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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附錄一   遊學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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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遊學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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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行前課程計畫 

 

桃園縣立凌雲國民中學海外遊學行前課程計畫 
 

 

本次海外遊學行前課程可分為三個部分： 

 

一、使用日常E－Mall的能力及國際文化介紹 

 

二、寄宿家庭禮節與人際溝通表達能力 

 

三、語言學校英文程度前測 

 
 

 

 

課 程 名 稱 

 

 

時      間 

 

地       點 

 

使用日常E－Mall的能力

及國際文化介紹 
 

6 月 4 日 

P.M 13：30 

    15：30 

電腦教室 

 

寄宿家庭禮節與人際溝通

表達能力 
 

6 月 18 日 

P.M 13：00 

    15：00 

語言教室 

 

語文學校英文程度前測 
 

6 月18 日 

P.M 13：10 

    16：10 

語言教室 

 

行前說明會 
6 月 24 日 

P.M 18：00 

    21：00 

視聽教室 

 
                                            Made by凌雲國中遊學籌備會 

 

 

 

 



 150

附錄四   行前說明會內容 

 

行前準備重要注意事項 

 
電壓 ：電壓110V，插孔與台灣相同，所以台灣所攜帶過去的電器用品均可正常

使用。 

 

手機 ：加拿大手機系統為GSM1900，與台灣的GSM900及1800不同，需準備

三頻機才可以在加拿大使用喔！ 

 

匯率 ：台幣：加幣約為26~28 (僅供參考)，請至各大銀行兌換。 

 

零用錢準備：依據政府規定，出境時攜帶新台幣不得超過新台幣40000元。建

議三個星期約準備新台幣10,000元左右，因爲行程已包含所有費用，零用錢只

是個人消費。依個人需求亦可攜帶信用卡。18歲以下的學員可請領隊代為保管

零用錢及護照。 

 

食 ： 

1.加拿大海關對食品進口管制相當嚴格，不能攜帶入境： 

(A) 新鮮、脫水或罐裝之肉類或肉製品。 

(B) 植物種子、蔬菜、水果及土壤。 

(C) 昆蟲、蝸牛及其他對植物有害之蟲類。 

(D) 非罐裝或醃燻之魚類及魚子，活的動物及動物製品。 

＊泡麵準備可以選擇「麵好」、「湯濃」，但千萬不要攜帶「肉大塊」喔！ 

 

2.機艙內（含廁所），因飛航安全，故全面嚴禁吸煙，敬請配合，以免違法。 

 

3.整個加拿大地區旅館內所提供的自來水，冷水皆可飲用，但熱水因加熱器

無過濾設備，不適合生飲。寄宿家庭皆有提供冷、熱飲用水，若學生有需

要可另自備電湯匙。 

 

4.加拿大人的飲食習慣，早餐通常以牛奶、麵包為主，午餐則為三明治、飲

料，有時加一些洋芋片、巧克力棒或水果等，晚餐可能準備西式晚餐，因

此寄宿家庭的餐食型態多為此模式。 

 

5.個人慣用藥品請依行程天數估計預作準備，以免在外購買不便，同時建議

學生可準備綜合維他命B及高單位之維他命C（500MG），按日服用可預

防因大陸性乾燥氣候所導致氣管及皮膚不適等症狀。 

 

6.加拿大境內大部份地區在室外飲酒是被禁止的（18歲以下全面禁止飲酒）。 

 

7.素食者或有特別飲食禁忌者（如不吃牛肉等），已依照寄宿家庭申請單狀

況告知各寄宿家庭。若有其他需要，歡迎向帶隊老師或隨行老師反應，以

便事先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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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在加拿大餐廳用餐，小費約佔消費額的15%，可視服務品質之優劣給予消

費金額10~20%的小費。 

 

衣 ： 

1.溫哥華夏天平均溫度約為攝氏15 ~25度，大致上來說，7~8月日間穿夏裝

即可，但日夜溫差很大，傍晚開始就有寒意，因此要準備薄外套。 

3.鞋子以輕便，舒適為主。 

4.建議攜帶疊式雨具，以備不時之需。 

5.帽子、太陽眼鏡及防曬油等夏日防曬用品也別忘了準備，另外，加拿大為

大陸型乾燥氣候，建議準備乳液或護唇膏等保養品以預防皮膚因天氣而造

成的乾燥狀況。 

6.寄宿家庭都備有洗衣機等衣物清潔設備，寄宿家庭家長皆會協助學生操作。 

7.若計劃於自由活動時間安排游泳等水上活動（寄宿家庭亦有可能於週日安

排此類活動），建議準備泳具。 

 

住 ： 

1.上課期間共三週，安排於寄宿家庭住宿。 

2.因生活習慣不同，建議學生自行準備盥洗用品（如牙刷、毛巾、洗髮精等

個人清潔用品） 

3.建議貼心準備一份小禮物送給homestay當見面禮，讓他們感受台灣朋友的

熱情。 

 ※可準備台灣名產（如鳳梨酥、太陽餅等），禮物價格建議勿超過台幣500

元，心意為重即可。） 

 

行 ：寄宿家庭家長將負責每天上、下課溫馨接送。課後及周末活動將依活動

需要安排公車或大型遊覽車。 

育樂 ： 

1.課表上所列之課程與行程皆己包括在團費之中，不需另外付費。 

2.觀光行程中，請勿擅自離隊，萬一在行程中與團隊失散，請依當初領隊所

約定之地點等候，以便領隊回頭找尋。若久候未見，請依資料袋中所附之

行程表上的聯絡電話號碼與同行人員或溫哥華辦事處聯繫。  

3.觀光行程中，請務必遵守領隊交待的注意事項及集合時間、地點。 

4.活動期間應評估自身健康情況決定是否參加有刺激性之活動，若身體不

適，請告知領隊老師，以便即時提供妥善照顧。 

5.通常博物館、美術館或在觀賞部份表演時，會禁止拍照或攝影，應事先詢

問清楚。 

6.到國家公園或野生動植物保護區，請勿破壞自然環境及餵食動物，參觀時

不要脫離團隊或任意與野生動物拍照，以免遭動物襲擊。  

7.導覽人員在解說時若有聽不懂或不了解之處，可禮貌提問相關問題。 

8.皮包儘量不要離手，財不露白，以免被扒手或強盜覬覦。 

9.拍照時，如要請人幫忙，儘量找領隊或同團認識的人，以防相機被劫。 

10.加拿大的車子靠右行駛，步行觀光時請遵守當地交通規則，以策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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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李規定 ： 

1.旅客免費託運行李每人限兩件。 

2.兩行李總尺寸限制：長+寬+高 <= 269 cm (62英吋)，每一件限長158cm(62

英吋)、限重32公斤(70磅)。 

3.行李件數及重量超過標準時，額外費用由個人自行支付。 

4.建議使用硬殼之行李箱及固定帶，行李於運送途中較不易損壞。 

5.行李請儘量避免使用紙箱或木箱包裝，以免運託運人員錯以貨物處理，耽

誤領取時間。 

6.建議每件行李貼上「姓名、地址」標籤，方便誤運時能迅速處理。 

7.若行李因託運而有遺失或損壞之情況，請立即向領隊反映，協助要求航空

公司處理及賠償。但行李箱內勿放置易碎、貴重物品、重要文件、藥物、

鑰匙等物品，航空公司對於某些物品的遺失、延遲、毀損及相關損失將不

負賠償責任。 

8.每位旅客只可以攜帶一件長寬高不超過23公分x36公分x56公分(9吋x14

吋x22吋)，總尺寸不超過115公分(45吋)，重量不超過7公斤(15磅)的手

提行李。手提行李以能放置在座椅底下或座椅上方的密閉式置物櫃內為標

準 

 

入境須知 ： 

1.如需在中途轉機，請遵照領隊指示即可。過境乘客（仍搭乘原班飛機），

於下機時空服員會發給您一張過境證（Transit pass），請好好保管，登機時

用，如為轉機乘客（即換搭乘其他班機）則會用到下一張機票及登機證。  

2.飛機抵達後，請等待團體一起行動，如遇問題可就近支援。  

3.入境時請嚴守各國入境攜帶物品有關規定，若帶超額之現金、匯票、旅行

支票，都要辦理申報，否則被當地海關人員查獲，不僅造成個人損失，可

能被判徒刑或罰款，也會延誤團體的行程。  

4.對於攜帶入境的所有農產品、動植物及相關製品，都必須申報，不准帶進

或不合規格的物品，會被沒收、銷毀。  

5.入關時如官員詢問問題，不諳英語者，請勿回答，以免造成誤會，此時領

隊或航空公司人員會在旁協助 。  

 

購物須知 ： 

1.普通商店與百貨公司一律標示價格，絕不二價。  

2.請攜帶小型計算機，減少貨幣換算的困擾。  

3.選購物品時，務必充分了解其品質、價位及使用方法，如屬電器品等，應

附有保證書。  

4.選購藥品時，務必充分明白其成分，並了解其性能及有無副作用等。  

5.如購買之物品為免稅品，一般均依該國規定於機場離境時方可提領。  

6.購買書籍，唱片，影帶，錄音等文藝品時，務必注意版權等的保護法規。  

7.購買動物標本或皮毛製品時，亦要注意有無違反野生動物保育法。  

 

退稅須知 ： 

加拿大在每件物品上皆課有14%的貨物服務稅，所以，在加拿大購物，消費

者在同一天、同一家商店消費金額到達200元加幣，即可申請退稅（可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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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表格可在免稅店或機場取得，除了在某些特定的免稅店可當場退稅，

最高為500元加幣，其他皆需回國後再行郵寄申請退稅。詳細退稅手續及規

定，可詢問領隊並協助辦理。 

 

免稅物品攜帶限制 ： 

1.回國前要好好地將行李整理一番，盡量避免接受他人委託帶東西，萬一要

帶，應該問清楚帶東西的內容，以免在機場海關檢查時，受了無妄之災。  

2.滿20歲之成年人准免稅攜帶酒（限每瓶一公升以下）一瓶，或小樣品酒（限

每瓶零點一公升以下）十瓶，紙煙二百支（或菸絲一磅或雪茄二十五支）。  

3.自即日起，海關嚴格禁止攜帶生鮮水果進入台灣地區。  

 

當地特產 ： 

 燻鮭魚(Smoked Salmon)有各式的燻製方法，自用的話可買半條，送人的話
可買包裝好的鮭魚切片（請選擇真空包裝），貝類及鮑魚的燻製品及昆布

等都值得推薦。 

 楓糖漿(Maple Syrup)由楓樹汁提煉而成，味道甜美，有各種尺寸的瓶裝，
送人可挑可愛型的包裝。 

 毛皮與皮衣為加拿大代表商品，價錢便宜種類繁多。毛衣則以手工編織品
為代表，口碑佳。 

 手工藝品以原住民之手工製品為代表，如雕刻、圖騰木雕等、印第安紀念
品。此外，當地藝術家的作品，也頗值得收藏。 

 冰酒是加拿大非常著名的酒釀。 
 

安全注意事項 ： 

1.請妥善保管護照（18歲以下的學員可請領隊代為保管）、證件及貴重物品，

勿放於巴士、旅館房間內或行李中，並請謹防扒手或陌生人搭訕。 

2.如遇不可抗拒之情況，本公司保有變更同等級飯店、航空公司、飛行班次

及交通工具或旅行方式之權利。 

 

貼心小提醒 ： 

 

出發前記得再度確認重要物品是否都準備齊全囉! 

□禦寒小外套 

□個人盥洗用品（如牙刷、毛巾、洗髮精等個人清潔用品） 

□乳液、護唇膏、防曬用品 
□個人藥品 
□雨具 

□小水壺（隨時補充水分，可預防因所導致氣管及皮膚不適等症狀喔！） 

□零用錢 

□翻譯機 

□建議準備泳具（如泳衣、蛙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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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將自己想準備的物品內容一起寫下來，出發前別忘記要再仔細檢查一

遍喔： 

 

 

 

 

 

 

 

 

 

 

 

 
 

 

 

 

兩地時間對照表 

 

※台灣時間與溫哥華時間相差 15小時，爲方便家長掌握學生活動時間，GEC整
理兩地時間對照表如下： 

台灣時間 溫哥華時間 備註 

00:00 09:00  

01:00 10:00 

02:00 11:00 

＊7/4溫哥華時間早上9:50抵達(台灣時間凌晨1:50)  

＊抵達後將陸續安排學生打電話或傳簡訊回家報平安 

03:00 12:00  

04:00 13:00  

05:00 14:00  

06:00 15:00  

07:00 16:00  

08:00 17:00  

09:00 18:00  

10:00 19:00  

11:00 20:00 

12:00 21:00 

＊家長若欲打電話到寄宿家庭，建議於此時段撥打，避免影響

學生與家庭人員休息 

13:00 22:00  

14:00 23:00  

15:00 00:00  

16:00 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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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 02:00  

18:00 03:00  

19:00 04:00  

20:00 05:00  

21:00 06:00  

22:00 07:00  

23:00 08:00  

 
※ 7月 24日上午 12 : 00將自溫哥華搭乘華航班機 CI 031返台，預計 7月 25日下午 3點抵達中正機場第二
航廈 

※ 請家長於 7/25下午 4:30至凌雲國中迎接學生回家 
  （4:30為估計時間，可能因班機實際時間有所調整，若有延誤，請家長見諒！） 

 

 
國際電話撥打方式 ： 

 加拿大打回台灣 

 

撥打一般電話： 

加拿大國際台碼（011）＋台灣國碼（886）＋城市區域碼（去掉0）＋對方電話  

例：011- 886- 2-27751105 (智意文化台北總處) 

撥打行動電話： 

加拿大國際台碼（011）＋台灣國碼（886）＋對方行動電話號碼（將第一個號碼0去掉） 

例：011-886-916868613 (LEO手機) 

 

 台灣打到加拿大： 

 

撥打一般電話： 

台灣國際台碼 ＋ 加拿大國碼（1）＋ 加拿大當地區域號碼 ＋ 電話號碼 

例：002-1-778-8925432 (智意文化溫哥華辦事處) 

 

撥打行動電話： 

1.發話人在台灣，只要直接撥對方行動電話號碼即可。 

2.如從旅館房間內撥國際電話時，需先撥外線號碼，請向領隊或旅館查詢。 

3.若使用手機，需確定手機配有「國際漫遊」功能及所漫遊的國家，使用方式與一般電話

相同。 

4.加拿大的公用電話處處可見，電話卡的使用相當普遍，小商店或書報攤皆

可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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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相關聯絡資料表 

 

KGIC 素里分校 

#200 - 10524 King George Hwy. Surrey, BC Canada V3T 2X2 

電話: 604-930 5161 

傳真: 604-930-5171 

學校開放時間：週一~週四上午8:30至下午5:30 

週五上午8:30至下午4:00 PM (PST太平洋標準時間) 

華語顧問Nancy：604-780-7688 

GEC 
台北公司：02-2775-1105 

溫哥華辦事處：778-892-5432 

GEC隨團領隊 朱家慶（Leo） 
台灣聯絡電話：0916868613 

溫哥華聯絡電話：604-618-9788 

凌雲總領隊 曾安煌     校長 溫哥華聯絡電話：604-783-3826 

凌雲副領隊 許純玉     老師 台灣聯絡電話：0918705151 

江佩芬     老師 台灣聯絡電話：0919520860 

黃雅琪     老師 台灣聯絡電話：0920376798 凌雲領隊老師 

張淑芳     老師  

 
 
 
 
 
 
 
 
 
 
 
 
 
 
 
 
 
 
 
 
 
 
 
 
 



 157

附錄五   九十四年度加拿大 KGIC學院三週課程活動內容 
 

遊學每日行程細說 

＊週一~週五早上9:00~下午3:10進行密集英語課程，下午3:10~5:00安排課後活

動（寄宿家庭家長將於每日下午5:00到校接學生回家），每日課後活動安排詳述

如下： 

 

第1天     7/4 歡迎抵達美麗且氣候宜人的B.C.省 

盼望已久的日子終於來囉！帶著愉快又興奮的心情，在 GEC 專業又親切的

領隊老師的帶領下，搭乘舒適的豪華客機前往加拿大西岸最大的海港都市-溫哥

華，正式啟動為期三週的遊學之旅。 

抵達加拿大後，本公司隨即安排專車接送學生至學校進行口試與新生訓練，當天

外籍老師將帶動學生參與尋寶遊戲，為為期三週的精采課程展開序幕。下課後，

各接待家庭的家長將到校迎接各家庭負責專屬招待的每位學生。寄宿家庭熱烈歡

迎遠從台灣來的家庭新成員！ 

 

第2天    7/5 英語密集課程正式開始囉！ 

在吃完寄宿家庭的爸爸媽媽特別準備的愛心早餐後，HOME 爸或 HOME 媽

便開車送學生前往學校。學校依彈性程度分班的結果安排學生至各班上課，與來

自世界各國的同學一起感受專業老師的活潑教學。課程結束後，將與傳說中的西

洋棋高手會面，正式拜師學藝，習得冷靜沉著與強化思考邏輯。 

 

第3天   7/6 選修課程體驗與電影之夜 

今天學校將公佈選修課程表供學生自由選取想選修的課程。心動不如馬上行

動！今天就能搶先體驗選修課程喔！選修課程後，緊接著學校將放映精采電影供

學生欣賞，同時還能輕鬆練習聽力，一舉兩得喔！ 

 

第4天   7/7 超美味甜甜圈製作過程全記錄 

今天早上9:00~下午3:10，學校將安排戶外教學：溫哥華歷史文化之旅 

學生將前往溫哥華最古老的鄰里-瓦斯鎮，並將參觀史坦利公園，欣賞最著名的

圖騰神柱，今天的戶外教學將讓學生體驗親身學習的樂趣！ 

課後活動：甜甜圈排隊熱在台灣遲遲未消退，可見甜甜圈的魅力誘人無法擋！你

知道嗎？號稱全世界最美味的的甜甜圈品牌Krispy Kreme，在溫哥華也有一家連

鎖店喔!今天就讓同學一飽口福，嚐嚐新鮮出爐的超人氣甜甜圈，並親眼目睹全

程自動化的高科技製造過程。 

 

第5天   7/8 中學拜訪 

今天老師將帶領學生前往溫哥華的一所中學參觀與拜訪，讓學生更了解加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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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學的學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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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在溫哥華的第一個禮拜六，跟著我們一起出發，近一步認識美麗的溫

哥華吧！ 

首先老師將帶領學生前往北溫賞鮭，而後安排遊覽北美最大的城市公園，欣賞印

地安圖騰、希望角等著名景點，在感受城市悠閒的同時，配合精采的景點介紹，

肯定收穫滿載。緊接著，我們將去參觀全館面積0.85公頃的溫哥華水族館，館

內有超過六萬種生物，其中魚類超過三萬三千隻，有三百種；無脊椎動物超過三

萬隻，有二百三十種；還有六十餘種爬蟲類與水陸兩棲動物，加上二十多種鳥類

及哺乳類動物。水族館將海底生態按不同的地理環境真實地展現出來，分為戶

外，室內及地下層展示區，透過實地參觀，你將認識更多的海底生物。隨後安排

前往美麗的固蘭佛島，這裡擁有許多有別具特色的商店及街頭藝人表演，還有許

多風味小吃，等著你細細品味。除了欣賞讓人目不暇給的畫廊、手工藝品店、造

形藝術和帆船等，還有許多海鷗熱情的等著和你一起拍照呢！著名的亞美利卡藝

術學院（Emily Carr College of Art & Design）也是設在這裡喔！今日的固蘭佛島已

成為世界知名的文化區，即使不懂藝術，來這一趟也一定會有意想不到的收獲。

此外，島上的公眾市場（Public Market）是溫哥華三大公有市場之一，供應著琳

瑯滿目的生鮮魚貨，即使無法自行烹煮，純欣賞也是很過癮的喔！最後一站是拜

訪大有來頭的蓋世鎮(Gastown)！他不僅是溫哥華的發源地，也是溫哥華最古老的

區域。鎮上的蒸氣鐘是遊客到溫哥華一定要照相留念的地方，每隔十五分鐘，百

餘歲的蒸氣鐘就會發出響亮的汽笛聲，熱情的對過往的人群呼喊著，肯定是在跟

大家問候吧！蒸氣鐘老爺爺是溫哥華有趣的特色也是蓋世鎮的精神標誌。另外，

亦將安排學生參觀中國城、加拿大廣場及伊莉莎白公園。 

  

08:00AM：學校集合後出發 

09:20AM：前往北溫哥華–賞鮭之旅 

10:30AM：史坦利公園（希望角 / 圖騰公園 / 水族館） 

12:30AM：歡樂自助午餐 

01:00PM：中國城 / 瓦斯鎮 / 加拿大廣場 / 伊莉莎白公園 

03:00PM：固蘭佛島 

05:00PM：返回學校–寄宿家庭家長各自接回家中共享天倫樂 

 

第7天   7/10 寄宿家庭FAMILY DAY 

 

第8天   7/11 籃球公開賽 

今天的課程安排很健康喔！密集英文課程結束後將和國際同學展開籃球友

誼賽，嘿！讓大家瞧瞧台灣選手的利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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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天   7/12 素里森林公園團康活動 

課後將由外籍老師帶領同學前往學校附近的素里森林公園進行團康活動，透

過遊戲間增進同學間的友誼，在輕鬆活潑的氣氛下，與老師進行英語互動，學生

本身的英文能量又再度悄悄提升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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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上曲棍球代表著加拿大的精神，是加拿大人最喜愛的體育活動之一。冰上

曲棍球的基本工最講究當然就是溜冰囉！今天就讓大家親自體驗溜冰的樂趣，不

管以前有沒有溜過，一定都能樂在其中。運動後，保證你胃口大開，鐵定會迫不

及待回家和HOME爸、HOME媽共進美味晚餐! 

 

第12天   7/15 超熱門購物街：羅伯森街 

羅伯森街是溫哥華最受歡迎的購物區。羅伯森街總是人來人往、熱鬧非凡，

街上精品店和各式個性店鋪林立，相當值得一逛，若想採買加拿大當地的土產，

這裡也都買的到喔！這裡有家特別的 candy apples專賣店，新鮮的青蘋果搭配各
式巧克力口味，絕妙的口感搭配絕對會讓你一吃上癮，喜歡甜食的同學到這邊可

別錯過品嚐的大好時機喔！ 

 

第13天   7/16 週末精采活動：維多利亞渡輪之旅 

一早搭乘卑詩渡輪橫越喬治亞海峽到達卑斯省首府 - 維多利亞市

(Victoria)，沿途說不定還有機會看到鯨魚與您同行哦！維多利亞的寶翠花園、北

美洲第一處之唐人街、同濟門、卑斯省議會大廈、皇家倫敦蠟像館、卑斯博物館、

比根山公園和加拿大橫貫公路的里程碑等，一系列著名的景點都規劃在今天的行

程裡，走訪這充滿英國風貌的都市，保證你會在腦海裡留下非常美好的回憶！ 

 

06:30AM：學校集合後出發 

09:00AM：撘乘渡輪前往維多利亞 

11:15AM：HI！維多利亞（唐人街 / 維多利亞港 / 蠟像館 / 女皇飯店 / 百年紀

念公園 / 卑斯省議會大廈） 

12:45PM：加拿大橫貫公路里程碑 

01:15PM：在SAM PAN餐廳吃午餐 

02:30PM：寶翠花園 

05:00PM：撘渡輪返回溫哥華 

08:30PM：返回學校–寄宿家庭家長各自接回家中共享天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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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天   7/17 寄宿家庭FAMILY DAY 

 

第15天   7/18 美式另類棒球 

足球與棒球都是歐美人士所熱衷的運動項目。可是你知道嗎？歐美青少年正

風行一種另類運動-足式棒球，今天，就由老師化身為另類美式足式棒球的教練

帶領大家活動筋骨，領略新穎的球類活動。 

 

第16天   7/19 西洋棋教學 

你聽過西洋棋的故事嗎？話說印度有個國王，很喜歡西洋棋，於是招見西洋

棋的發明人希薩(Grand Vizier Sissa Ben Dahir)，並由希薩決定自己想要的獎賞，希

薩就說他要一個西洋棋盤，在棋盤的第一格放一粒麥子，第二格放兩粒麥子，第

三格放四粒，第四格放八粒⋯，依此類推，國王對於他的不貪心感到相當驚訝，

便准許了他的請求，但事實上，恐怕把全世界的麥子給他也不夠吧！這麼聰明數

學家所發明的西洋棋遊戲肯定充滿智慧。學校臥虎藏龍，隱居了一位西洋棋高

手，今天我們將安排高手傳授學生西洋棋藝，培養學生沉著思考與邏輯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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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早上 9:00~下午 3:10，學校將安排戶外教學：溫哥華博物館與天文台之

旅學生將參觀溫哥華海洋博物館與科學天文台，了解溫哥華的過去與現在。 

課後活動：Metrotown 是典型的北美大型購物商場，範圍包括三大百貨公司及商

場中心，幾乎所有的連鎖名牌時裝店都集中在這座商城裡，當然還有各式精品店

與健康食品店等。Metrotown 的商圈與商圈之間都設有通道連貫，是溫哥華地區

面積最大的購物區，僅次於Edmonton的Supermall，是加拿大第二大的購物中心！

在這個超級總匯大商城，逛個三天三夜恐怕都逛不完喔！你要Shopping嗎？來這

就對囉！就算不購物，window shopping也很過癮喔！ 

 

第19天   7/22 畢業囉！ 

「青青校樹，萋萋庭草⋯」，好快喔！為期 3 週的精采課程就要在今天演出精

采完結篇。和國際同學依依不捨互道珍重，可別忘了互相留下聯絡方式，課程雖

然結束了，友誼可是一輩子的喔!學校將幫同學們舉辦結業典禮與惜別晚會，嘿

嘿嘿！價值連城的結業證書就要到手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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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憶裝

行囊~行李打包工作開始囉！ 

哥倫比亞大學在加拿大的地位，就如同台灣大學在台灣一般的有名氣，是加

拿大西岸的莘莘學子擠破頭爭相進入的最高學府，更和美國知名大學麻省理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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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史丹佛大學和柏克萊大學並列為世界優秀的環球研究及學術中心。來到溫哥

華，當然一定要親身走訪，感受一下名校的氣息囉！校園內的人文歷史博物館，

更是溫哥華著名的觀光景點之一，我們當然也不會錯過囉！ 另外，今天將安排

學生參觀漁人碼頭及溫哥華居民的私房度假勝地-白石鎮。 
 

08:00AM：學校集合後出發 

09:45AM：到達UBC 

10:00AM：參觀人類學博物館 

12:00AM：午餐時間 

14:30PM：漁人碼頭 

15:30PM：美麗白石鎮 

17:30PM：抵達學校 

 

另外，明天就要回台灣囉!三週的收穫一定很豐富，今天一定要好好打包，檢查

該帶走的是不是都裝箱OK，千萬別回台灣才發現有遺漏，那可就太糟糕了喔！ 

 

第21天 7/24 溫哥華再見了! 

08:00AM：寄宿家庭將學生送往學校集合，本公司將安排專車將學生接往機場 

 

第22天   7/25 帶著滿滿的收穫回到溫暖的家。 

※ 請家長於7/25下午 4:30至凌雲國中迎接學生回家 
  （4:30為估計時間，可能因班機實際時間有所調整，若有延誤，請家長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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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九十五年度加拿大 KGIC學院三週課程活動內容 
 

遊學每日行程細說 

＊週一~週五早上9:00~下午3:10進行密集英語課程，下午3:10~5:00安排課後活

動（寄宿家庭家長將於每日下午5:00到校接學生回家），每日課後活動安排詳述

如下： 

 
第1天   7/2 歡迎抵達美麗且氣候宜人的B.C.省 

盼望已久的日子終於來囉！帶著愉快又興奮的心情，在 GEC 專業又親切的

領隊人員的帶領下，搭乘舒適的豪華客機前往加拿大西岸最大的海港都市-溫哥

華，正式啟動為期三週的遊學之旅。 

抵達加拿大後，本公司隨即安排專車接送學生至學校進行口試與新生訓練，當天

外籍老師將帶動學生參與尋寶遊戲，為為期三週的精采課程展開序幕。下課後，

各接待家庭的家長將到校迎接各家庭負責專屬招待的每位學生。寄宿家庭熱烈歡

迎遠從台灣來的家庭新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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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在溫哥華的第一個禮拜六，跟著我們一起出發，近一步認識美麗的溫

哥華吧！ 

首先老師將帶領學生前往北溫賞鮭，而後安排遊覽北美最大的城市公園，欣賞印

地安圖騰、希望角等著名景點，在感受城市悠閒的同時，配合精采的景點介紹，

肯定收穫滿載。緊接著，我們將去參觀全館面積0.85公頃的溫哥華水族館，館

內有超過六萬種生物，其中魚類超過三萬三千隻，有三百種；無脊椎動物超過三

萬隻，有二百三十種；還有六十餘種爬蟲類與水陸兩棲動物，加上二十多種鳥類

及哺乳類動物。水族館將海底生態按不同的地理環境真實地展現出來，分為戶

外，室內及地下層展示區，透過實地參觀，你將認識更多的海底生物。隨後安排

前往美麗的固蘭佛島，這裡擁有許多有別具特色的商店及街頭藝人表演，還有許

多風味小吃，等著你細細品味。除了欣賞讓人目不暇給的畫廊、手工藝品店、造

形藝術和帆船等，還有許多海鷗熱情的等著和你一起拍照呢！著名的亞美利卡藝

術學院（Emily Carr College of Art & Design）也是設在這裡喔！今日的固蘭佛島已

成為世界知名的文化區，即使不懂藝術，來這一趟也一定會有意想不到的收獲。

此外，島上的公眾市場（Public Market）是溫哥華三大公有市場之一，供應著琳

瑯滿目的生鮮魚貨，即使無法自行烹煮，純欣賞也是很過癮的喔！最後一站是拜

訪大有來頭的蓋世鎮(Gastown)！他不僅是溫哥華的發源地，也是溫哥華最古老的

區域。鎮上的蒸氣鐘是遊客到溫哥華一定要照相留念的地方，每隔十五分鐘，百

餘歲的蒸氣鐘就會發出響亮的汽笛聲，熱情的對過往的人群呼喊著，肯定是在跟

大家問候吧！蒸氣鐘老爺爺是溫哥華有趣的特色也是蓋世鎮的精神標誌。另外，

亦將安排學生參觀中國城、加拿大廣場及伊莉莎白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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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0AM：學校集合後出發 

09:20AM：前往北溫哥華–賞鮭之旅 

10:30AM：史坦利公園（希望角 / 圖騰公園 / 水族館） 

12:30AM：歡樂自助午餐 

01:00PM：中國城 / 瓦斯鎮 / 加拿大廣場 / 伊莉莎白公園 

03:00PM：固蘭佛島 

05:00PM：返回學校–寄宿家庭家長各自接回家中共享天倫樂 

 

第3天   7/4分班測驗及超熱門購物街：羅伯森街 

經分班測驗後，開始為期三週的語言文化課程，學習聽說讀寫的語言課程；

並充分磨練外語能力體驗當地文化。課後將會有普及北美地區的 Yellow School 
Bus接送大家，體驗一下當地學生的滋味。我們將驅車前往溫哥華熱門購物區：
Robson Street，羅伯森街是溫哥華最受歡迎的購物區。羅伯森街總是人來人往、
熱鬧非凡，街上精品店和各式個性店鋪林立，相當值得一逛，若想採買加拿大當

地的土產，這裡也都買的到喔！這裡有家特別的 candy apples專賣店，新鮮的青
蘋果搭配各式巧克力口味，絕妙的口感搭配絕對會讓你一吃上癮，喜歡甜食的同

學到這邊可別錯過品嚐的大好時機喔！ 

 

第4天   7/5 話劇午後 

    除了讓你更有機會開口說英文、加強英文對話外，更藉此訓練同學們的膽

識，在台上盡量的表現自己，發揮您的創意及想像力，還可以增進不同地區同學

的感情喔！ 

 

第5天   7/6 美式壘球 

在棒球風行的美國，對於無法享受打棒球樂趣的人而言，在 1880 年代發明

了壘球，是一種與棒球相同樂趣的運動，但壘球更適合老少年齡層的人。因球速

不快球又大，適合各年齡層從事的運動。今天也來一試Softball的魅力。 

 

第6天   7/7 趣味雷射槍 

以雷射槍的方式來模擬軍事戰爭，非常刺激有趣，並進一步加深領導能力確

應團隊合作的重要，看清本身潛能的一面，遊戲結束後還會有積分列表，大家一

較高下喔！ 

地點：Star Station Laser Tag Centre 100 Braid St,New Westminster. 

交通工具：School Bus 

 

第7天   7/8週末精采活動：維多利亞渡輪之旅 

一早搭乘卑詩渡輪橫越喬治亞海峽到達卑斯省首府 - 維多利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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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ctoria)，沿途說不定還有機會看到鯨魚與您同行哦！維多利亞的寶翠花園、北

美洲第一處之唐人街、同濟門、卑斯省議會大廈、皇家倫敦蠟像館、卑斯博物館、

比根山公園和加拿大橫貫公路的里程碑等，一系列著名的景點都規劃在今天的行

程裡，走訪這充滿英國風貌的都市，保證你會在腦海裡留下非常美好的回憶！ 

 

06:30AM：學校集合後出發 

09:00AM：撘乘渡輪前往維多利亞 

11:15AM：HI！維多利亞（唐人街 / 維多利亞港 / 蠟像館 / 女皇飯店 / 百年紀

念公園 / 卑斯省議會大廈） 

12:45PM：加拿大橫貫公路里程碑 

01:15PM：在SAM PAN餐廳吃午餐 

02:30PM：寶翠花園 

05:00PM：撘渡輪返回溫哥華 

08:30PM：返回學校–寄宿家庭家長各自接回家中共享天倫樂 

 

第8天   7/9寄宿家庭FAMILY DAY 

 

第9天   7/10美式另類棒球 

足球與棒球都是歐美人士所熱衷的運動項目。可是你知道嗎？歐美青少年正

風行一種另類運動-足式棒球，今天，就由老師化身為另類美式足式棒球的教練

帶領大家活動筋骨，領略新穎的球類活動。 

 

第10天   7/11一起溜冰去！ 

冰上曲棍球代表著加拿大的精神，是加拿大人最喜愛的體育活動之一。冰上

曲棍球的基本工最講究當然就是溜冰囉！今天就讓大家親自體驗溜冰的樂趣，不

管以前有沒有溜過，一定都能樂在其中。運動後，保證你胃口大開，鐵定會迫不

及待回家和HOME爸、HOME媽共進美味晚餐! 

 

第11天   7/12 話劇之夜 

覺得上次的表現不夠好嗎？沒有讓你好好發揮嗎？今天要再加油好好排練

一下喔！下個星期可就要成果發表了。 

 

第12天   7/13 足球 

FIFA 世界足球賽落幕了，熱潮剛剛結束，還意猶未盡嗎？今天我們安排了

一場比賽！看誰的射門、腳程比較厲害，守門員防守的功力，可是決定足球賽輸

贏的關鍵喔！ 

 

第13天   7/14 保齡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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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老師將在課後安排男生女生都喜歡的保齡球，準備好了嗎？在溫哥華的

午後，來場精彩的友誼賽吧！ 

地點：Dell Lanes 5 Pin Bowling ,10576 king George Hwy.Surrey,B.C.  

 

第14天   7/15 去PNE樂園歡樂一下吧！ 

    最期待的壓軸活動－PNE 遊樂園！此時正是精彩熱鬧，除了37種刺激驚險

的遊樂設施，還有一系列的表演秀和特技表演，越野沙灘車表演、動物競技、

Casino及賓果遊戲，一樣不少。晚上的音樂、舞蹈及煙火等表演，更將每日的活

動推向高潮。另一方面，加拿大皇家騎警RCMP（Royal Canadian Mountain Police）

將會表演雄糾糾的傳統騎警「騎術」，整齊的步伐配合著音樂的節拍，展現出皇

家騎警的英姿風範。玩累了休息一下，這裡有許多豐盛的食物可以盡情大快朵頤

一番，也可以趁機慰勞咕咕叫的胃吧！不論是具有加拿大風味的漢堡、碳烤熱

狗，或是各種類的 BBQ 燒烤，應有盡有，絕對可以溫飽你的胃，補充體力再瘋

狂。 

09:00AM：集合地點到齊，乘坐豪華巴士出發 

10:00AM：PNE樂園無限暢遊 

17:30PM：返回集合地點，寄宿家庭家長各自接回家共進晚餐 

 

第15天   7/16寄宿家庭FAMILY DAY 

今天是星期天，依學校原訂計畫，學生留在寄宿家庭中，寄宿家庭父母會安排星

期天的假日活動。 

 

第16天   7/17  籃球公開賽 

今天的課程安排很健康喔！密集英文課程結束後將和國際同學展開籃球友

誼賽，嘿！讓大家瞧瞧台灣選手的利害吧！ 

 

第1７天   7/18 Games Club 

    由團康老師帶領學生一起玩的幾項趣味腦力激盪遊戲，想知道國外的大富翁

是怎麼樣嗎？從Monopoly到Nintendo.有Yahtzee和Poker,這些都是北美洲普遍又

受歡迎的遊戲喔！學了之後，就可以回寄宿家庭和home爸home媽挑戰同樂喔！ 

 

第18天   7/19 話劇成果發表 

    排練了兩個星期，到了最後的成果發表演出機會，把你的潛力發揮到極致

喔！加油！ 

 

第19天   7/20 Metrotown大開眼界購物去 

今天早上 9:00~下午 3:10，學校將安排戶外教學：溫哥華博物館與天文台之

旅。學生將參觀溫哥華海洋博物館與科學天文台，了解溫哥華的過去與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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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後活動：Metrotown 是典型的北美大型購物商場，範圍包括三大百貨公司及商

場中心，幾乎所有的連鎖名牌時裝店都集中在這座商城裡，當然還有各式精品店

與健康食品店等。Metrotown 的商圈與商圈之間都設有通道連貫，是溫哥華地區

面積最大的購物區，僅次於Edmonton的Supermall，是加拿大第二大的購物中心！

在這個超級總匯大商城，逛個三天三夜恐怕都逛不完喔！你要Shopping嗎？來這

就對囉！就算不購物，window shopping也很過癮喔！ 

 

第20天   7/21 結業囉！ 

「青青校樹，萋萋庭草⋯」，好快喔！為期 3 週的精采課程就要在今天演出

精采完結篇。和國際同學依依不捨互道珍重，可別忘了互相留下聯絡方式，課程

雖然結束了，友誼可是一輩子的喔!學校將幫同學們舉辦結業典禮與惜別晚會，

嘿嘿嘿！價值連城的結業證書就要到手囉！ 

 

第21天   7/22 溫哥華再見了! 

08:00AM：寄宿家庭將學生送往學校集合，教育文化公司將安排專車將學生

接往機場。 

 

第22天   7/23 帶著滿滿的收穫回到溫暖的家。 

請家長於 7/23下午 8:30至凌雲國中迎接學生回家 
   （9:00為估計時間，可能因班機實際時間有所調整，若有延誤，請家長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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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   遊學注意事項 
行前準備重要注意事項 

電壓 ：電壓110V，插孔與台灣相同，所以台灣所攜帶過去的電器用品均可正常

使用。 

 

手機 ：加拿大手機系統為GSM1900，與台灣的GSM900及1800不同，需準備

三頻機才可以在加拿大使用喔！ 

 

匯率 ：台幣：加幣約為26~28 (僅供參考)，請至各大銀行兌換。 

 

零用錢準備：依據政府規定，出境時攜帶新台幣不得超過新台幣40000元。建

議三個星期約準備新台幣10,000元左右，因爲行程已包含所有費用，零用錢只

是個人消費。依個人需求亦可攜帶信用卡。18歲以下的學員可請領隊代為保管

零用錢及護照。 

 

食 ： 

1.加拿大海關對食品進口管制相當嚴格，不能攜帶入境： 

(A) 新鮮、脫水或罐裝之肉類或肉製品。 

(B) 植物種子、蔬菜、水果及土壤。 

(C) 昆蟲、蝸牛及其他對植物有害之蟲類。 

(D) 非罐裝或醃燻之魚類及魚子，活的動物及動物製品。 

＊泡麵準備可以選擇「麵好」、「湯濃」，但千萬不要攜帶「肉大塊」喔！ 

 

2.機艙內（含廁所），因飛航安全，故全面嚴禁吸煙，敬請配合，以免違法。 

 

3.整個加拿大地區旅館內所提供的自來水，冷水皆可飲用，但熱水因加熱器

無過濾設備，不適合生飲。寄宿家庭皆有提供冷、熱飲用水，若學生有需

要可另自備電湯匙。 

 

4.加拿大人的飲食習慣，早餐通常以牛奶、麵包為主，午餐則為三明治、飲

料，有時加一些洋芋片、巧克力棒或水果等，晚餐可能準備西式晚餐，因

此寄宿家庭的餐食型態多為此模式。 

 

5.個人慣用藥品請依行程天數估計預作準備，以免在外購買不便，同時建議

學生可準備綜合維他命B及高單位之維他命C（500MG），按日服用可預

防因大陸性乾燥氣候所導致氣管及皮膚不適等症狀。 

 

6.加拿大境內大部份地區在室外飲酒是被禁止的（18歲以下全面禁止飲酒）。 

 

7.素食者或有特別飲食禁忌者（如不吃牛肉等），已依照寄宿家庭申請單狀

況告知各寄宿家庭。若有其他需要，歡迎向帶隊老師或隨行老師反應，以

便事先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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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在加拿大餐廳用餐，小費約佔消費額的15%，可視服務品質之優劣給予消

費金額10~20%的小費。 

 

衣 ： 

1.溫哥華夏天平均溫度約為攝氏15 ~25度，大致上來說，7~8月日間穿夏裝

即可，但日夜溫差很大，傍晚開始就有寒意，因此要準備薄外套。 

3.鞋子以輕便，舒適為主。 

4.建議攜帶疊式雨具，以備不時之需。 

5.帽子、太陽眼鏡及防曬油等夏日防曬用品也別忘了準備，另外，加拿大為

大陸型乾燥氣候，建議準備乳液或護唇膏等保養品以預防皮膚因天氣而造

成的乾燥狀況。 

6.寄宿家庭都備有洗衣機等衣物清潔設備，寄宿家庭家長皆會協助學生操作。 

7.若計劃於自由活動時間安排游泳等水上活動（寄宿家庭亦有可能於週日安

排此類活動），建議準備泳具。 

 

住 ： 

1.上課期間共三週，安排於寄宿家庭住宿。 

2.因生活習慣不同，建議學生自行準備盥洗用品（如牙刷、毛巾、洗髮精等

個人清潔用品） 

3.建議貼心準備一份小禮物送給homestay當見面禮，讓他們感受台灣朋友的

熱情。 

 ※可準備台灣名產（如鳳梨酥、太陽餅等），禮物價格建議勿超過台幣500

元，心意為重即可。） 

 

行 ：寄宿家庭家長將負責每天上、下課溫馨接送。課後及周末活動將依活動

需要安排公車或大型遊覽車。 

育樂 ： 

1.課表上所列之課程與行程皆己包括在團費之中，不需另外付費。 

2.觀光行程中，請勿擅自離隊，萬一在行程中與團隊失散，請依當初領隊所

約定之地點等候，以便領隊回頭找尋。若久候未見，請依資料袋中所附之

行程表上的聯絡電話號碼與同行人員或溫哥華辦事處聯繫。  

3.觀光行程中，請務必遵守領隊交待的注意事項及集合時間、地點。 

4.活動期間應評估自身健康情況決定是否參加有刺激性之活動，若身體不

適，請告知領隊老師，以便即時提供妥善照顧。 

5.通常博物館、美術館或在觀賞部份表演時，會禁止拍照或攝影，應事先詢

問清楚。 

6.到國家公園或野生動植物保護區，請勿破壞自然環境及餵食動物，參觀時

不要脫離團隊或任意與野生動物拍照，以免遭動物襲擊。  

7.導覽人員在解說時若有聽不懂或不了解之處，可禮貌提問相關問題。 

8.皮包儘量不要離手，財不露白，以免被扒手或強盜覬覦。 

9.拍照時，如要請人幫忙，儘量找領隊或同團認識的人，以防相機被劫。 

10.加拿大的車子靠右行駛，步行觀光時請遵守當地交通規則，以策安全。 

 

行李規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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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旅客免費託運行李每人限兩件。 

2.兩行李總尺寸限制：長+寬+高 <= 269 cm (62英吋)，每一件限長158cm(62

英吋)、限重32公斤(70磅)。 

3.行李件數及重量超過標準時，額外費用由個人自行支付。 

4.建議使用硬殼之行李箱及固定帶，行李於運送途中較不易損壞。 

5.行李請儘量避免使用紙箱或木箱包裝，以免運託運人員錯以貨物處理，耽

誤領取時間。 

6.建議每件行李貼上「姓名、地址」標籤，方便誤運時能迅速處理。 

7.若行李因託運而有遺失或損壞之情況，請立即向領隊反映，協助要求航空

公司處理及賠償。但行李箱內勿放置易碎、貴重物品、重要文件、藥物、

鑰匙等物品，航空公司對於某些物品的遺失、延遲、毀損及相關損失將不

負賠償責任。 

8.每位旅客只可以攜帶一件長寬高不超過23公分x36公分x56公分(9吋x14

吋x22吋)，總尺寸不超過115公分(45吋)，重量不超過7公斤(15磅)的手

提行李。手提行李以能放置在座椅底下或座椅上方的密閉式置物櫃內為標

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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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   加拿大 KGIC學院第一週課程活動表 
 
WEEK 1 7/4 7/5 7/6 7/7 7/8 7/9 7/10 

09:00-10:10 道地文法解析道地文法解析 道地文法解析 

10:20-11:30 閱讀、寫作 閱讀、寫作 閱讀、寫作 

11:40-12:30 

前往溫哥華 

聽力、音標 聽力、音標 聽力、音標 

12:30-13:30 溫馨午餐 溫馨午餐 溫馨午餐 溫馨午餐 

13:30-15:00 
分班測驗 

新生訓練 
會話即時通 會話即時通

戶外教學： 

溫哥華歷史文

化之旅 

15:10以後 尋寶遊戲 西洋棋教學 選修 / 電影參觀甜甜圈製造

拜訪中學 

史坦利公園

水族館 

固蘭佛島 

瓦斯鎮 

與寄宿家

庭同樂 

 
 
 

7/2 啟程出發! 抵達後安排至寄宿家庭，與成員認識，熟悉新環境。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WEEK 1 7/3 7/4 7/5 7/6 7/7 7/8 7/9 

09:00-10:10 

市區觀光 

史坦利公

園、水族館、

瓦斯鎮、加拿

大廣場 

 

分班測驗 道地文法解析 道地文法解析 道地文法解析 

維多利亞

渡輪之旅

（參觀維

多利亞市

國會大

廈、皇家蠟

像博物

館、寶翠花

園等名勝）

與寄宿家

庭同樂，練

習活用日

常會話並

學習加拿

大人的居

家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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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九   加拿大 KGIC學院第二週課程活動表 
 
WEEK 2 7/11 7/12 7/13 7/14 7/15 7/16 7/17 

09:00-10:10 道地文法解析 道地文法解析道地文法解析 道地文法解析 道地文法解析 

10:20-11:30 閱讀、寫作 閱讀、寫作 閱讀、寫作 閱讀、寫作 閱讀、寫作 

11:40-12:30 聽力、音標 聽力、音標 聽力、音標 聽力、音標 聽力、音標 

12:30-13:30 溫馨午餐 溫馨午餐 溫馨午餐 溫馨午餐 溫馨午餐 

13:30-15:00 會話即時通 會話即時通 會話即時通 會話即時通 會話即時通 

15:10以後 籃球公開賽 森林公園團康 選修 / 電影 溜冰樂 羅伯森街 

維多利亞渡

輪之旅 

與寄宿家

庭同樂 

 
 
 
 
WEEK 2 7/10 7/11 7/12 7/13 7/14 7/15 7/16 

09:00-10:10 
道地文法解

析 
道地文法解析 道地文法解析 道地文法解析 道地文法解析 

10:20-11:30 閱讀、寫作 閱讀、寫作 閱讀、寫作 閱讀、寫作 閱讀、寫作 

11:40-12:30 聽力、音標 聽力、音標 聽力、音標 聽力、音標 聽力、音標 

12:30-13:30 溫馨午餐 溫馨午餐 溫馨午餐 溫馨午餐 溫馨午餐 

13:30-15:00 會話即時通 會話即時通 會話即時通 會話即時通 

15:10以後 足式棒球 冰上溜冰樂 話劇之夜 Field 足球 
Mini 保齡球 

PNE 

遊樂園 

無限暢遊

與寄宿家

庭同樂，練

習活用日

常會話並

學習加拿

大人的居

家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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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   加拿大 KGIC學院第三週課程活動表 
 
WEEK 3 7/18 7/19 7/20 7/21 7/22 7/23 7/24 

09:00-10:10 道地文法解析 道地文法解析道地文法解析

10:20-11:30 閱讀、寫作 閱讀、寫作 閱讀、寫作

11:40-12:30 聽力、音標 聽力、音標 聽力、音標

啟程歸國

12:30-13:30 溫馨午餐 溫馨午餐 溫馨午餐 7/25 

13:30-15:00 會話即時通 會話即時通 會話即時通

戶外教學： 

溫哥華博物館

與天文台之旅

15:10以後 美式另類棒球 西洋棋大賽 選修 / 電影 METROTOWN

KGIC 

隆重結業典禮 

頒發結業證書 

真情惜別晚會 

UBC +人類學

博物館 

抵達台灣

 
 
 
 
WEEK 3 7/17 7/18 7/19 7/20 7/21 7/22 7/23 

09:00-10:10 
道地文法解

析 
道地文法解析 道地文法解析 道地文法解析

10:20-11:30 閱讀、寫作 閱讀、寫作 閱讀、寫作 閱讀、寫作 

11:40-12:30 聽力、音標 聽力、音標 聽力、音標 聽力、音標 

12:30-13:30 溫馨午餐 溫馨午餐 溫馨午餐 溫馨午餐 

13:30-15:00 會話即時通 會話即時通 會話即時通 會話即時通 

15:10以後 排球 Games Club話劇成果會 Metrotown 

KGIC 

隆重結業典禮 

頒發結業證書

惜別歡送會  

啟程回國 返抵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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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一   寄宿家庭申請表 
 

                    寄宿家庭申請表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電話：      學校名稱：            
地址：                              E-Mail：                            
年齡：    出生年月日：              性別：□男  □女  
父親姓名：           電話：              
母親姓名：           電話：              
有無兄弟姐妹？  姓名           年齡          學校 
              1.                                               
              2.                                                
 
健康情況：               如有服用任何習慣性藥物，請列出：           
你有任何過敏嗎？  □是  □否             請詳述：                                   
你是否吸煙？      □是  □否 
抽煙家庭可以嗎？  □是  □否 
你是否對寵物過敏？□是  □否             請詳述：                       
有寵物的家庭可以嗎？□是  □否 
你喜歡狗嗎？        □是  □否 
你喜歡貓嗎？        □是  □否 
你是否對某些食物過敏？□是  □否 
食物方面是否有特別的限制？□是  □否      請詳述：                       
（1.請註明是否為素食者    2.請註明不吃牛肉或其他食物的限制） 
研習期間是否離隊？□是  □否              親友探訪日期：              
你和朋友一起參加嗎？□是（請寫對方名字             ）□否 
你是否要求與任何人同住？□是 朋友名字                □否（任何人都可） 
請選擇 1到 4表示你選擇的優先順序 
我喜歡和有小孩的家庭住    
我無所謂    
我喜歡住單親家庭    
我喜歡和沒有小孩的家庭住    
是否了解以上的內容？  □是  □否 
 
本人簽名：                                  日期：              
家長簽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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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二   父母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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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三  暑期出國遊學意願問卷表 

 

暑期出國遊學意願問卷表 
 

各位親愛的家長和同學)))) 

在這個日新月異、知識爆炸的時代，「出國遊學」似乎已成為一種新趨勢、新潮流，出國遊學的

好處不勝枚舉，許多學校也都會選在暑假舉辦遊學讓學生出國充電，豐富暑期生活，既可遊玩又

可充實知識。「加拿大」居住環境優良，生活水準高，治安良好，犯罪率低；且寄宿家庭都是經

過學校及有關單位所認可，所嚴選的喔!有別於其他的國家；而且，寄宿家庭的家長教育水準高，

熱情親切且經驗豐富，住宿地點又離學校近，對於「安全」絕對有嚴格的把關。所以，「遊學

加拿大」絕對是您最好的選擇。以下這份問卷，提供學校瞭解您對出國遊學的需求，針對您的

需求，俾利行程規劃！ 

 

 

1. 如果有這個機會，你願意拓展視野，讓自己成為具有國際觀的人嗎? 

□ 非常願意  □願意  □不願意 

 

2. 「行萬里路勝讀萬卷書」，今年暑假想讓自己的子女親身體驗遊學嗎? 

 □非常願意  □考慮中  □不願意 為什麼：                                         

 

3.  您的遊學費用預算規劃是? 

    □9-10萬  □10萬-11萬五千  □11萬六千-13萬  □13萬以上 

 

4.  若預算許可，可安排的時間：(可複選) 

    □遊學3週  □遊學4週  □美國  □加拿大 □其他                         

 

5.   是否有興趣參加學校舉辦的遊學說明會? 

□可參加  □考慮中  □不方便 

 

6. 何種類型的遊學團課程規劃是您所期望的? 

                                                                                   
                                                                                   
 

 

科別：            班級：    年    班    姓名：             座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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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問卷方便我們瞭解您的課程需求，如有興趣者，填完此問卷後，請繳交回「教務處」，

這樣我們才能針對您的需要，給您最適當、完善的課程規劃。 

親愛的同學： 

 

真的好開心喔! 今年暑假GEC可以有機會帶領你們前往美麗的溫哥華體驗遊學活動。嘿嘿！沒

騙你們吧！溫哥華真的是個很棒很棒的地方吧！相信你們的語言能力一定已經不知不覺的進步

了，也相信你們一定結交了一批新的好朋友，當然啦！從今以後，你們每一個人也都是GEC的

好朋友喔！希望這次的遊學經驗能在你們聰明的小腦袋瓜裡留下美好的回憶，更希望我們盡心盡

力的各項服務都能讓你們滿意到笑得闔不攏嘴~ GEC希望自己能夠做到「好還要更好」，因此請

親愛的你協助我們完成滿意度大調查，讓我們更進步！來囉！開始囉！特別情商小叮噹借用時光

機，請大家開始回憶GEC從行程出發前到結束的各項服務吧！ 

 

出發前： 

1. 是否安排外籍老師進行行前英語暖身教育？                                             

□是 □否 

2. 是否安排程度分班測驗(筆試)？                                                        

□是 □否 

3. 是否提供詳細的行前說明？                                                           

□是 □否 

4. 是否貼心提供外幣兌換服務？                                                         

□是 □否 

5. 是否提供凌雲國中 中正機場接送服務？                                               

□是 □否 

6. 是否安排GEC人員協助辦理機場出境手續？                                            

□是 □否 

 

行程中： 

1. 是否安排溫哥華機場 KGIC學校來回接送服務                                        

□是 □否 

2. 是否安排凌雲國中老師隨行照顧？                                                     

□是 □否 

3. 學校是否安排程度分班測驗？                                                         

□是 □否 

4. 你所上課的班級是否為國際化分班？                                                   

□是 □否 

5. 是否安排單人住宿之寄宿家庭？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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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寄宿家庭是否確實負責每日上、下學接送？                                             

□是 □否 

7. 寄宿家庭是否提供上課期間每日三餐？                                                 

□是 □否 

8. 上課期間內，英語課程時間是否確實為週一~週五上午9點至下午3點？                    

□是 □否 

9. 上課期間內，週一~週五下午3點10分之後是否確實安排課後活動？                       

□是 □否 

10. 是否安排參觀溫哥華中學？                                                           

□是 □否 

11. 週六是否安排維多利亞、UBC、史坦利公園、蒸氣鐘與水族館等旅遊行程？                 

□是 □否 

12. 週六進行旅遊行程是否皆有安排午餐？                                                 

□是 □否 

13. 學校是否有頒發結業證書？                                                           

□是 □否 

 

我的心得感想：（請同學將你對GEC的服務與這次遊學的心得感想寫下來吧！） 

 

 

 

 

親愛的同學： 

 

 

 

 
 
 

 

姓名：                      就讀學校：                   班級：     年     班 (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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