自理，處在異地他鄉的環境，可以自我調適、安然自在，且能獨立思考、獨

立判斷，願意接受挑戰，自己學習照顧自己並對自己負責、獨立自主的個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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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即將本遊學團之設計與其特色加以分析討論：  
 
 
一、英文學習課程與活動並重 
        英文上課的課程期間三週，週一至週五上課，安排上午 09：00至下午

15：00六小時語文課程，接著上選修及活動課程，該選修或活動課程單元
內容和上午語文課程相結合，並安排三個週六的全天一日旅遊活動，例如：

第一周六－史坦利公園、水族館、固蘭彿島及瓦斯鎮等文化之旅；第二周六

－維多利亞渡輪之旅（維多利亞市國會大廈、皇家蠟像博物館、寶翠花園等

名勝）；第三周六－UBC名校參訪、UBC人類學博物館及超美甜甜圈製造
過程等。週日則讓學生留在 homestay和 homestay爸媽及家庭成員過週日，
有 homestay爸媽帶學生烤肉、郊遊、逛街、逛大賣場及購物等活動。 

        由此可見，於加拿大遊學三週，除了英文課程的安排之外，對於其他靜
態動態的活動安排不少，除了著重多元化、多樣化的學習方式，亦提供多元

選擇的可行性，讓學生可以從活動中學習，從體驗當地日常生活中達到學習

的成果，亦即是使學生可以從生活中學習。從學校與文化公司安排及設計課

程的細膩而言，都是屬於有意義的活動；從學校與文化公司安排及設計課程

的宏觀而言，屬於有意的安排與具有教育意義的活動，因為學生可以透過活

動的參與，得以認識班上以外的其他國籍的同學。活動除了有益身心健康之

外，又可以練習與學習語文，增進對加拿大其他城市的認識與了解，拓展個

人交友圈，增進彼此的認識與了解，願意學習去關懷他人和培養正當的興趣。 
 
 
二、加拿大的多元文化 
        要瞭解加拿大的文化，必須先瞭解加拿大的歷史，加拿大在 1867年建

國，當時只有四個省加入聯邦，後來其他省區相繼加入聯邦，現在有十個省

和三個自治地區，1867年有安大略省（Ontario）、魁北克省（Quebec）、新
斯科舍省（Nova Scotia）、新布佗斯維克省（Nnew Brunswick）；1870年有
曼尼托巴省（Manitoba）、西北地區（Northwest Territories）；1871年有卑斯
省（British Columbia）；1873年有愛德華王子島（Prince Edward Island）；1898
年有育空地區（Yukon Territory）；1905年有阿爾伯塔省（Alberta）、薩斯克
徹溫省（Saskatchewam）；1945年有紐芬蘭（Newfoundland ）；1999年有努
瓦特地區（Nunavut）等加入，加拿大是個多元文化的社會，過去一百多年
來，來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引進了很多其他文化，匯集成了多彩多姿的加拿

大文化，因此，在遊學英語語文學習考量中，美國、英國、加拿大等國家可

以學習，其他如：經濟、治安、文化等因素，亦是值得列入考慮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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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溫哥華的學習題材 
        本校在討論及選定遊學地點與國家之際，首重語文學習與活動學習等題

材的考量，溫哥華位於加拿大重要都會，溫哥華地區及溫哥華市中心，處處

是學習的好題材，如何將遊學的首要學習重點加以篩選與取捨，才能達到遊

學所要達到的學習目標，值得學習的地點及景點很多，僅以語文課程及活動

課程安排需要，例如：語文學校 KGIC就位於溫哥華市中心、溫哥華的歷史
名勝區－瓦斯鎮（Gasttown）、史坦利公園圖騰柱（Totem Poles at Stanley 
Park）、唐人街（Chinatown）、卑斯大學（UBC）及卑斯大學人類學博物館、
溫哥華水族館（Vancouver Aquarium）等等都是遊學學習最佳題材，都列入
本遊學團的學習活動課程中，讓學生真正可以依學習者的需要，達成遊學預

期學習的目標。 
 
 
四、合作語文學校簡介 
        該語文學校 KGIC（King George International College）成立於 1995年，

是在加拿大 BC省私立學校高等教育委員會合法註冊的學院，學校有非常完
備的各項設施。此外，聘任的教師皆是有經驗、合格認證且具有服務熱忱，

並且提供學生寄宿家庭的服務，選定的標準則嚴格把關。學校有一棟地上五

樓主建築，學校共有教室三十間，設有圖書室、學習中心、視聽教室、諮詢

中心、國外服務中心、住宿、保健及保會談等設施，同時開放網際網路的服

務讓學生使用。該校於加拿大境內設有多個校區，今年特別為學生們規劃設

立於溫哥華素里學院的英語夏令營，透過專業老師以小班制結合活潑生動的

教學方式，讓學生快速將文法、閱讀和寫作等重要的英語學習有效吸收，讓

自己的英文等級大躍進，學生也將透過與國際同學一起進行各類活動，培養

彼此間互動與默契，建立深厚的國際友誼。 
 
 
五、加拿大與學習環境分析 
        加拿大溫哥華為一個歷史悠久、古色古香的大都會，加拿大建國於 1867
年，當時只有四個省份加入聯邦，後來，其他省區相繼加入聯邦，現在有十

個省和三個自治區。加拿大是個多元文化的社會，過去一百多年來，來自世

界各國的移民，引進了特有的多元文化，匯集了多姿多彩的加拿大文化。加

拿大位於西半球的北美州的北部，面積是 9976139平方公里，地理面積僅次
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國，加拿大的絕大部分地區四季分明。 

        對於到加拿大溫哥華遊學的學生而言，不僅語文的學習環境，其實整個
加拿大地區都是值得他們學習的環境，當中包括人與城市的對話、人與建築

的對話、人與歷史的對話、人與環境的對話、人與人的對話、自己與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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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話等等，在加拿大的每一天、發生的每一件事、遇到的每一個人，都是學

生學習的好教材。 
 
 
六、語文課程的安排 
        語文課程的安排，每班編制有教師至少二位，每天上午 09：00至下午

15：00六小時語文課程至少都有二位老師，下午活動課程至少一位老師，
因為該語言中心希望學生可以與不同的老師學習，以增進其適應各種老師的

口語與教法，雖中心授權老師有專業自主空間，該中心自行研發編輯自己各

級的教材。不過，不同的老師有不同的上課方式與風格，老師會依據學生的

程度與課堂反應，再修正其上課方式與內容，有的老師會在第一次上課時詢

問學生的意見與期望，配合中心所訂定的教材，使得學生程度與學習狀況作

充分融合。 
 
 
七、編班情形 
        學生在上課之前必須先行編班測驗，測驗分兩階段、三部分進行：寫作、

文法與字彙和會話，在台灣完成寫作、文法與字彙測驗，到了加拿大進行會

話。編班測驗的目的乃在使老師了解學生的英文程度與個人有關的上課期

望，便於將學生編入最適合其學習的班級上課，俾使學生於該班級達到學習

的最高效益。至於編班測驗結果，倘若學生覺得該班級並不適於其程度或有

其他原因，學生隨時保換班的權利，此外任課老師亦可依學生上課情形自行

判斷與決定，將學生調至適合其學習的班級，但是學生亦保有拒絕的權利。 
 
 
八、寄宿家庭的安排 
        首先，透過填寫接待家庭申請表（如附錄），將自己心目中的寄宿家庭
條件表述，再與加拿大寄宿家庭現況做模擬配對，後再經學生及家長填寫父

母同意書（如附錄）確認完成。本遊學團安排學生投宿於當地人的家庭，主

要的立意在於，在於希望學生透過與當地人的接觸，對於加拿大異國文化能

有初略的認識與了解，以增進培養學生的不同文化素養；再者，可以增加學

生與不同國籍學生之間的互動，因為除了加拿大家庭成員外，尚有來自其他

國家的學生，可以增加練習英文會話的機會，亦可增進對於其他文化的認識

與了解。 
        至於寄宿家庭的安排，以二位學生同住一個家庭為主，為減低學生的適
應考量，可以彼此作伴，便於遊學過程中結伴同行與彼此照顧，除非學生強

烈要求與堅持自己一個人住，但負擔的寄宿家庭費用不同，理應自行補足差

額。GEC中心對於學生寄宿家庭的安排，係採取雙向流程方式，將自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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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中的寄宿家庭條件，一一條列出來，然後再行與寄宿家庭進行配對，寄宿

家庭的安排，是考量學生的意願和寄宿家庭狀況的結果。 
 
 
九、遊學團的人數與價格 
        九十四年本遊學團學生二十二位，加上本人及四位老師共二十七位；九
十五年遊學團學生十二位，加上一位老師共十三位。以一個遊學團而言，高

中、大學程度以不超過二十人，中小學最好不超過十五人，因為隨團服務的

老師，要隨時待命協助每一位學生可能發生的狀況與提供適時的照顧、溝通

與協助，其實是一件很費心力的工作，本遊學團都是國中生，其獨立性、適

應性較差，所需付出的心力與時間也相對的較多，因之，遊學團的人數更是

不宜太多。然一般遊學業者，基於成本與市場的考量，都會以至少一個團體

的機位數二十五人為準，甚至人數更多，最後出團人數則視報名人數之多寡

而定，人數的多寡直接影響課程、活動及機票等相關價格，人數就是影響成

本的一個關鍵因素。 
 
 
十、遊學團的價格分析 
        原則上，遊學團與旅遊團有關價格的結構大異其趣，都包括航空機票、

住宿、交通費、餐飲費用、門票費用及人事費用等。然而，有關影響成本的

因素，包括搭乘那一家航空公司、轉機或直飛，都會有價格的差異；住宿方

面：若是旅遊團則是住宿幾顆星級的旅館、地點位於市區或市郊、與公司簽

訂合作契約與否等等，都會直接影響其成本，至於遊學團的住宿方面，則包

括採取何種住宿方式，寄宿家庭、學校宿舍、公寓大樓、青年旅館、、、等

都會有很大的差異性。 
        以本遊學團而言，寄宿家庭安排二位學生同住一個家庭，成本考量亦為
因素之一。餐飲費用方面：寄宿家庭包括早、中、晚三餐；至於交通費用：

一種為包含在團費的交通費，下午活動課程搭乘的 school bus費用，一種為
包含在寄宿家庭中的費用，計費包含的方式將影響成本費用。本團第一週

六、第二週六及第三週六之活動，第一週六分別安排參訪史丹利公園、水族

館、固蘭佛島及瓦斯鎮等地方的巴士費用，第二週六安排維多利亞渡輪之旅

費用，第三週六安排 UBC大學及人類學博物館等費用。門票費用：視安排
的活動內容而言，本遊學團遊史丹利公園、固蘭佛島、維多利亞渡輪、布查

花園及人類學博物館等費用。最後是人事費用方面：隨團老師是有給付的，

給付的費用亦為成本之一。 
        依本人辦理該遊學團，該遊學團學生付給遊學業者的費用，九十四年每
人約 97000台幣、九十五年每人約 108000台幣，其費用包括機票、寄宿家
庭（包含三餐、上下學接送）、活動門票、活動交通費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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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隨團解說分析 
          遊學團的學習及活動行程中，領隊、隨隊老師不負解說之責，遊學團
第一週六、第二週六及第三週六之活動，遊學業者另外安排當地隨團解說

員，三次週六隨團解說員都不相同，每次對加拿大國家、城市和景點等之歷

史背景、城市起源沿革、風土民情、建築物、參觀景點等等之相關解說，俾

使學生有知性的收穫。一個隨團人員的解說很重要，不但是消費者的權益之

外，還影響整個遊學團的口碑，亦是日後市場的反應，若是遊學團學生覺得

隨團人員服務品質良好、解說也很好，於遊學團活動結束，在消費者服務滿

意度調查問卷，將立即反應出來，更會影響往後遊學公司的形象、口碑及市

場，以遊學團而言，就會影響同學間對遊學業者，以致於影響學生評選遊學

業者的決定因素。 
 
 
十二、遊學團本身的討論與分析 
          遊學業者文化公司及隨團老師，希望將 22位團員分組，本人乃將學

生分為四組，每位老師負責 5至 6位學生，分組的立意在於老師劃分照顧責
任區，亦希望學生能夠彼此照顧，活動課程、參觀活動等都可結伴同行，避

免有時落單迷路，藉時可以降低害怕與無助感，更能降低危險性。 
        本遊學團不同於個人的自助遊學、半自助遊學（參照表一），甚至因為
二位學生安排同住一個寄宿家庭，有可能和一人住一個寄宿家庭的安排有所

不同，因為二人同住一個寄宿家庭，可能造成學生個人的依賴心理和習慣，

就語言學習而言，就少了練習英文會話的機會，也許有可能遷就於同住之同

伴，致使自己的遊學經歷不盡如當初所設定的期望指數。 
 

 
 

 
 
第二節  遊 學 團 參 與 過 程 

 
 
本文主要採質性研究，以整個遊學團為研究個案，94年團員有 21位學

生、95年 12位學生等均為個案的研究對象，是以本人及 5位英文輔導老師，
於遊學團進行過程中的參與過程十分重要，茲將出發前的事前準備工作、行

前課程、行前說明會、遊學過程及返台後的聚會等經過，作一簡略的說明與

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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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辦理遊學的事前準備 
        辦理遊學活動並非說辦就辦，應循序漸進而成，起初有家長及學生的建
議及提議，先和教務主任研究可行性，進一步與英語領域教師意見交換，再

與智意文化有限公司商討，進而辦理遊學團說明會、行前課程及行前說明會

暨授旗等過程，才得以順利辦理成行。 
 
   （一）本人與英語領域教師意見交換 
             為響應本縣推動國民中小學「Live ABC、英語 Easy GO！」英語

教育四年計畫，及龍潭地區曾推動「優質青少年文化訪問團」辦理經

驗；另本人自就任龍潭鄉凌雲國中後，深入瞭解在地傳統文化及教育

特色，並接受部份家長及地方士紳建議，先行請教務主任及該年度英

語領域召集人江老師等人，評估遊學教育在本校辦理之可行性，於是

將該教育納入本校年度行事工作項目之一，在新學年第一學期之英語

領域對談時間，提出遊學教育構想，同時與英語師資群作意見交換，

經多次溝通與討論，一致通過辦理遊學團之決議，公推馮主任、江老

師、許老師、黃老師及張老師等五人為籌備委員，進而擬訂「桃園縣

龍潭鄉優秀青少年暑期文化訪問團」計畫書（詳見附錄一）。 
 
   （二）本人與合作遊學教育中心商討 
             在該學年第一學期之英語領域會議，教務主任及英語老師們一致

通過辦理遊學團之決議，並完成「桃園縣龍潭鄉優秀青少年暑期文化

訪問團」計畫書，經委員們透過網路搜尋、友校和朋友介紹與推薦，

多家辦理遊學業務公司，案經提出相關課程與活動企畫書，並在英語

領域會議做公開評選，最後由智意文化公司獲選為代辦單位。 
             嗣經本人、委員及英語領域成員老師們，進一步與智意文化公司

朱總監商討本校辦理遊學的確切需求與活動宗旨，其他將語文課程和

活動課程做一番修改，符合本校學生語文程度及學習需求，如語文課

程：每天原為三小時增加為六小時；下午的活動課程：單元授課內容

與上午語文課程相結合；編班情形：應與國際間各國學生混合編班上

課等，而智意文化遊學教育中心朱總監因應老師們的要求與建議，於

課程及活動安排配合部分修正，並經該領域正式會議修正通過。 
 

 （三）辦理遊學團說明會 
             依英語領域對談機會，經所有與會老師熱烈討論而所作決議，研

訂「桃園縣龍潭鄉優秀青少年暑期文化訪問團」計畫書。首次家長說

明會：九十四年四月十八日（星期五 ）晚上六點三十分於本校力行樓
三樓視聽教室召開，研議遊學計畫相關規定及配合事項說明，有意願

參加的家長及學生，表達意見非常熱烈，當時代辦單位允諾搭乘長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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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公司班機；因為第一次協辦單位對於加拿大合作之語言學校、上

課時數、課程內容、上課地點及寄宿家庭等事項未能滿足家長及學校

要求，又緊急另覓新的代辦單位，重新研討第一次會議討論相關缺失

意見，於同年五月十一日（星期三）同時段同地點再次召開家長說明

會，經過本次會議後，有意願參加的家長及學生，對於語言學校、上

課時數、課程內容、上課地點及寄宿家庭等事項都能接受（詳見附錄

二）。 
 
   （四）行前課程 
             本校辦理遊學團的國內行前課程分為三部分：六月四日（星期六）

下午一時三十分至三時三十分，於電腦教室上－使用日常 e_mail的能
力及國際文化介紹；同月十八日（星期六）下午一時至三時，於語言

教室上－住宿家庭禮節與人際溝通表達能力；嗣於下午三時十分至四

時十分，說明語文學校英文程度前測相關課程等。 
             上開行前課程中，要求遊學教育中心選派外籍教師授課，以利學

生早日接觸並知悉外籍教師的授課方式與感受，進而了解外語學習的

技巧與重要（詳見附錄三）。 
 
   （五）行前說明會暨授旗 
             第四次行前說明會暨授旗，訂於六月二十四日（星期五）晚上六

時三十分至二十一時，於本校力行樓三樓視聽教室辦理，邀請龍潭鄉

鄉長、遊學團成員及父母參加。首先由本人說明本校辦理遊學團之動

機與目的，為發展龍潭鄉教育特色、以建構本校教學特色及提供學生

敞開視野；另敦請龍潭鄉大家長葉鄉長致詞，勉勵遊學團學生「行萬

里路勝讀萬卷書」理念，並將本鄉鄉旗交授給領隊，希盼代表龍潭鄉

遊學訪問團旗開得勝（詳見附錄四）。 
             再次階段，由遊學教育中心代表，將這次遊學團三週課程及活動

內容和細節，從學校集合、至機場、寄行旅、出境、上飛機、機上飲

食、出關、課程與活動至於寄宿家庭等等，無不做詳盡、充分解釋與

說明，讓學生安心及家長放心。 
 
二、滿懷希望地邁出國門出發 
 
   （一）九十四年度遊學團 
             該年的暑假對我而言，是一個很不一樣假期，本人以校長的角色

帶領一支由二十二位學生組成的「加拿大遊學訪問團」，以親身經歷，

更能感受遊學帶給學生的體驗與學習效果。在出發當天七月四日的早

上，所有團員由家長送到本校圓環集合，全校行政人員歡送上車，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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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經二高，直奔桃園國際機場，進入第二航廈中華航空櫃檯，筆者、

老師及遊學教育中心人員，忙著辦理 check in及掛行旅的手續，待一
切手續辦妥，準備大家共同合影拍照時，抬頭一望二十二副陌生的臉

龐殷殷企盼，各自懷著不安、緊張及興奮的複雜心情，就在這一刻，

從他們的眼神中似乎感受到他們的心情與期望，和他們一樣帶著興奮

與不安的一顆心搭乘飛機（下午 14:05的班機），飛向預知似又未知的
遊學旅程。 

             歷經十二小時的飛行時辰，於當地上午十時三十分下機走出溫哥
華機場，此時的氣溫十五度左右，大夥覺得天氣有點寒意，不由自主

的添加衣物，遊學教育中心的接機人員早已等候多時，坐上安排妥的

巴士，幾經一段公路奔馳，總算到達目的地－－素里 KGIC語言學校。
學校老師準備很多 Pizz、飲料，提供我們午餐之用，接著進行語文聽
力測驗，依個人語言能力分班，由各班老師進行班務相關規定、認識

環境，並做第二天的上課準備。下午四時三十分校園已擠滿寄宿家庭

父母，來接各位學生回家，並將寄宿資料一覽表，與學生基本資料核

對無誤後，各自接回返家。 
          
   （二）九十五年度遊學團  
             有了去年辦理遊學團的可取經驗，今年在辦理的前置作業、過程、

方式、目的地等，都以去年為參據，原定本人及一位主任及一位老師

等共同帶隊前往，因本人教師甄選任務在身，臨時無法帶隊前往，改

由二位老師帶隊與輔導。出發當天七月二日的早上，所有學生由家長

送到本校圓環集合，全校行政人員送我們上遊覽車，由本校上二高，

直奔中正國際機場，進入第一航廈日本亞細亞航空櫃檯，老師及遊學

教育中心人員，忙著辦理 check_in及掛行旅的手續，待一切手續辦妥，
準備大家共同合影拍照時，抬頭一望十二副陌生的臉龐殷殷企盼，各

自懷著不安、緊張及興奮的複雜心情，就在這一刻，從他們的眼神中

我似乎感受到他們的心情與期望，和他們一樣帶著興奮與不安的一顆

心上了飛機（下午 15:00的班機），19:15抵達東京成田機場轉機，準
備飛向預知似又未知的遊學旅程。 

             在東京成田機場 20:35出發，歷經八小時四十分的飛行時辰，於
下午 13:15下了飛機走出溫哥華機場，此時，溫哥華的氣溫十五度左
右，大夥覺得天氣有點寒意，不由自主的添加衣物，遊學教育中心的

接機人員早已等候多時，坐上安排妥的巴士，幾經一番公路奔馳，總

算到達目的地－－素里 KGIC語言學校。學校老師準備很多 Pizz、飲
料，提供我們午餐之用，接著進行語文聽力測驗，依個人語言能力分

班，由各班老師進行班務相關規定、認識環境，並做第二天的上課準

備。下午四時三十分校園已擠滿寄宿家庭父母，第一次寄宿家庭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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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接各位學生回寄宿家庭，將寄宿家庭資料一覽表，核對學生基本資

料和寄宿家庭父母，核對無誤後各自接回寄宿家庭。 
 
三、遊學過程 
        遊學成行之前，在學校及合作業者的規劃與設計，已把語文課程及相關

活動的時段，依學習需求與學習原則排定完成，將遊學整個過程分別以九十

四年遊學團課程活動內容及九十五年遊學團課程活動內容簡列於後： 
 
（一）九十四年度遊學團課程活動內容（詳見附錄五） 
 

第一週：每天上午09：00至15：00共六小時，安排文法解析、閱讀、寫作、

聽力、音標及會話即時通等語文學習課程。下午安排選修活動課

程，週末安排精采景點參觀活動，星期日為寄宿家庭FAMILY DAY。 

第1天   7/4 歡迎抵達美麗且氣候宜人的B.C.省 

第2天   7/5 英語密集課程正式開始囉！ 

第3天   7/6 選修課程體驗與電影之夜 

第4天   7/7 超美味甜甜圈製作過程全記錄 

第5天   7/8 中學拜訪 

第6天   7/9 週末精采活動：史坦利公園 / 水族館 / 固蘭佛島 / 瓦斯鎮 

第7天   7/10 寄宿家庭FAMILY DAY 

第二週：每天上午09：00至15：00共六小時，安排文法解析、閱讀、寫作、

聽力、音標及會話即時通等語文學習課程。下午安排選修活動課

程，週末安排精采景點參觀活動，星期日為寄宿家庭FAMILY DAY。 

第8天   7/11 籃球公開賽 

第9天   7/12 素里森林公園團康活動 

第10天   7/13 選修時間，英文加分！精采電影上映中！ 

第11天   7/14 一起溜冰去！ 

第12天   7/15 超熱門購物街：羅伯森街 

第13天   7/16 週末精采活動：維多利亞渡輪之旅 

第14天   7/17 寄宿家庭FAMILY DAY 

第三週：每天上午09：00至15：00共六小時，安排文法解析、閱讀、寫作、

聽力、音標及會話即時通等語文學習課程。下午安排選修活動課

程，週末安排精采景點參觀活動，星期日為寄宿家庭FAMILY DAY。 

第15天   7/18 美式另類棒球 

第16天   7/19 西洋棋教學 

第1７天   7/20 選修時間，英文加分！精采電影上映中！ 

第18天   7/21 Metrotown大開眼界購物去 

第19天   7/22 畢業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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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天   7/23 U.B.C.哥倫比亞大學+U.B.C.人類學博物館+美麗白石鎮/  

第21天   7/24 溫哥華再見了! 

第22天   7/25 帶著滿滿的收穫回到溫暖的家。 

 
（二）九十五年度遊學團課程活動內容（詳見附錄六） 
 

 第一週：每天上午 09：00 至 15：00 共六小時，安排文法解析、閱讀、寫
作、聽力、音標及會話即時通等語文學習課程。下午安排選修活動

課程，週末安排精采景點參觀活動，星期日為寄宿家庭 FAMILY 

DAY。 

第1天   7/2 歡迎抵達美麗且氣候宜人的B.C.省 

第2天   7/3週末精采活動：史坦利公園 / 水族館 / 固蘭佛島 / 瓦斯鎮 

第3天   7/4分班測驗及超熱門購物街：羅伯森街 

第4天   7/5 話劇午後 

     第5天   7/6 美式壘球 

第6天   7/7 趣味雷射槍 

第7天   7/8週末精采活動：維多利亞渡輪之旅 

第9天   7/10美式另類棒球 

第二週：每天上午09：00至15：00共六小時，安排文法解析、閱讀、寫作、

聽力、音標及會話即時通等語文學習課程。下午安排選修活動課

程，週末安排精采景點參觀活動，星期日為寄宿家庭FAMILY DAY。 

第10天   7/11一起溜冰去！ 

第11天   7/12 話劇之夜 

第12天   7/13 足球 

第13天   7/14 保齡球 

     第14天   7/15 去PNE樂園歡樂一下吧！ 

     第15天   7/16寄宿家庭FAMILY DAY 

第16天   7/17  籃球公開賽 

第三週：每天上午09：00至15：00共六小時，安排文法解析、閱讀、寫作、

聽力、音標及會話即時通等語文學習課程。下午安排選修活動課

程，週末安排精采景點參觀活動，星期日為寄宿家庭FAMILY DAY。 

第1７天   7/18 Games Club 

     第18天   7/19 話劇成果發表 

     第19天   7/20 Metrotown大開眼界購物去 

第20天   7/21 結業囉！ 

第21天   7/22 溫哥華再見了! 

第22天   7/23 帶著滿滿的收穫回到溫暖的家。 

 
四、依依不捨、擇期再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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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青校樹，萋萋庭草⋯」，好快喔！為期三週的精采課程與活動，就要
在今天演出精采完結篇，同學們和國際同學依依不捨互道珍重，並互相留下

聯絡方式，課程雖然結束了，友誼可是一輩子的喔！學校計畫幫同學們舉辦

結業典禮與惜別晚會，在結業典禮中準備豐盛茶點，安排英語演說比賽、心

得分享等，嘿嘿嘿！價值連城的結業證書就要到手囉！ 

        快樂的時光總是過得特別快，本人擔任教職、校長多年，首次帶領學生
參與遊學教育，這段日子心情喜憂參半，喜的是學校完成一次成功遊學工

作，憂的是研究撰寫論文壓力所在，然而，此次帶領遊學團的經驗，讓我感

受到自己的選擇與投入之正當性和真實性，或許學生是自己學校的學生及友

校的學生，或許是基於身為領隊角色，給予學生應有的關懷與幫助，亦或許

是撰寫論文實際所需，本人必全心全意投入，本人身兼角色－領隊、研究者，

不管角色扮演如何，皆僅遵行一貫原則，始終如一，即以真心真情對待每位

學生，極盡所能所知給予關懷與協助，俾使學生們的遊學可以順利進行，並

能有所收穫且在學習過程及人生旅途中留下一段彌久珍貴的經驗。 
 
五、相聚龍潭、交換心得 
        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本人和所有學生返回台灣後，大家都各自回到自
己的學校上課，但是今日的暫時別離，乃是他日再次聚首的動力。當時大家

有共識，約定一個月後凌雲相見、交換心得、欣賞成果，時間在八月最後一

週五晚上，地點本校凌雲國中領域活動教室。再次見面，大家七嘴八舌談起

學校的課業、回台後生活的點點滴滴，待遊學成果專冊、成果光碟及照片呈

現後，此時即刻喚起當時鮮明的回憶，眼中欣賞著成果照片與資料，腦海裡

亦浮現出一幕幕加拿大的場景，耳際間似乎聽到加拿大人說著道地家鄉腔調

的英文。 
        委員們準備簡便茶點，讓學生及家長們邊用晚餐，各自說著回憶著，有
一位同學很高興能在英語學習有所進步，一位同學在上英資班外籍老師的課

時敢和老師進行會話，一位同學在暑期輔導英文課學習不再怯場，大部分同

學對遊學後的感想、英語學習是持肯定態度。這兩次的遊學經歷，有著我們

大家的共同回憶與經歷，也有著各自自己的經歷、體驗、收穫和感受，更是

一段當事人獨一無二的人生經驗，它甚至已經靜悄悄地注入每一個人的血液

之中，與各自的人生緊密結合在一起，更是一種無法替代的「直接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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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遊 學 過 程 描 述 與 分 析 
 

     
遊學教育辦理成行之前，在學校及合作業者的規劃與設計，已把語文課程及

相關活動的時段，依學習需求與學習原則排定完成，將遊學整個過程分別以九十

四年遊學團課程活動內容及九十五年遊學團課程活動內容簡列於後： 
 

 
壹、遊學過程描述 

 
一、九十四年遊學過程的描述（詳見附錄五） 
    第一週：每天上午09：00至15：00共六小時，安排文法解析、閱讀、寫

作、聽力、音標及會話即時通等語文學習課程。 

           下午 15:10 後安排選修課程，每天選修課程、週末精采景點參

觀活動及星期日寄宿家庭FAMILY DAY等安排如下： 

第1天   7/4 歡迎抵達美麗且氣候宜人的B.C.省，新生訓練，尋寶遊戲 

第2天   7/5 選修課程：西洋棋教學 

第3天   7/6 選修課程體驗與電影之夜 

第4天   7/7 參觀超美味甜甜圈製作過程全記錄 

第5天   7/8 選修課程：中學拜訪 

第6天   7/9 週末精采活動：史坦利公園、水族館、固蘭佛島、瓦斯鎮 

第7天   7/10 寄宿家庭FAMILY DAY 

第二週：每天上午09：00至15：00共六小時，安排文法解析、閱讀、

寫作、聽力、音標及會話即時通等語文學習課程。 

            下午15:10後安排選修課程，每天選修課程、週末精采景點參

觀活動及星期日寄宿家庭FAMILY DAY等安排如下： 

第8天   7/11選修課程：籃球公開賽 

第9天   7/12選修課程：素里森林公園團康活動 

第10天   7/13 選修時間：精采電影 

第11天   7/14選修課程：溜冰樂 

第12天   7/15 超熱門購物街：羅伯森街 

第13天   7/16 週末精采活動：維多利亞渡輪之旅 

第14天   7/17 寄宿家庭FAMILY DAY 

第三週：每天上午09：00至15：00共六小時，安排文法解析、閱讀、

寫作、聽力、音標及會話即時通等語文學習課程。 

            下午15:10後安排選修課程，每天選修課程、週末精采景點參

觀活動及星期日寄宿家庭FAMILY DAY等安排如下： 

第15天   7/18選修課程：美式另類棒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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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天   7/19選修課程：西洋棋教學 

第1７天   7/20選修時間：精采電影 

第18天   7/21選修課程：Metrotown大開眼界購物去 

第19天   7/22 畢業囉！ 

第20天   7/23 U.B.C.哥倫比亞大學U.B.C.人類學博物館、美麗白石鎮/ 

第21天   7/24 溫哥華再見了! 

第22天   7/25 帶著滿滿的收穫回到溫暖的家。 

 

  二、九十五年遊學過程的描述（詳見附錄六） 

    第一週：每天上午 09：00 至 15：00 共六小時，安排文法解析、閱讀、
寫作、聽力、音標及會話即時通等語文學習課程。 

              下午15:10後安排選修課程，每天選修課程、週末精采景點參

觀活動及星期日寄宿家庭FAMILY DAY等安排如下： 

第1天   7/2 歡迎抵達美麗且氣候宜人的B.C.省 

第2天   7/3精采活動：史坦利公園、水族館、固蘭佛島、瓦斯鎮 

第3天   7/4超熱門購物街：羅伯森街 

第4天   7/5選修課程：話劇午後 

        第5天   7/6選修課程：美式壘球 

第6天   7/7選修課程：趣味雷射槍 

第7天   7/8週末精采活動：維多利亞渡輪之旅 

第8天   7/9寄宿家庭FAMILY DAY 

第二週：每天上午09：00至15：00共六小時，安排文法解析、閱讀、

寫作、聽力、音標及會話即時通等語文學習課程。 

            下午15:10後安排選修課程，每天選修課程、週末精采景點參

觀活動及星期日寄宿家庭FAMILY DAY等安排如下： 

第9天    7/10選修課程：足式棒球 

第10天   7/11選修課程：冰上溜冰樂 

第11天   7/12選修課程：話劇之夜 

第12天   7/13選修課程：Field足球 

        第13天   7/14選修課程：Mini保齡球 

        第14天   7/15週末精采活動：去PNE樂園歡樂一下 

第15天   7/16寄宿家庭FAMILY DAY 

第三週：每天上午09：00至15：00共六小時，安排文法解析、閱讀、

寫作、聽力、音標及會話即時通等語文學習課程。 

             下午 15:10 後安排選修課程，每天選修課程、週末精采景點

參觀活動及星期日寄宿家庭FAMILY DAY等安排如下： 

第16天   7/17選修課程：排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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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7天   7/18選修課程：Games Club 

         第18天   7/19選修課程：話劇成果發表 

第19天   7/20選修課程：Metrotown大開眼界購物去 

第20天   7/21結業囉！ 

第21天   7/22溫哥華再見了!帶著滿滿的收穫回到溫暖的家。 

 

 貳、遊學過程的分析 

           整個遊學過程及內容，從兩年的遊學團課程及活動內容可以清楚知
悉，亦可從上節遊學過程的描述，深入了解這次遊學過程及其內容。以

下將遊學過程作逐一分析： 
     一、遊學團成團前（參考表 13、14） 
       （一）意見交換與溝通：家長有意願讓孩子參加遊學，老師辦理及帶領

遊學的意願，因之成團前之周詳設計規劃與說明非常重要。 
       （二）行前課程說明：家長與孩子參加遊學興緻濃，如何規劃行前相關

說明及課程，所以出發前之行前課程說明更為重要。 
       （三）測驗編班工作：遊學重要在語言學習，依各自英文能力要求能與

各國學生混合編班，因此出發前先行完成編班測驗。 
       （四）語文學校選擇：英語系國家很多，選擇遊學國家及語言學校為重

要課題，因而很重視遊學國家之語文學校的選擇。 
       （五）語文課程教材：因遊學重要在語言學習，教學時數與教材為影響

語文學習重要關鍵，所以必定要求語文課程教材與授課時數。 
 
     二、遊學團進行中（參考表 13、14） 
       （一）語文課程：雖依學生英文能力經過測驗而編班，在上英文課時發

生分級不理想、上課聽不懂等問題，即時調整班級作解決。 
       （二）活動課程：原計畫及訂定課程，經過學校老師及合作機構作最理

想安排，但偶爾因天氣、場地或其他因素，學生不喜歡該活動課

程。 
       （三）選修課程：原計畫及訂定選修課程，應與上午語文課程相關聯或

結合，少數幾堂課未相關，影響學生選修課程之學習。 
       （四）週六參訪活動：每週六參訪活動是學生最期盼、最喜歡之活動，

大都很滿意，惟一次參訪景點之時間過於匆促，未能充分參訪學

習。 
       （五）假日活動：於寄宿家庭提出申請及審查時，都已載明假日應安排

學生活動，惟少數家庭因特殊原因，無法進行假日活動。 
       （六）寄宿方面：寄宿家庭需提出申請及審查，經過雙方配對而成，僅

一次家裡有貓，第二天即時更換寄宿家庭改善；另一次為周邊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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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吵雜，經與寄宿家庭溝通作為改善。 
 
     三、遊學團返國後 
       （一）相關資料彙集：本次遊學進行中需要蒐集相關資料作為研究參考

之用，部分資料請學生提供，如：遊學團週札記、遊學團課程暨

活動檢核紀錄及遊學團總體活動回饋問卷等，參與學生都能如期

完成並繳交彙集。 
       （二）成果專刊編輯：辦理遊學活動已計畫返國後編輯專刊，出發前全

體同學無不充滿學習熱忱，把握每一學習過程與美好鏡頭，作為

充實成果專刊豐富資料。 
       （三）心得分享：結束遊學活動同學們返國後，大都私下利用非正式聚

會、校園談心等機會，或在老師引導及檢討會，相互聯繫並作遊

學心得回饋與分享，增添合作學習效果。 
       （四）後續工作：從意見交換與溝通、行前課程說明會等等過程，進而

執行並完成遊學系列活動，其整個準備及遊學進行過程亦是遊學

教育副學習的一環，最後的成果專刊、心得分享及追蹤關懷等，

都是該活動後續工作。 
 
 
 
 
 
 
 
 
 
 
 
 
 
 
 
 
 
 
 
 

 


	第一節智意文化與遊學團
	第二節遊學團參與過程
	第三節遊學過程描述與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