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竹北高級中學
108 年度澳洲國際教育旅行
都會雪梨與黃金海岸燦陽之旅

都會雪梨與黃金海岸燦陽之旅

‘

澳洲行程介紹
國外單位

昆士蘭州教育局 (EQI)

預定校區

史卓瑞特州立學院或其他公立中學

預定日期

2019 年 01 月 25 日– 02 月 09 日 (16 天)

課程安排

二週高中隨班課程

旅遊安排

雪梨與黃金海岸燦陽之旅

食宿安排

課程:住宿家庭 2 一房為原則，每日提供三餐。
旅遊: 當地飯店 2 人一套房，每日提供三餐。

特

色

說

明

 澳洲昆士蘭州政府教育部特別籌劃：「國際菁英交換學生英語學習體驗營」促進各國文化
交流計劃平台。
 課程規劃重點：安排當地高中隨班上課與當地學校 Buddy 陪伴上課及活動，進行學習、
生活、遊玩、歌唱、社交及旅遊活動。
 旅遊特色：都會雪梨三日遊，走訪澳洲首都雪梨的各大景點，包括雪梨歌劇院、港灣大橋
等等，以及自然遺產巡禮，至藍山國家公園見證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布里斯本是昆士蘭州
的首府，也是澳洲的第三大城，充滿特色的建築、整潔的市容、優美的環境以及善
良淳樸的居民，因為全年陽光普照，所以又被稱為「艷陽之都」。

 昆士蘭州州教育局認證合格教師。
 隨班上課於每日上午或下午上課
課

程  學伴制度陪伴同學參與課程及活動。

說

明  ESL 課程主題式英語課程。

 課程期間：
食

宿

說

明

 頒發指定高中學校之結業證書。

住宿家庭 2 一房為原則
每日提供三餐
 旅遊期間：
當地飯店 2 人一套房，享用旅館內美
式早餐。
安排享用中式七菜一湯+水果。

 臺灣 / 雪梨 / 雪梨(布里斯本) / 臺灣之團體經濟艙來回機票。
交

通

說

明

 機場稅及燃油附加費。
 國內、外機場來回接送安排。
 課程期間由學校安排每日上下學接送(或搭車)。
 雪梨及黃金海岸之旅團體巴士。

瀏覽更多詳情：www.cpshs.hc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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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認證 品質保證

昆士蘭州州教育局值得您信賴！

官方承辦

融入學校

透過教育局官方的組織和

參與正規課堂一同學習，提

國際技職教育，不只侷限於

規劃，保證進入轄區內公立

供全天候的學習英文機會。

澳洲或台灣的教育及就

中學交流。

觀光旅遊

特色課程
業，而是著眼於全世界。

學伴體系

居家住宿

觀賞澳洲獨特野生動物、探

每位來訪學生都有一名當

由訓練有素的學校職員在

索世界聞名自然景觀。

地學校學伴，融入校園群體

學校社區範圍內精心挑選

生活。

接待家庭。

學校教育旅行團體致力於在不同文化交流中學習
尊重對方，與不同成長背景且年齡相同的朋友交
流、學習，進而促進自我認識與成長，並及重新
審視自己的內在文化。帶著熱情與活力走向國
際，對世界展現臺灣人熱情活力的文化，是推動
國民外交的基石。

認識昆士蘭州國際教育局－國際教育旅遊
澳洲昆士蘭州政府教育局及培訓部－昆士蘭國際教育處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Training and the Arts
Queensland Australia）竭誠歡迎來自世界各國的學生，參
與昆士蘭州精選的政府公立中小學校（State Schools）學習
交流計畫，親自體驗獨特的澳洲教育學習環境。每年參訪交
流團體來自 10 幾個不同國家，約有 8 千多名學生與老師，
透過昆士蘭州教育部政府機關的安排，進入昆士蘭州各公立中小學校教室內進修，深入學校校
園裡與同年齡的澳洲學生一起上課、一起運動、一起學習、一起生活；徹底融入澳洲傳統文化，
體驗異國優質教育環境。教育旅遊活動由 1 天至 12 週體驗及參與澳洲文化和校園生活，透過
英語會話與當地學生互動學習。在精選的公立中學進行交流。

瀏覽更多詳情：www.cpshs.hc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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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昆士蘭州教育局及學校簡介

澳洲昆士蘭教育局公立學校交流深度探索營
澳洲教育局簡介
澳 洲 昆 士 蘭 州 政 府 教 育 局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Training and the Arts Queensland
Australia）歡迎來自世界各國的學生，藉此計畫參與昆士蘭州精選的政府公立中小學校（State
Schools）學習交流計畫，體驗獨特的澳洲教育學習環境。昆士蘭州教育部所屬「國際教育司 EQI」，
為推廣國際學校交流與文化融合，特別籌劃「國際菁英交換學生英語學習體驗營」，提供昆士蘭州境
內的 1200 所公立小學及 250 所精選的公立中學教學資源，設計全方位具高品質的學習計劃，配合各
校完善的校園設備教學環境，透過菁英交換學生計畫，進入昆士蘭州各公立中小學校教室內進修，深
入學校校園裡與同年齡的澳洲學生一起上課、運動、學習…等；完全融入澳洲傳統文化並體驗澳洲優
質教育環境。

教學特色
昆士蘭教育局認證合格的教師指導，專門負責加強基本溝通技巧，並以活潑生動的上課方式來引導小
朋友學習，讓小朋友的英文表達能力有效提昇。每位學員參與當地學生體驗義務教育課程，依年齡分
班、分級就讀，徹底融入當地學生的校園生活。因此，無論是英文、數學、電腦、體育、音樂、美術
等，學習到另一種探索學問的方式。可充分使用的教學設備和輔助教具、教材等教學資源，尤其充分

使用像圖書館、電腦教室、美術音樂教室或體育運動器材等全校的教學環境。

合格認證
我們在澳洲取得了以下機構的認證，確保您可以得到高品質的英語語言課程。

瀏覽更多詳情：www.cpshs.hc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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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史卓瑞特州立學院 Stretton State College

昆士蘭州(Queensland)，為澳洲第二大洲，

史卓瑞特州立學院簡介

昆士蘭州(Queensland)為澳洲第二大洲，人口約為
410 萬人。氣候溫和晴朗，並擁有多座國家公園、
熱帶雨林、珊瑚礁以及全球最美的海灘，是最受歡
迎的旅行渡假勝地。Stretton State College 於
2007 年創校布里斯本市南邊，有兩座校區：Gowan
校區 (招收幼稚園及小學生)及 Illaweena 校區(招

收初中及高中學生)，總學生約 2,300 人。
史卓瑞特州立學院在課程方面設計了豐富多樣的主
題，並配合多媒體教學，更能有效地增加學習動機
及效率；此外，在學校硬體設施方面，除了將計算
機實驗與圖書館相鏈接，以便於學生獲取更廣泛資

源之外，更有配備錄音裝置的語音室、視頻會議設
施和一流的現代化商務教育中心等。

校園設備
1. 學校禮堂

2. 園景花園

3. 舞蹈劇院

4. 大型體育場 5. 音樂練習設施 6. 科學實驗室
7. 工業設計和技術設施及先進的電腦設施。

台灣文化交流表演
在結業典禮中，台灣同學將準備才藝表演或簡報來介紹
台灣文化(如節慶、民俗活動等，期望將台灣的文化推
廣給澳洲師生們，並發揚台灣的文化及文創產業特色以
達到更深入的文化交流。

聯絡單位
校

長：Ms.Jan Maresca / Executive Principal

校

區：llaweena Campus (7-12)

TEL

: + 61 7 3723 0222 + 61 7 3723 0217

FAX

: + 61 7 3723 0200

EMAIL：principal@streetonsc.eq.edu.au
聯絡人：Ms. Carolyn Zalewski
Email

: czale3@eq.edu.au

備註說明：研習學校須以昆士蘭州教育局最後磨合公立中學為準

瀏覽更多詳情：www.cpshs.hc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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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環境特色
本校的教師都是經由昆士蘭州州教育局授予合格教師證書，且都受過特殊英文
教學訓練，他們以熱誠、細心且持續不斷的精神為我們的 ESL 課程注入新力量

合格師資

並帶來不同的教學方式及西方知識教育。授課老師全力透過互動方式帶動學生
學習並加強英文技巧。
學校內使用的教學設備和輔助教具及教材等豐富的教學資源，尤其充分使用像
圖書館、電腦教室、美術音樂教室或體育運動器材等教學環境。

教學資源

課程以 Integration 為主的學習環境，讓台灣學生真正進入到澳洲班級上課，徹
底融入全英文的教育環境，在學伴的陪同下進入到教室班級上課，根據學校功

隨班課程融入澳
洲學習環境

課表與當地的同年齡和科目的澳洲同學一起上課學習，體驗扎扎實實優質的海
外學習環境。依據澳洲教育部頒定教學目標為基礎,每個各校自行設計詳細教學
內容，指定教科書，涵蓋數學、英語、電腦、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以及體育、
音樂美術等學科。以當時學伴之課程表為為主，帶領同學認識及體驗澳洲教育
學習環境。

同儕學習計劃－
Buddy System

英語教學與澳洲
體驗課程結合

結業證書

澳洲學校遴選品學兼優且年紀相近的該校學生，擔任台灣同學的學伴(School
Buddy)，全程陪伴同學們在學校期間上課學習以及生活輔助。熱情的澳洲學伴
將成為同學們進入學校後的最佳夥伴，有助於加速融入當地學習環境以及了解
生活文化。

澳洲學校安排 ESL 專任英語班導師，依據台灣同學的英語程度，設計關於澳洲
相關風俗民情、歷史地理、澳洲獨特動物、國際職場、原住民文化等課程。本
課程採同團一起上課每班約 20 人。

昆士蘭州州教育局指定接待中學頒發結業證書。

瀏覽更多詳情：www.cpshs.hc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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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學習課程類別介紹
課程名稱

上課對象

ESL 課程
皆為單國學生
15-20 人一班

課程內容

全英授課學習澳洲文化，包
含地理環境、澳洲動物、澳

課程特色


深入認識澳洲文化，讓
學員能更快融入當地生
活。



有效學習新單字及
用語。



主題多元，例如認識職
場、介紹工作性質類
型、個人技職發展及職
場面試準備等。



學生可藉由引導溝通、
模擬面試等學習職涯規
劃的重點。



親自體驗澳洲上課
模式與內容。



課堂以一般語速授課，
學生可藉此練習聽力。



與學伴相處時間增加，

洲原住民等等。

特殊
介紹澳洲留學與就業管道，

ESL 課程
皆為單國學生

融合課程

型。

台灣學生
隨班上課，配合學伴的課

澳洲學伴
與學伴同班同學

藝能課程

包含職涯規劃相關的主題類

表，參與學伴的學科課程，

且能認識更多澳洲當地

與學伴一起上課。課程以學

學生。

伴課表為主。

台灣學生們



跳脫靜態學習模式，師
生間互動性高，課堂內
容有趣。



臺灣學生能認識彼此的
澳洲學伴，增進台灣學

澳洲學伴們
或澳洲學生

體育、戲劇、烘焙、舞蹈等
藝能類課程。

瀏覽更多詳情：www.cpshs.hcc.edu.tw

生間以及台灣學生與學
伴間的友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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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課程&ESL 課程說明
融合課程
依照台灣同學的程度與年級，分組分配到各班上課。根據學伴的課表一起進入課堂，科目
包含數學、自然科學、社會科學、電腦、音樂或美術等。完全融入當地教育學習環境。除
了兩三位台灣學生之外，其餘的都是澳洲當地學生。

ESL 課程
專業主題式課程，每班約 20 人（同團上課）
，安排一系列澳洲相關人文歷史、生態環境、
動植物、原住民語言等課程，讓學員更進一步認識澳洲文化。教師會使用影片、圖卡、
美勞等，藉由深入探索連結經驗，並透過情境佈置，創造出讓學生更能身歷其境的學習
情境。

特殊課程──介紹澳洲留學與就業管道
包含數個相關主題：
√ 澳洲留學與就業 Study and Work in Australia
√ 工作性質類型 Nature types of work
√ 個人職能發展 Personal skills development
√ 與自我內心談話的重要性 Importance of self-positive talk
√ 職場面試的學習及準備 Job interview and preparations
√ 人生經歷導向的職場福利 Life experiences leading to career benefits
學生更可藉由引導溝通、模擬面試及探索個人發展等實際應用深入學習職涯規劃的重點。

職涯規劃課程範例：
1. 認識自我 Knowing Yourself
思考現在身處的階段、未來在何處就職及該如何達成目標
2. 尋求解答 Finding Out
探索不同職業及了解自我工作興趣領域
3. 作出決定 Making Decisions
比較工作選項，並縮小選擇範圍，思考最合適的工作
4. 做出行動 Taking Action
實踐自我計畫及尋找合適支援（如職訓單位、職場前輩等）

瀏覽更多詳情：www.cpshs.hc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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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班課程範例

備註說明：研習學校須以昆士蘭州教育局最後磨合公立中學課表為準
瀏覽更多詳情：www.cpshs.hc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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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程表範本
研習學校：史卓瑞特州立學院或其他澳洲公立高中

天數
第一天
01/25(五)

活動
Taipei 台北

Sydney 雪梨

今日集合於學校，抵達機場後辦理出境手續後，搭乘豪華客機直飛澳洲第一大城是新南威爾斯
省首府-雪梨。夜宿於機上。(飛行時間約八小時三十分)



第二天
01/26 (六)

早餐：x

午餐：x

晚餐：機上享用

住宿：夜宿機上

雪梨城市探索之旅
【海德公園、聖瑪麗大教堂、QVB 維多利亞女皇大樓、雪梨歌劇院
(AU$23) (入內參觀) 】
★門票景點 ●下車參觀 ◎入內參觀
雪梨 Sydney 美麗迷人的海港，多彩多姿的的文化氛圍，潔淨的海灘，怡人的氣候，使雪梨成
為全世界最嚮往旅遊的城市之一。
◎【雪梨魚市場 Sydney Fish Market】此處魚類品種繁多，吸引各國旅客拜訪，氣氛熱鬧歡樂，
海濱購物中心內設有各種不同口味的餐廳，不妨自費品嚐當地新鮮的海產佳餚，絕對回味無窮。
◎【雪梨歌劇院】是澳洲最具代表性的地標建築，而獨特的造型設計也為它在世界建築上佔了
一席之地，曲折建造過程及內部建材選用和意義，都是之所以獨一無二的原因，襯著背後大海
及藍天，是不少旅客攝影的地點。為了讓您深刻感受國際級劇院的氣氛，我們特別安排入內參
觀雪梨歌劇院，您可一窺世界級歌劇院內的設備裝潢。
●【皇家植物園】欣賞此一風景美麗極富大都會色彩的城市，這裡是著名的雪梨風景明信片點，
雪梨許多的風景照、紀念照幾乎都是取景自這裡，原因是在這個地方，你可以將雪梨三寶一次
拍足，讓美麗的地標景色同時成為你的背景；而浪漫傳說的麥爵理夫人石椅，也在這個地方。
●【麥覺理夫人景觀椅 Mrs. Macquaries Chair】為麥覺理總督夫人每日散步佇足欣賞風景的
據點，在岩石上雕鑿這張刻著這條新路始末的石椅，風光明媚的 Macquaries Rd.沿著皇家植
物園蜿蜒而行，是拍攝雪梨歌劇院及港灣大橋絕佳地點。
◎【聖瑪麗大教堂 St. Mary’s Cathedral】位於海德公園對面，建於 1865 年，哥德式建築，
澳洲第二大天主教堂。1950 年之前雪梨的建築物高度都不可以超過教堂。教堂由沙岩所建成，
色調溫暖柔和，給人一種祥和的氛圍，與一般歐洲教堂的冰冷威嚴有截然不同的感覺。
註：因為是信仰中心，入內時請放低音量。因臨時可能有活動而無法進入參觀，亦請見諒。
●【海德公園 Hyde Park】最初為軍事操練或作為板球比賽的場地，直到 1810 年改為雪梨第
一賽馬場。後由馬哥利總督改為休憩場所，並沿用英國倫敦海德公園定名為海德公園。【阿徹
博爾德噴泉 Archibald Fountain】是公園最值得一看的，噴泉設計者是 Francois Sicard，取名
自捐錢設立噴泉的 J.S. Archibald 先生。為了感謝在 1932 年澳洲和法國聯軍在第一次大戰期
間，為世界和平所做的貢獻，池中樹立著希臘神話要角太陽神阿波羅的雕像，及拉著弓箭準備
戰爭的美麗月神黛安娜，象徵著戰爭與和平。
◎【QVB 維多利亞女皇大樓】被譽為全世界最漂亮的百貨公司，超過百年的歷史建築就坐落在
雪梨市中心最熱鬧的地段。古典的外觀以羅馬式和拜占庭式的混合設計，內部裝潢以華麗的維
瀏覽更多詳情：www.cpshs.hc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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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利亞風格和文藝復興時期的風格搭配，室內的大掛鐘更是世上少有的特色裝飾，每個細節都
值得您細細觀察和品味。



第三天
01/27 (日)

早餐：機上享用

午餐：港式飲茶(AU$18)

晚餐：義式料理(AU$20)

住宿：Travelodge Wentworth Sydney (靠近海德公園) 或 同級

雪梨城市探索之旅

世界自然遺產巡禮~體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2.5HRS)藍山國家

公園(AU$32)(叢林纜車、絞鍊車、高空透明纜車)
●【奧林匹克運動公園】澳洲 2000 年舉辦世界奧運之運動場地，(如遇特殊事件或場地保養, 則
無法參觀)，是由當時的垃圾掩埋場改建而成，落實了澳洲人最引以為傲的環保理念， 而多種
頗具巧思的設計，亦顯示了澳洲人充分利用環境的能力。
●【藍山國家公園 Blue Mountains National Park】世界自然遺產；來自於 2 億 5 千萬年以
上的沉積，後經侵蝕活動露出峭壁和峽谷。藍山國家公園為「大藍山區域」內 7 個國家公園內
最出名的一個，擁有廣大的尤加利樹林，空氣中經常懸浮著大量由尤加利樹所散發出的油脂微
粒，經過陽光折射後，一片淡藍氤氳引人入勝。
●【回音谷瞭望台 Echo Point】此為觀賞三姐妹岩的最佳地點，同時也可欣賞整片藍山及「傑
美遜峽谷」的壯觀景緻。
★【叢林纜車 Cableway】是傾斜角最大也是南半球最大的纜車。全封閉型的叢林纜車是觀看

三姐妹岩、藍山的廣大森林和峽谷美景的好選擇。 總長 545 公尺的旅途緩緩帶您進入山谷體
驗藍山的美。
★【絞鏈車 Railway】安排搭乘藍山的特殊交通工具，十九世紀開採煤礦時的絞鍊車為靈感設
計改裝而成，紅色的車廂配以全景天窗，以傾斜 52 度的斜角滑入傑美遜峽谷，讓您盡覽雨林
地貌和藍山美景。乘坐後到達底層站台並遊覽雨林棧道，漫步於 2.4 公里長的古老侏羅紀雨林
中。(若因天候或機械保養等因素，將調整為選擇性搭乘)
★【高空透明纜車 Skyway】～以透明強化玻璃為地板的高空纜車在觀景台山崖上與雨林上空
穿梭而過高空纜車懸置於 270 公尺高的古老雨林之上，站在透明地板的車廂內，你可以看到腳
下的雨林、瀑布以及藍山壯麗的景色，360 度全方位的觀景體驗，卡通巴瀑布、三姐妹岩盡收
眼底。下車後來到高空纜車東站的瞭望台，可以看到茂密的森林以及回音谷。
●【健行步道】河谷裏築有木板步道，可在雨林裏享受芬多精的滋潤，同時也有機會與 400 多
種的鳥類親近。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中式料理七菜一湯(AU$17)晚餐：中西式自助餐(AU$18)
住宿：Travelodge Wentworth Sydney (靠近海德公園) 或 同級

瀏覽更多詳情：www.cpshs.hc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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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天
01/28 (一)

雪梨城市探索之旅
雪梨港灣渡輪、走訪超人氣海灘~邦黛海灘

南岬公園

徒步體驗雪梨港灣大橋

新南威爾斯藝術館 岩石區 達令港 雪梨
★【雪梨港灣渡輪】雪梨市中心是由彎曲的海灣地型所組成，所以交通工具非渡輪不可。雪梨
在地人不管是上班族、學生還是家庭主婦，都會利用這比搭車還快的渡輪。碼頭多、渡輪地多，
最大最有名的環型碼頭(Circular Quay)位於雪梨市中心，其擁有 6 個不同路線的航道，可想而
知渡輪在雪梨人生活交通上佔多麼大的比率。特別安排搭乘到屈臣氏灣 Watsons Bay。之後
前往邦黛海灘。
●【邦黛海灘】這距離雪梨市區不遠的邦黛海灘，可是雪梨人休閒假日，外出散心，晒日光浴
最近的海邊，除了是澳洲知名的海灘，在世界上也是頗具盛名。海灘大約有 1 公里長，南北被
岬角所包圍。這裡擁有潔白的細沙和藍天白雲，您可以選擇在海邊走走，感覺一下細沙，漠入
你腳裡的感覺，或選一間咖啡廳，一邊喝咖啡一邊欣賞海景。在邦黛海灘您可以看到雪梨人另
一種慵懶的生活方式。邦黛海灘深深吸引著遊客的造訪，並為他們留下陽光、浪花與沙灘的美
麗回憶。如果您不喜歡沙灘也沒關係，這裡許多的個性商店、精品店、小餐館及咖啡店，可以
讓您渡過一個輕鬆悠閒時光。
●【南岬公園】沿著景觀景步道由上，可輕易的眺望雪梨海港出海口的壯闊海景及雪梨市中心
全景。美麗壯觀的景色、新鮮無汙染的空氣讓您更加愛上這個城市！
◎【新南威爾斯藝術館】外觀是羅馬式的建築，是一棟地上一層地下三層的藝術館，展示以澳
洲原住民的藝術品為主，館內分成還分成各種族的展覽館，並經常與其他國家的美術館交流，
從大師級的作品到新瑞藝術家都有，洋溢著多面像的獨特氣息，你可由你的喜好來場藝術氣息
之旅。
●【徒步體驗雪梨港灣大橋】～親身經歷徒步登上雪梨地標之一的雪梨港灣大橋的另類感覺，
港灣大橋上八線車道外並有行人專屬的走道，行走在橋面上以獨特的視角欣賞雪梨港灣兩岸的
美景。沿著港灣大橋將雪梨港灣忙碌的大小船隻和帆影點點、碧海藍天、雪梨地標歌劇院、雪
梨市現代建築群等美景盡收眼底。
●【漫步岩石區】～岩石區是雪梨最古老的殖民地。1788 年由英國第一艦隊亞瑟菲利浦船長
率領第一批歐洲移民和囚犯登陸的所在地，即今已是一個觀光休閒和探索雪梨發展史的所在
地。一旁就是雪梨最繁忙的環型碼頭和商業區，也是雪梨市區新舊建築相互融合，現代與古典
相互並存的最好典範。一旁的雪梨環型碼頭 Circular Quay 是雪梨港都航運的心臟地帶，古典
建築群和現代建築的融合，一旁的雪梨港灣大橋和雪梨歌劇院更點綴出雪梨港灣絕美的天際
線。
●【達令港 Darling Harbour】其發音為 Darling，故又稱為情人港。海港一帶有著大型的港
灣購物中心、酒店及高級餐廳及 LG IMAX 超感官電影院等熱門娛樂景點。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 澳式炸魚餐(AU$15)

晚餐: 達令港牛排餐

住宿：Travelodge Wentworth Sydney (靠近海德公園) 或 同級

瀏覽更多詳情：www.cpshs.hc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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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天
01/29 (二)

雪梨

黃金海岸燦陽之旅~Full Day Excursion

黃金海岸

危險角

庫倫賓野生動物保護區

海港城購物中心

學校

早上前往雪梨機場搭乘國內線飛往黃金海岸。
●【危險角】位於黃金海岸南端，昆士蘭州和新南威爾士州的交界處。當年庫克船長第二次登
錄澳洲大陸時，為了躲避暗礁，船長下令一個近 90 度的急轉彎，以此避免沉船，因此得名。
並建有庫克紀念碑和燈塔，這裡有成群飛舞的海鳥，坐在懸崖上眺望無際的海岸線和層層的白
色海浪，迎著徐徐的海風，十分舒適愜意。
★【庫倫賓野生動物保護區】獲得全世界研究所和動物保護機構的品質認可。位於黃金海岸海
濱的東南方，距離市中心約 25 分鐘車程，擁有最自然原始的面貌。遊客可以餵食彩色鸚鵡，
只需拿著食物飼料，七彩奪目的彩色鸚鵡們就會降落在手上，絲毫不怕人。此保護區每天上午
8 點及下午 4 點開放餵食。建議您可在此自費與無尾熊合照！
◎【海港城購物中心 HarBour Town】購物是許多人出國旅遊的主要動力之一，海港城是黃金
海岸最大的 Outlet，1999 年 12 月開幕，並於次年榮獲澳洲皇家建築學院－黃金海岸年度最
佳建築獎；且從 2001 年至今每年都榮獲昆士蘭旅遊獎－最佳旅遊購物區，不論國際知名精品
－Coach、Boss、Fossil、Swarovski，時尚休閒品牌－Polo Ralph Lauren、Tommy Hilfiger、
Lacoste、Levis、Jeep、Volcom、Hurley、Victoria's Secret，或是有澳洲 Coach 之稱的澳
洲時尚皮件精品－Oroton，以及來到澳洲不能不拜的時尚羊毛靴－UGG，澳洲衝浪品牌－Rip
Curl、Rusty，澳洲休閒品牌－Cotton on、JayJays，都讓你以平價的價格，享受購買名牌的
樂趣，高貴不貴，瘋狂"刷"拚，絕對不虛此行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

園內自助餐

晚餐:住宿家庭

住宿：Homestay
第六天
01/30 (三)

上午

：08:55-11:15 英語課程-ESL課程

English for Future Career 職場英文
Understanding the world of work認識世界職場
Personal skills development個人職能發展
Lunch1：11:15-11:55
上午

Lunch2：13:05-13:35

With Your Buddy for lunch

：11:55-13:05 英語課程-ESL 課程(或藝術、烘培…等課程)

Australia Geography and Animal 澳洲地理及動物
下午

第七天
01/31 (四)

：13:35-14:45 歡迎會及認識學伴



早餐：住宿家庭



住宿：Homestay

上午：08:55-11:15

午餐：住宿家庭提供餐袋

晚餐：住宿家庭

融合課程 Integration session

Lunch1：11:15-11:55

Lunch2：13:05-13:35

上午

：11:55-13:05 融合課程 Integration session

下午

：13:35-14:45 融合課程 Integration session

With Your Buddy for lunch

與澳洲學生一起上課學習地理、數學、自然、社會、歷史、電腦、音樂、體育及美術等。


早餐：住宿家庭

午餐：住宿家庭提供餐袋

瀏覽更多詳情：www.cpshs.hcc.edu.tw

晚餐：住宿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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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Homestay


第八天
02/01 (五)

上午

：08:55-11:15 融合課程 Integration session

Lunch1：11:15-11:55

Lunch2：13:05-13:35

上午

：11:55-13:05 融合課程 Integration session

下午

：13:35-14:45 融合課程 Integration session

With Your Buddy for lunch

與澳洲學生一起上課學習地理、數學、自然、社會、歷史、電腦、音樂、體育及美術等。

第九天
02/02 (六)



早餐：住宿家庭



住宿：Homestay

午餐：住宿家庭提供餐袋

黃金海岸燦陽之旅~Full Day Excursion
布里斯本市區觀光

晚餐：住宿家庭

09:00-17:00

學校

●【庫莎山】位於布理斯班市區西方約七公里的距離，海拔２８７公尺的小山丘，雖然海拔只
有２８７公尺，但可遙望整個布理斯班市區風景，天氣好時可見到摩瑞頓灣。今晚住宿於渡假
勝地～黃金海岸。
●【袋鼠角】Kangaroo Point 為一處位於布里斯本河河畔的天然岩壁，可以眺望整個布里斯
班河岸的美麗天際線，對當地攀岩愛好者，來說是最佳的運動場所，對岸是昆士蘭省最高學府
－國立昆士蘭大學。天候佳我們可漫步至【南岸公園】為世界博覽會的舊址，位於布理斯本河
南岸，最受市民喜歡的地點，而北岸正是大廈林立的市中心。市民會在假日時觀看廣場上街頭
的表演，這裡也是每年各式慶典活動中心及觀看跨年煙火之地！南岸公園亦是昆士蘭美術館、
圖書館及博物館的所在地。
●【南岸公園】為 1988 年世界博覽會的舊址，位於布理斯班河南岸，占地 16 公頃，是最受
市民喜歡的地點，而北岸正是大廈林立的市中心，市民會在假日時觀看廣場上街頭的表演,是享
受亞熱帶氣候的好去處，也是每年各式慶典活動中心，觀看跨年煙火之地，南岸公園亦是昆士
蘭美術館，圖書館及博物館的所在地。
●【Power House】矗立在貴族區河畔的文化熱點，改建於 20 世紀初的布里斯班發電廠，富
有歷史的磚造建築下包覆著藝術、文化、戲劇和特色餐館，融合成獨特的藝術空間。這裡所擁
有的獨特氛圍、建築與河岸景觀，值得您前來一探究竟，運氣好還可以碰到周末舉辦的市集。
●【布里斯本舊市政廳】高達 90 公尺，巍峨壯麗的鐘樓儼然成為了布里斯本市中心的地標，
鐘樓在整點時的鐘聲清脆悅耳，讓路過的人們可以準確的知道當下時刻；整體建築物採用砂岩
石建材，賦予舊市政廳更多令人津津樂道以及駐足觀賞的理由。
●【喬治王廣場】座落在舊市政廳前，舊市政廳的經典義大利式文藝復興建築風格，不協調的
感官中揉合了對比的裝置藝術陳設，這就是澳洲式低調的奢華風格最佳呈現。
●【皇后街購物區】就在喬治街、伊莉莎白街和愛德華街、阿得雷德街之間徒步區有精品店、
餐廳、咖啡館、電影院、百貨公司…等，您會發覺到布里斯本市區的街道名處處呈現出和英國
切不斷的歷史血脈情感。東西向街道以歷任英國女王為名，南北向街道則以歷任英國國王為名。
PS: 早上集合學校 08:30，返回學校約 17:30


早餐：住宿家庭



住宿：Homestay

午餐：住宿家庭提供餐袋

瀏覽更多詳情：www.cpshs.hcc.edu.tw

晚餐：住宿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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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天
02/03 (日)
第十一天
02/04 (一)

Leisure time with host family 與接待家庭歡度愉快週末


早餐：住宿家庭



住宿：Homestay

上午

午餐：住宿家庭

晚餐：住宿家庭

：08:55-11:15 融合課程 Integration session

Lunch1：11:15-11:55

Lunch2：13:05-13:35

上午

：11:55-13:05 融合課程 Integration session

下午

：13:35-14:45 融合課程 Integration session

With Your Buddy for lunch

與澳洲學生一起上課學習地理、數學、自然、社會、歷史、電腦、音樂、體育及美術等。

第十二天
02/05 (二)



早餐：住宿家庭



住宿：Homestay

上午：08:55-11:15

午餐：住宿家庭提供餐袋

晚餐：住宿家庭

英語課程-ESL課程

Career Planning 國際職場規劃
Presentation for Personal Resume 個人履歷發表及報告
Lunch1：11:15-11:55

Lunch2：13:05-13:35

上午

：11:55-13:05 融合課程 Integration session

下午

：13:35-14:45 融合課程 Integration session

With Your Buddy for lunch

與澳洲學生一起上課學習地理、數學、自然、社會、歷史、電腦、音樂、體育及美術等。

第十三天
02/06 (三)



早餐：住宿家庭



住宿：Homestay

上午

午餐：住宿家庭提供餐袋

晚餐：住宿家庭

：08:55-11:15 融合課程 Integration session

與澳洲學生一起上課學習地理、數學、自然、社會、歷史、電腦、音樂、體育及美術等。
Lunch1：11:15-11:55

Lunch2：13:05-13:35

上午

：11:55-13:05 融合課程 Integration session

下午

：13:35-14:45 融合課程 Integration session

With Your Buddy for lunch

與澳洲學生一起上課學習地理、數學、自然、社會、歷史、電腦、音樂、體育及美術等。

第十四天
02/07 (四)



早餐：住宿家庭



住宿：Homestay

上午

與澳洲學生一起上課學習地理、數學、自然、社會、歷史、電腦、音樂、體育及美術等。

下午

02/08 (五)

晚餐：住宿家庭

：08:55-11:15 融合課程 Integration session

Lunch1：11:15-11:55

第十五天

午餐：住宿家庭提供餐袋

：13:25-14:45



早餐：住宿家庭



住宿：Homestay

上午

：08:55-11:15

Lunch2：13:05-13:35

With Your Buddy for lunch

Farewell Ceremony 結業典禮/ 頒發證書
午餐：住宿家庭提供餐袋

晚餐：住宿家庭

英語課程-ESL課程

How to make a personal success Resume 如何擬定個人成功履歷
Lunch1：11:15-11:55
上午

：11:55-13:05

Lunch2：13:05-13:35

With Your Buddy for lunch

英語課程-ESL 課程

Career Planning 國際職場規劃
瀏覽更多詳情：www.cpshs.hc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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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b interview studies, purpose and preparations 職場面試的學習及準備的目的
下午

：13:35-14:45

融合課程 Integration session

與澳洲學生一起上課學習地理、數學、自然、社會、歷史、電腦、音樂、體育及美術等。
晚上前往機場搭機飛往台灣。(依照當日班機,確認下午上課時段)
晚上 : 學校

第十六天

雪梨(布里斯本)



早餐：住宿家庭



住宿：夜宿機上

布里斯本

02/09 (六)

臺灣

午餐：住宿家庭提供餐袋

晚餐：機上

臺灣
結束此次的旅程，回到可愛的家



早餐：機上

午餐：X

瀏覽更多詳情：www.cpshs.hcc.edu.tw

晚餐：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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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必看景點 Must Do & See
雪梨歌劇院
白色揚帆模樣屹立在雪梨海灣的海浪之間，將雪
梨的精神表露無遺。這座歌劇院被譽為是全球最
重要的現代建築物之一，外表在陽光照射、海水
襯托下，即形成了矇矓、夢幻之美。優美的外型
和毫無裝飾的經典設計，令它成為永恒的建築傑
作，並獲世人公認為現代的人造奇景。

危險角
危險角是一處風景秀麗的岬角，當年庫克船長
登陸時，為躲避暗礁，90 度即轉彎而得危險角
一名。優美的海岸線與白色燈塔矗立於海角，

遠眺黃金海岸另一頭，碧海藍天相連的景色，
足以令人流連忘返，這裡的觀景台是觀賞海灘
風景的絕佳地方。

海港城購物中心
黃金海岸最大的 Outlet，擁有各大歐美品
牌，以及有澳洲 Coach 之稱的 Oroton、澳
洲必拜羊毛靴－UGG，琳瑯滿目。以絕對優
惠的價格，讓你享受購買名牌的樂趣，瘋狂"
刷"拚，不虛此行！

庫倫賓野生動物保護區
佔地 27 公頃並獲得全世界研究所和動物保護
機構的品質認可。位於黃金海岸海濱的東南
方，距離市中心約 25 分鐘車程，保護區擁有最
自然原始的面貌。庫倫賓野生動物園擁有超過
1400 種的澳洲特有種，在此不只能觀賞各種動
物，還能和無尾熊及袋鼠近距離互動、拍照！

瀏覽更多詳情：www.cpshs.hc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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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梨文藝經典 ● 黃金海岸陽光之旅
從
經
典
中
看
見
雪
梨

標 世
雪 界
梨 級
歌
劇 地
院

高
空
俯
視

雪
梨
塔

欣賞野生大嘴鳥

文
藝

哥
德
式
建
築
雪
梨
港
灣
大
橋

雪梨之美

聖
瑪
麗
大
教
堂

Beauty of
Sydney

海港湛藍的水色、海灘的
銀沙捲浪、如鼓起白帆的

雪梨歌劇院以及海港大橋

雪
梨
大
衣
架

的壯觀鋼拱造就了雪梨的
美與名氣。這個美麗動人
的大都會擁有多元文化及
精緻景點，充滿藝術及運
動的熱情。

特殊交通體驗
藍山國家公園

礦坑纜車
此纜車為最早期開採煤

尋找從卡通中飛出來的大嘴鳥！

礦的交通工具，斜 52

現實中的大嘴鳥喉囊裡雖然沒有

的谷底探奇，沿

藏著鳥寶寶，但看著成群的野生大

嘴鳥伊呀伊呀的張開令人驚嘆的
喉囊，閒適的踩踏在沙灘上，這就
是黃金海岸的樂活！

景
觀
纜 為澳洲爬坡度最大的
車 纜車，讓您可以從空

度
途

山勢壯麗，
美不勝收。

中鳥瞰峽谷美麗的風
光。

艷陽之都的魅力-布里斯本市區

庫倫賓野生動物園
獲得全世界研究所和
動物保護機構的品質

布里斯本舊市政廳

南岸公園

認可。

皇后街商業中心

世外桃源

血拼天堂

瀏覽更多詳情：www.cpshs.hcc.edu.tw

18

保險安排
兆豐保險:海外遊學責任險(保單條例查詢網頁 www.cki.com.tw )
項次
1.
2.

承保項目
每一學員意外(身故及殘廢保
險金)或(殘廢保險金)
每一學員意外傷醫療費用

保險金額

項次

貳佰萬元

3.

叁萬元

4.

承保項目

保險金額

遊學團員家屬前往海外善後

壹拾萬元

理費用最高
旅行文件遺失重置費用最高

貳仟元

南山產物保險海外旅行綜合保險(保單條例查詢 www.nanshanlife.com.tw)
項次
1.

承保項目
海外旅行傷害保險(身故及殘
廢保險金)或(殘廢保險金)

保險金額
伍佰萬元

項次
8.

承保項目
旅程取消保險

搭乘公共交通工具期間雙倍
2.

a.旅程縮短保險

給付附加條款(身故及殘廢保 ***
險金)或(殘廢保險金)

3.

4.
5.

6.

7.

傷害醫療實支實付型附加條
款

旅程
伍拾萬元

9.

阻礙
保險

傷害醫療住院日額給付型附 2,000/每日(10

b.旅程更改保險

c.探病費用保險

保險金額
120,000 元

120,000 元

200,000 元

d.旅行文件損失保險 10,000 元

加條款

日為限)

喪葬慰問金附加條款

***

10.

班機延誤保險

10,500 元

緊急

a.緊急醫療運送費

救援

用保險

實際費用

11.

第三人責任保險

4,000,000 元

費用

b.遺體運返費用保險 實際費用

12.

行李延誤費用保險

5,000 元

保險

c.子女看護費用保險 120,000 元

13.

行李損失保險

80,000 元

海外突 a.住院醫療保險金

500,000 元

發疾病

住院醫療保險金

醫療保
險金附
加條款

b.急診醫療保險金

c.門診醫療保險金

※請自行上網查詢各家保險公司實際承保範圍並依據保單條

款為準。

之 百 分 之 二 十 ※未滿 15 歲，則依政府規定投保。
住院醫療保險金 ※恐怖主義暨特定地區除外責任批註條例
之 千 分 之 五

※海外突發疾病醫療保險金附加條款所稱「突發疾病」係指被保險人在發病前九十天以內未曾接受治療，且需即時在
海外醫療機構診療始能避免損及身體健康之疾病，若該疾病已經治療完全痊癒而再度發生者，亦視為突發疾病。
※傷害保險恐怖主義行為保險限額給付附加條款對於直接或間接因任何恐怖主義者之行為或為抑制、防止、鎮壓恐怖
主義者之行為或與其有關之行動所致被保險人死亡或殘廢，其給付金額最高以新台幣兩百萬元為限。

瀏覽更多詳情：www.cpshs.hc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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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編列
費用內容包含
 臺灣 / 雪梨 / 布里斯本 / 臺灣之團體經濟艙來回機票。
 機場稅及燃油附加費。

交通內容

 國外機場來回接送安排。
 課程期間由學校安排每日上下學接送(或搭車、步行)。
 都會雪梨與黃金海岸燦陽之旅團體巴士。
 ESL 課程主題式英語課程。

課程內容

 隨班課程：安排於每日上午或下午上課。
 昆士蘭州州教育局認證合格教師。
 昆士蘭州州教育局所指定高中學校結業證書。
 都會雪梨之旅
海德公園、雪梨魚市場、聖瑪麗大教堂、麥覺理夫人景觀椅、雪梨港灣渡輪
達令港、維多利亞女皇大樓、雪梨歌劇院、岩石區、雪梨港灣大橋、藍山國家公
園、叢林纜車、絞鏈車、高空透明纜車、邦黛海灘及南岬公園、皇家植物園、屈

活動內容

臣氏灣、新南威爾斯藝術館、徒步體驗雪梨港灣大橋。
 黃金海岸燦陽全日之旅
庫倫賓野生動物保護區、危險角、庫倫濱黃金沙灘。
海港城購物中心、欣賞野生大嘴鳥、布里斯本市區觀光、袋鼠角、舊市政廳、喬
治王廣場、南岸公園、皇后街、 Power House。

食宿安排

 課程期間：住宿家庭 2 人一房為原則 ，提供每日三餐。
 旅遊期間：旅遊飯店 2 人一套房為原則，提供每日三餐。
 雪梨歌劇院( AU$23)、藍山國家公園(AU$32)、庫倫賓野生動物保護區(AU$16)

門票安排

搭船遊屈臣氏灣。
 旅遊期間每日司機及導遊小費。

費用內容不包含
 個人證照費、行程未列景點之門票及私人花費(洗衣費、電話費、行李超重費、房間小費、個人當地
消費...等)。
 無法提供團費全額刷卡服務，僅提供機票全額刷卡但須自付 2%手續費。

瀏覽更多詳情：www.cpshs.hc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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膳食安排-課程及旅遊期間
課程期間：
澳洲教育局深知家長與學員對於接待家庭的重視，由該學校生活輔導單
位,精選該校學生家庭或學區內負責任、重安全的社區家庭為接待家庭
(Host Family)，提供三餐食宿，並照顧同學們生活起居及輔導家庭作
業，加強英語會話能力。每個家庭生活型態、社交、飲食習慣皆不完全
相同，家庭人員沒有義務帶您外出旅行或購物，要懂得享有一個好的接
待家庭經驗，關鍵在於開放心胸去嘗試新的東西和經驗並和接待家庭經
常溝通。大部分家庭不提供盥洗用品、吹風機、拖鞋等個人用品。
住宿家庭 2 人一房為原則。
家庭每日提供三餐。(中餐提供餐袋)
家庭負責來回接送、步行、公車…等。

旅遊期間：
連鎖飯店(3-4 星級)或同級飯店
每個飯店提供完善的硬體設備，如大廳、房型、餐廳、運動設施等，
不同飯店、不同房型的設備都各有差異。房間內多半提供書桌、辦
公室座椅以及電視，供您舒適的休息空間。特別提醒浴室淋浴時要
把淋浴簾放入浴缸，因為浴室只有浴缸有排水孔(浴缸以外的廁所地
板沒有)，如果濺溼房內的地毯會造成清潔上的麻煩，甚至會被收取
罰金。因為講求環保，歐美國家大部分都不提供盥洗用品，吹風機

亦不是每家飯店都有，並另請自備拖鞋。
當地飯店二人一套房為原則。
全程享用旅館內美式早餐，非一般大陸式團體餐。
全程中式料理部份：安排享用中式七菜一湯+水果。
洋溢著濃厚的移民色彩，融合陽光熱情文化產生的異國美食。

瀏覽更多詳情：www.cpshs.hc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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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應變措施
學校活動和旅遊部分多由領隊老師和當地學校人員陪同學生一起前往觀光，原則上都不會有意外發
生，但若真的遇到緊急事件，領隊老師會以最有效的方式儘及處理。以下列舉幾點以往曾經發生過
的事件及處理狀況：
因天候因素，導致班 一般處理 4-6 小時處理作業，但團體學員大部分屬於未成人又無經濟能
機延誤，無法預期回 力，會要求航空公司支援及協助處理食宿問題，但最重要需確認飯店、
國

餐食、巴士、班機..等其他回程相關細解。

假日出國，因簽證異
動險些未成行

辦完簽證後學員要求回護照正本，並自行更換另一本新護照以致出國時
簽證得不到認證，緊急處理當場與專辦澳簽旅行社取得聯繫，重新輸入
新護照資料，約 1 小時內解決簽證問題。

出境空窗期，詐騙集 起飛後 10 分鐘家長來電告知學員被綁架，航空公司協助發電報，請領
團來搗蛋

隊及學員於轉機國馬上與家長聯繫報平安。



感冒處理：一般國外對於感冒是居家休息多喝水、多睡覺及服用個
人自帶藥品無須就醫。

學生生病處理方式



嚴重就醫：如發燒不退、嚴重身體不適、意外傷害..等嚴重病情，
學生於住宿家庭中生病，先知會學校國際部門，如學生病情嚴重將
安排就醫。學生於上課中生病其病情嚴重，由學校國際部門安排就
醫。回國後本公司將協助保險相關理賠事宜。

獲得學生通知後，應先知會學校住宿部門，先由學校住宿部門與家庭溝
學生住宿處理方式

通並了解詳細問題若與學生反應屬實，將安排學生更換至另一住宿家
庭，由學校住宿部門陪同學生搬至新的住宿家庭。

瀏覽更多詳情：www.cpshs.hc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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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安排
臺灣團體巴士接送或其他公共運輸交通工具來回接送。
國內機場接送

臺灣團體巴士接送(五年內)。
團體巴士規格：具有交通監理單位核發之營業大客車牌 (執照)、交通監
理所單位當年度安全檢查合格之車輛。

國外交通安排

國外機場來回接送安排團體巴士來回接送。
旅遊期間及課後活動之交通安排。

國外團體巴士

派遣符合當地政府法令之要求 (巴士規格25-30人座巴士) 。

國外班機安排

以學員的安全為第一考量，堅持不使用廉價航空。

班機安排
中華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China Airlines, Limited
華航榮獲國際航空專業媒體雜誌《Aviation Week》2011 年「全球最佳航空公
司」第 10 名，是首次入選前 10 名的中華民國籍航空公司。同年 9 月 28 日，華
航舉行加入天合聯盟儀式，成為天合聯盟第 15 個成員，也成為首個加入國際航
空聯盟的台灣籍航空公司，旗下子公司華信航空也在同日以附屬成員之身份加
盟。

中華航空公司 班機訂位紀錄:NHRV5K
日

期

班次

起程地

目的地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01月25日

CI51

台北

雪梨

23:55

12:15+1

02月08日

CI52

台北

22:10

04:30+1

雪梨

(回程班機盡量調整為布里斯本回台灣)

國泰航空公司
01月25日

CX476

台北

香港

14:50

16:55

01月25日

CX111

香港

雪梨

18:45

07:15+1

02月08日

CX150

布里斯本

香港

10:35

17:40

02月08日

CX464

香港

台北

19:30

21:20

暫定中華航空及國泰航空公司航班說明，須以實際取得航空司班機為準及配合既定起訖日期及航班時間。

瀏覽更多詳情：www.cpshs.hc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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