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長榮大學短期交流補助 

【執行成效表單－團體申請】 

 
一、基本資料 

計畫編號 

107-01-A08 補助類型 

(各類所屬細

項見補助要

點) 

海外短期研修(1學分以

上) 

 

計畫名稱 翻譯系中英文導覽技巧移地密集課程@CUT 

交流國家 泰國 

實際補助 

學生人數 
17 

實際補助 

老師人數 
1 

其中為 106入

學新生人數 
5 

其中為 107入

學新生人數 
8 

執行單位 翻譯系 執行期程 108.04.27—108.05.05 

計畫主持人 
陳采體 

執行老師 
陳采體 

配合課程名

稱&學分數 

中英文導覽技巧 II 
證照名稱 

無 

已申請其他 

來源補助 

 (請敘明) 

無 

二、執行重點及具體作法： 

1）提升學生的英語溝通能力: 

全英文上課：帶隊老師 co-teaching, 適時給予中文摘要及重點提示或

問答，提升學習效率 

2）提升學生英文導覽能力：應用課堂所學，實際進行英文導覽，並由學生

拍攝導覽過程，製作成影片，讓學生精益求精 

3）拓展學生國際觀：CUT在課程實作部分延攬很多英文程度佳的泰國學生

與不丹學生 TA，學生與他們朝夕相處，得以拓展眼界，並使用英文 

4）深化對泰國文化，歷史，觀光業的專業知識：CUT任課老師用英文授

課，學生感覺是學到第一手資訊,而不是二手資料,而且因為 CUT 老師們

學有專精,他們由人類學,社會學,生物科學,專業領隊導遊的不同角度切

入,不同的老師.不同的教師,大大啟發學生的學習動機 



 

三、執行成果及效益說明： 

此次中英文導覽技巧 II的移地密集訓練的目的有三： 

1）提升學生的英語溝通能力與導覽能力:在 9天 8夜行程與課程中,絕大部

分是以全英語進行,從帶隊老師觀察學生的表現,問卷調查和 CUT老師給的

評量,學生的確有很顯著的進步; 

2)增進學生的英文導覽能力:學生在課堂上模擬導覽與景點的實際導覽也有

顯著的進步.因為帶隊老師要求同學們分組(3-4人一組)製作成果發表影片

(必須內含:英文導覽,英文/中文專題報導,以及導覽相關主題),因此,學生

很認真地導覽拍片,雖然後製很累,可是為了這個學分(影片佔學期評分標準

40%),大家都全力以赴,從學生的成果影片可以感受到學生的用心; 

3）透過拍片，學生在精進導覽技巧之外，還得學會說故事，攝影，訪談，

剪片，中英文配音，字幕的撰寫與翻譯等技巧。從製作影片中，再度複習

所學，找更多導覽資料，學得更深刻，更深入。 

4)深入了解泰國文化,歷史,觀光業,與觀光業相關的內容.用泰國老師用英

文授課跟在台灣上課最大的不同是:在泰國上課感覺是學到第一手原汁原味

資料,而不是二手資料,而且因為 CUT老師們學有專精,他們有人類學,社會

學,生物科學,專業領隊導遊的不同角度切入,不同的老師.不同的教師,大大

啟發學生的學習動機. 

 

四、計畫成果推展方式說明及成果公告網址連結： 

計劃成果推展有以下幾個的方式 

1) 返國後寫新聞稿,（見附件） 

2) 向全校師生報告計劃實施與成效（見下圖） 

3) 建立 youtube 頻道並上傳相關影音資料，請在 youtube搜尋 cjcu 

tourguide 

4) 在翻譯系的 Line 群組發布消息 



 

五、執行成效說明(經費執行率、量質化指標及 KPI) 

(一)經費執行率： 

經費執行率 

項目 校核定金額(A) 實際執行金額(B) 經費執行率%(C=B/A) 

經 常

門 

271，709 238，322 88% 

合  

計 

   

 

 

備註：經費執行率低於 70%者，請於自我檢討表格內說明 

(二)量、質化指標執行成效： 

量化指標 質化指標 

指標項目 達成情形說明 指標項目 達成情形說明 

報考導遊與領隊

國家考試比前一

年度增加 20% 

106學年入學學生

將於 2020年報考 

107學年度入學學

生將於 2021年報

考 

開放式意見和心得報

告呈現學生對課程的

正面感受和肯定人數

達 80%。 

學生對課程的正面感受和

肯定人數達 100%。 

辦理一場全校性

分享會 

已於 5/20達成 

參與人數約 90人 

從學生的影音記錄、

口頭分享和小組報告

中，展現對導覽有更

深的體會與心得，導

覽的技巧有所提升，

英語運用能力更專業

學生在其心得報告中皆表

示，對個人的英文導覽技

巧與英語能力有顯著進步 



更自信。 

發表 5支研習影

片 

已於 5/29發表於

youtube的 cjcu 

tourguide頻道 

學生分享會內容能夠

呈現其在專業知識上

的提升，國際觀的加

強，並與全校 100名

以上的同學做分享與

交流。 

與同學分享後，直接鼓勵

同學積極下一學期的課程

與活動，已有 20餘人簽名

表示選課與參與密集訓練

的意願 

(三)KPI達成情形說明： 

KPI 項目 達成情形說明 

提升學生英語和泰語能力與英語導覽能

力 

 

用學校 TOEIC模擬試題做前測與後測，比較分

數，教師給予泰國歷史文化地理與觀光業英文問

答題，學生平均得分 93分 

泰語能力小考，平均分數 90 分以上 

英語導覽能力在影片中有顯著進步 

對中英文導覽更有興趣，積極報考並導

遊與領隊國家考試 

學生填寫開放性問卷，90 %以上學生表示：詞密

集訓練激勵他們，並會在 2020 與 2021報考導遊

與領隊國家考試 

(表格不夠請自行增列) 

 

六、本計畫執行之自我評鑑與檢討  

自我評鑑：請填寫下列選項，並為本次計畫執行情形自評分數(滿分為100分) 

    v□計畫正常推展，且預期成效順利達成(自評分數： 85     ) 

  □計畫正常推展，但未達預期成效(請於自我檢討說明) (自評分

數：        ) 

  □計畫執行進度有些落後，並執行有困難(請於自我檢討說明) (自評分

數：        ) 

自我檢討及建議： 

自我檢討: 

1.注意氣候 

今年泰國的夏天特別熱，尤其是密集課程進行的稅額昨天當中，有好幾天的高文創下歷史

紀錄，同學戲稱，是他們的熱情讓泰國的溫度破表。 

高溫帶來幾個問題不容小覷：同學生病的機率上升，外出進行導覽的時候造成體力上更大

的負擔等。建議帶隊老師安排行程的時候，務必將氣候的因素考慮在內。 

2.同學的棄選問題與獲得補助的資格 

有一位同學，在第六週的時候因為課業太繁忙，在已經報名並且已經繳交機票費的狀況

下，而棄選這堂課，（並且未事先徵求老師的意見）導致尚失獲得學校補助的資格。建議以

後的帶隊老師，務必防止此類狀況發生。還好，該名同學自覺是自己的過錯，所以後來全



程自費。 

3.訂機票的時間越早越好 

因為一開始報名的學生人數不太理想，所以報名截止日期延遲了兩週，導致購買機票的時

間也隨之延遲。最後，為了買到符合預算的機票，只好放棄直飛，而該轉機的方式來到泰

國，導致行程的第一天和最後一天旅程困頓，對學生來說是很新鮮的經驗，但是對帶隊老

師而言，太過勞累。 

4.絕大部分課程都如同雙方討論過的，最符合學生導覽訓練的課程。有同學反應，唯一的

遺珠之憾是沒有到曼谷參訪，帶隊老師本來的計劃就不包含曼谷，畢竟首都是比較繁華，

帶隊風險可能也比較高。不過，這次學生傳承表現優異，在學習上，團隊行動上都可圈可

點。因此，下次有機會的話，帶隊老師會設計在曼谷進行英文導覽密集訓練。 

 

 

七、附表： 

1.活動照片 2張(必要)                                 v□有 □無 

2.計畫成果電子檔                                     v□有 □無 

3.每位學生心得報告及問卷                             v□有 □無 

4.其它附件(如:海報、問卷調查結果、手冊等)           v□有 □無 

填表人：  陳采體       (分機4062    ) 

日期： 108年 5 月 31日 

 

翻譯系中英文導覽技巧移地密集課程@CUT  工作成果詳細報告 

1. 行前準備 

 

1、1 

撰寫中英文導覽技巧移地密集課程企劃書 

透過國際處的協助，找到有國際學院，或導覽課程的國外姐妹校，總共嘗試了

韓國、日本、和泰國幾個姐妹校，最後敲定泰國基督教大學，透過電子郵件告

知對方相關單位翻譯系的需求與預期達成的目標：1）訓練中英文導覽能力；

2）加強英語能力與溝通能力；3）提升對泰國文化的認識並學習基礎泰語；4）

拓展國際觀；5)促進台泰交流 

詳見附件一：企劃書 

1、2 

企劃案獲得國際處核准後，開始進行 1）交換學生的招募：利用相關課程向學

生宣傳、利用 LINE群組宣傳、想有興趣的同學進行詳細的課程說明；2）指導

學生自主申請並準備學生護照、觀光簽證、機票、學校至機場的交通事宜；3）

與接待學校課程積極進行課程內容與其他相關事項之的討論。 



 

1、2、1 

交換學生的招募 

中英導覽課程二，理論上是開在大四的選修課程，但是為了鼓勵一二年級的同

學及早熟悉觀光產業，培養就業力，找到往後就業的方向，老師積極向大一與

大二的同學推廣此課程，獲得不錯的回應。最終，這堂課有 21人修課，含大一

學生五人，大二學生九人，大三學生三人，大四學生四人。 

 

 

共有 18人參與泰國密集訓練課程，而三名未參加密集（大三一位，大四兩位）

訓練課程的同學，則由老師將密集課程的教材數位化，上傳 CJCU Go Learning

進行非同步的線上學習， 共計 18小時。 

 

詳見附件二：數位教材 

 

1、2、2 

秉持從做中學的理念，老師指導同學進行各種行前準備，由同學分組進行護照

的辦理丶尋找旅行社協助辦理觀光簽證丶購買機票丶安排學校到機場的往返交

通丶到學生公假的各項作業。 



 

 

1、2、3 

敲定交換學校與課程內容 

 

中英文導覽課程密集訓練的目的包含三大方面：1）學習泰國的語言與文化傳

統；2）深入了解泰國現在的觀光業發展；3）選定幾個觀光熱點，進行學生實

地的導覽練習 

課程如附件三 

 

2、實地執行重點與具體做法 

2、1：食丶宿丶交通丶校園 

九天八夜的行程當中，只有一個晚上是住在水上市場民宿，其餘都住在 CUT的

學生宿舍。 

學校宿舍新穎丶亁淨丶安全又方便。宿舍就在校門口，是很現代化的建築，總

共有 8樓，每個房間都是套房，兩人一室，有 Wi-Fi網路、電視機、空調、和

冰箱。洗衣的設備在 1樓，為投幣式的洗衣機。一棟宿舍可以容納 150名學生

左右。每日中午左右，且有清潔人員前來打掃房間。 

交通由 CUT安排大型巴士接送至各參觀丶體驗丶實習地點 



 

2、2 

課程與學習評量丶中英文導覽學習與演練 

講授課程由 C U T國際學院中觀光系的專業師資與帶隊老師採 Co-teach 的方式

進行：泰國老師用英文授課一個段落後，由 CJCU帶隊老師進行中文摘要，或指

定同學重點翻譯成中文，同學做筆記，每堂課結束前皆有小考，確定同學對於

課程內容充分吸收。學習成績由帶隊老師登錄。 



 

帶隊老師在取得泰國老師的教學材料後，做成電子檔之後，上傳到 CJCU Go 

Learning數位平台，有一些需要有影音檔的教材，全部會在隔週上傳完成之數

位平台，未出國的學生將在五月底之前學習完畢。 

 

校外的中英文導覽練習，有泰國老師（同時也是你有國家證照的專業導遊）先

以英文講解一遍，帶隊的 CJCU老師進行摘要，重點整理，然後有學生實際練習

導覽。最後由兩位老師進行講評。所有的導覽，同學以照相或錄影的方式進行

記錄，最後必須要剷除填書面的報告，以及長達 5分鐘的導覽影片。 

 

上課的電子檔教材如附件 

 

每日的工作說明 

 

4/27 由小港機場出發，經由香港轉機，傍晚抵達曼谷後入住 CUT學生宿舍 



 

4/28 熟悉校園與周遭環境，參觀 Phra Pathom Chedi，Sanamchan Palace，

Bang Pea Imagery Museum, Ratchaburi 

 
Sanamchan Palace：由 Songkran 和 Arkhom老師帶領參觀，導覽 Sanamchan 



宮殿，是 RAMA六世所興建的夏宮，只有在每個月的最後一個星期日才對大眾開

放參觀，所以，我們很幸運地參觀由柚木所蓋的宮殿，並學習泰國民眾對泰國

皇室的敬仰。 

 

 

Bang Pea Imagery Museum, Ratchaburi 是針對泰國文化所興建的意象博物

館，裡面有很多蠟像，主要人物為近代泰國史上的文人，政治家，藝術家等。 

 

4/29 

1. 開幕式：由校長 Prf. Dr. Suluck和國際學院院長和國際學院師生共同參

與 

2.   上午 2.5小時泰國簡介 

3. 下午 1．5泰語與文化 

CUT的校長很重視 CJCU 與 CUT的交流，去年 Suluck校長在我們 25週年校慶時

也到校參加國際校長會議。 

開幕式後，翻譯系提出跟 CUT國際學院合作計劃，把翻譯系有志從事華語教學

的同學申請到 CUT做暑期實習。校長允諾會認真考量可行性。 

課程為全英文上課，泰國簡介聚焦在與觀光業相關的歷史，文化，宗教上。任

課教師已停工數位教材，並由帶隊老師同步將教材上傳 CJCU Go Learning，以

便提升學習動機，成效，並且讓未參加移地密集訓練的 3位同學也能做非同步

學習。 



 
 

 
4/30 

1. 參觀廟宇與英文導覽 

2. 下午 2.5小時 泰國宗教與文化 



 

由 Songkran老師在早上帶領參觀學校附近的一座廟宇，老師詳盡解說廟宇建

築，正立面為等腰三角形，裝飾的語彙，如：garuda 的鷹爪 python的身軀，

兩者作戰的故事。 

參拜廟宇的規矩：不得穿無袖，膝上的短裙或短褲；不得大聲喧嘩；有僧侶

在，女性必須保持距離等。 

泰國男性在 21歲之前被鼓勵出家一段時間，藉此為父母爭取上天堂的機會。出

家時會昭告鄰里，是一件大事，可能會伴隨遊行與慶祝活動。 

5/1  

1. 3小時泰語與文化，數位教材請見附件四 

2. 下午 1.5小時泰國美食與文化 

今天的泰語課程重點放在如何上菜市場以泰語採買食材。因為目標明確，老師

教材準備符合需求，所以學生無不卯足了勁，下午出發前往菜市場大家都躍躍

欲試。 

帶隊老師沿途拍照錄影，學生的學習效果佳。有圖和影音檔為證。 

採買食材結束，隨即進入實習廚房又洗又切又煮，平時不太煮飯的同學，頓時

阿基師上身，在老師，TA的協助下，一盤盤色香味俱全的泰式料理端上桌。 

最後，所有老師 TA和同學共享一頓美味的 DIY泰式料理。 



 

 



用英文介紹料理 

 

5/2 

1. 1.5小時泰國傳統遊戲與文化 

2. 下午 2．5小時泰國舞蹈 

早上的課程為泰國傳統活動與遊戲，雖然上課的老師不擅長用英語上課，不過

很會彈吉他，教了多首泰國歌曲，也玩了不少泰國遊戲，類似老鷹抓小雞（老

鷹抓大蛇，是泰國的稱呼），音樂椅子（music chair）。同學玩的很開心，不過

對泰國文化的學習感覺很有限。下次可能會建議上泰拳課。 

下午的泰國舞蹈，學生穿上傳統泰服之後，看來都成了舞蹈高手。 

 

泰國服飾體驗，泰國舞學習與講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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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上午 3小時泰國觀光業 

2. 下午參觀並實地導覽 Amphawa Floating Market 

泰國是全球前十大的旅遊勝地，每年約有三千八百萬外國觀光客來訪。台灣的

遊客只佔 1.7%，而中國遊客佔 58%（以 2019四月以前的數據做統計） 

泰國幅員廣大，北部清邁地區，中部曼谷地區，南部海邊，含普吉島等旅遊勝

地各有各的特色，吸收興趣不同的遊客。 

下午前往 Amphawa水上市場。世界各大文明街起源於河流，泰國最早文明自然

也不例外。這個水上正是 Samut Songkhan省發展的中心，以農業和貿易起家，

後來成為貿易重鎮，到目前，是泰國最古老也是最長的水上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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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並練習導覽 King Rama II Memorial Park, Bang Kung Temple ，泰國傳

統建築，泰國傳統生活與 Nativity of Our Lady Cathedral  

即席英文導覽演練與結業式與證書頒發 



 

泰國傳統建築 

 
Rama二世紀念公園 

最後一天的課程與行程，同學進行參觀與導覽練習。晚上 CUT特別舉辦餞別晚



會，內容有：學生表演，頒發結業證書，豐富晚餐等等。 

9天 8夜畫上完美句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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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曼谷返回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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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表訂上課時間的課外活動 

為鼓勵同學深入研究泰國的文化，並且利用 CUT的豐富資源，帶隊老師鼓勵同

學選定一個與泰國文化相關的特定主題，3-5人一組，在上課時間，訪問老師

與助教，以便增加用英文溝通的機會、加強師生之間和與 TA交流丶深入探索導

遊領隊相關議題。 

課外活動將成為課程結束後成果報告的一部分。探討的主題分別為：台灣與泰

國大學教育之異同丶不丹國王所發明的快樂指數的探討丶泰國舞蹈的特色丶泰

國飲食文化丶泰國街頭小吃丶來泰國的必敗伴手禮等等。 



請詳見學生書面報告與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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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1.注意氣候 

今年泰國的夏天特別熱，尤其是密集課程進行的稅額昨天當中，有好幾天的高

文創下歷史紀錄，同學戲稱，是他們的熱情讓泰國的溫度破表。 

高溫帶來幾個問題不容小覷：同學生病的機率上升，外出進行導覽的時候造成

體力上更大的負擔等。建議帶隊老師安排行程的時候，務必將氣候的因素考慮

在內。 

2.同學的棄選問題與獲得補助的資格 

有一位同學，在第六週的時候因為課業太繁忙，在已經報名並且已經繳交機票

費的狀況下，而棄選這堂課，（並且未事先徵求老師的意見）導致尚失獲得學校

補助的資格。建議以後的帶隊老師，務必防止此類狀況發生。還好，該名同學

自覺是自己的過錯，所以後來全程自費。 

3.訂機票的時間越早越好 

因為一開始報的學生人數不太理想，所以報名截止日期延遲了兩週，導致購買

機票的時間也隨之延遲。最後，為了買到符合預算的機票，只好放棄直飛，而

該轉機的方式來到泰國，導致行程的第一天和最後一天旅程困頓，對學生來說

是很新鮮的經驗，但是對帶隊老師而言，太過勞累。 

4.絕大部分課程都如同雙方討論過的，最符合學生導覽訓練的課程。有同學反

應，唯一的遺珠之憾是沒有到曼谷參訪，帶隊老師本來的計劃就不包含曼谷，

畢竟首都是比較繁華，帶隊風險可能也比較高。不過，這次學生傳承表現優

異，在學習上，團隊行動上都可圈可點。因此，下次有機會的話，帶隊老師會

設計在曼谷進行英文導覽密集訓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