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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一中 108學年度第一學期國際教育交流紀錄表 

一、負責單位：學務處 生輔組 

二、交流學校：日本國京都府立山城高等學校及大阪府立枚方津田高等學校 

三、108學年度（第一學期）交流簡報 

學年度 交流時間 出訪/來訪 帶隊團長 師生人數 備註 

108 109/2/2~ 

109/2/7 

出訪 總務主任 

吳曉暢 

師(  2  )人 

生(  36 )人 
 

四、交流紀錄 

 (一)108學年度第一學期 

交流學校 

京都府立山城高等學校 

大阪府立枚方津田高等

學校 

國別 日本 

交流時間 

109/2/4 

109/2/6 

出訪/來

訪 

出訪 

團長姓名 吳曉暢 職稱 總務主任 

交流人數 

師(  2   )人 

生(  36  )人 
交流地點 

京都 

大阪 

負責單位 生輔輔導組 交流主題 文化交流 

活動簡述 

本次赴日本教育旅行共計與京都府立山城高等學校及大阪府立枚

方津田高等學校實施文化交流，交流期間，日校學校都由校長或

副校長親自迎接，展現對於國際交流的熱情，且日校安排了交流



2 
 

（請簡要

說明即

可，字數

以 50字

為限） 

課程，透過語言的交流與文化的體驗，讓學生間明顯感受到國情

的不同，以及思想上的差異。 

交換禮物

(代表性禮

物) 

學富雕龍紀念牌 
本校致贈

之其他禮

物 

□領帶  □絲巾  □刊物 

■其他   請簡要說明：鳳梨

酥、茶葉、本校書包 mini 版 

交流照片

1() 

 

交流照片

2() 

 

交流照片

3() 

 

交流照片

4() 

 

附件資料 

■參與人員名冊電子檔 

■實施計畫電子檔 

□成果報告電子檔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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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等學校 
108 學年度赴日本關西地區國際教育旅行活動全團名單 

 

團長：總務處吳曉暢主任  生輔組長：阮俊德  

年班號 姓名 備註 編號 年班號 姓名 備註 

10115 卓侑慶  
19 20740 戴以誠  

10124 梁家誠  
20 20824 黃泓諭 表演總召 

10710 林志誠 樂器表演手 
21 21318 張仲勳  

11023 陳柏諺 
日文致詞代

表 22 21742 蘇上睿  

11237 韓定叡 
 23 21843 蘇煜翔 

日文致詞代

表 

11733 廖子翔  
24 11928 劉丞鈞 樂器表演手 

11826 陳柏樺  
25 22009 李家豪  

11930 劉愷倫  
26 22017 林諭功  

12013 郭中弘  
27 22032 楊中 行程總召 

12014 郭宜碩  28 22133 黃仁右  

12025 黃奕融 
 29 30917 林祈宏 

中文致詞代

表 

12035 簡宇湛  30 11818 張拓宇  

20112 張祐崧 儀隊表演 31 11109 呂理全  

20215 陳宥仁  
32 11429 廖翊呈  

20312 郭宸瑞  
33 10628 陳柏希  

20510 林靂  34 11424 曾曜廷  

20511 花偉喆  35 20217 楊承叡 學校介紹 

11216 洪逸山  36 20201 王禹皓 學校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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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計畫 

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等學校 

108學年度赴日本關西地區國際教育旅行活動實施計畫(1080812) 

一、 活動宗旨：在全球化浪潮下的二十一世紀，學生未來面臨的競爭將跨國界

跨領域，基於「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之教育理念，希望藉由

赴日本進行教育旅行參觀訪問等交流活動，引導學生體驗日本

之教育、文化及歷史，了解不同民族與環境互動的文化景觀，

啟發學生追求自我成長及擴展國際視野，並透過團體生活訓練

學生團隊精神及提升生活智慧，期待能真正提升學生未來面對

全球化競爭中的適應能力。 

二、 實施對象：本校普通班學生，共計 36人。 

三、 實施時間：109年 2月 2日(星期日)至 109年 2月 7日(星期五)，計六天

五夜 

四、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9月 20日（四）17：00截止。 

五、 報名方式：以下兩道報名手續皆須於時間內完成，始完成報名手續，逾

期恕不受理。 

(1)線上報名：https://forms.gle/6FE3bKWC6SQ2iYyy5 

(2)報名表：送交學務處生輔組，預計錄取 36位同學。 

六、 參加費用：團費估計約 43,000元（包含行前集訓課程、行政費用，團費

將視招標結果後確定），如獲錄取需預繳訂金 5,000元。 

七、 錄取名單公告：108年 9月 27日前公告於學校首頁。 

八、 行前說明會日期：108年 1月 3日。 

九、 注意事項： 

（一） 若報名人數超過錄取人數，則錄取順序為： 

1. 高二生，有參加第二外語日語班(或有日文檢定 5 級以上)者優先

(請附上第二外語成績單或選課證明或日文檢定證明影本)。 

2. 高一生，有參加第二外語日語班(或有日文檢定 5 級以上)者優先

(若超過人數，則以抽籤決定)。 

3. 未修日文之其他學生，具有特殊表演才藝者優先。(若超過人

數，則以抽籤決定。) 

    線上報名 

     連  結 

     二維碼 

計畫-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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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報名錄取後需配合校方規定時間(暫定為：11/30、12/7、12/14、

12/21 上午 8:00~12:00)進行團體練習或語文課程，無法配合者請

勿報名，若已錄取者由備取者遞補。 

（三） 請學生及家長(至少一位)務必出席行前說明會，以更清楚本活動相

關事宜。 

（四） 護照須在有效期限 6個月以上(到期日需在 109年 7月 25日以

後)。錄取後若需辦理新（換）護照者請盡快自行至外交部領務局

辦理，若未能於期限內繳交護照，則放棄錄取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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