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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榮大學短期交流獎助計畫 

【執行成效表單】 

 

一、基本資料 

計畫編號 D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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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天以上之短期文化交流 

競賽或移地訓練 

計畫名稱 2019 宮古島跨界夏令營 

申請系所 華語文教育中心 交流國家 日本 

實際補助 

學生人數 
10 

實際補助 

老師人數 
1 

其中為 106~108

入學新生人數 

105 學年入學新生人數：2 

106 學年入學新生人數：_2_/107 學年入學新生人數：_6_/108 學年入學新生人數：____ 

執行單位 華語文教育中心 執行期程 2019.08.20-08.29 

計畫主持人 邱Ｏ雅 執行老師 邱Ｏ雅 

分機/Email 
ＸＸＸＸ/ 

chingya@mail.cjcu.edu.tw  
分機/Email 

ＸＸＸＸ/ 

chingya@mail.cjcu.edu.tw 

配合課程名稱 

(必選修/學分數) 

(請敘明，若無請填寫無) 

無(可抵認語文中心選修「語言

與文化」2 學分) 

證照名稱 

(若無請填寫無) 

無 

已申請其他 

來源補助 

(請敘明，若無請填寫無) 

無 

二、執行重點及具體作法： 

  本校積極推動國際移動，與明治學院大學共同合作，以宮古島為基點，各自選送學生

前往宮古島進行交流，以第三地的移地教學模式，並邀請宮古島當地民眾參與，共同探索

新環境並獲得學習成長。 

  課程設計包含：文化對話、實地探索、主題式的語文學習、海洋教育與文史專業之專

題講座、成果發表等主題，共計 36 小時課程，學生可交換日語及華語學習，課程互動以

英語使用為主，培養國際團隊合作力、沖繩宮古文化初探及當地生活體驗，深度學習與互

動，拓展國際視野，增加跨文化理解力。 

本活動由華語文教育中心與國際處日本中心共同承辦，主要授課師資為本校語文教育中

心邱靖雅助理教授及環境教育國際實驗學院謝議霆助理教授並邀請在地或友校教師共同

授課，全部課程總時數換計為 36小時，檢附課程表如下： 

 

mailto:chingya@mail.cj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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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跨界夏令營宮古島課程表 

日期 時間 時數 課程主題 主授教師 受邀講者 

8/21

（三） 

9:00-12:00 0 課程簡介及英語練習活動 
邱靖雅 

謝議霆 
 

13:00-17:00 

1 文化對話（一）：認識家鄉 
邱靖雅 

謝議霆 
 

3 語文練習（一）：招呼篇與介紹家人 邱靖雅 黑島 伶子 老師 

8/22

（四） 

9:00-12:00 3 語文練習（二）：數字與購物篇 邱靖雅 黑島 伶子 老師 

13:00-17:00 3 實地探索（一）：歷史篇、海洋篇 
邱靖雅 

謝議霆 
 

8/23

（五） 

9:00-16:00 6 
實地探索（二）：宮古地方故事 

－文史走讀 

邱靖雅 

謝議霆 

宮古島 

Folklore Journey 

創辦人－ 

佐渡山 政子 

16:00-17:00 1 
文化對話（二）：宮古未來與展望 

－宮古市長訪談 

邱靖雅 

謝議霆 

宮古島市役所 

友利部長 

8/26

（一） 

9:00-10:00 1 專題講座（一）：台日海洋生物比較 謝議霆  

10:00-12:00 2 

專題講座（二）：Life and History of 

Island-A Case of Miyakojima, 

Okinawa 

邱靖雅 
明治學院大學 

竹尾茂樹副校長 

14:00-17:00 3 
文化對話（三）：手作體驗－台灣與

日本特色手作 

邱靖雅 

謝議霆 

台南市顯宮國小 

藝術與人文領域 

郭佩娟老師 

8/27

（二） 
9:00-17:00 6 實地探索（五）：宮古海洋觀光考察 謝議霆 

島旅 GO 株式會社 

國仲義隆代表 

8/28

（三） 

9:00-12:00 3 語文練習（三）：餐桌禮儀篇 邱靖雅 黑島 伶子 老師 

14:00-17:00 3 成果發表與結業式 
邱靖雅 

謝議霆 
 

時數小計 36  

備註：8/24-8/25 二日為實地探索(三)、(四)全日課程，不計算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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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項目 內容簡介 

開幕式 

由宮古島市長及代表、長榮大學、明治學院大學師長揭開營隊序幕，讓營隊的學員

們可以在這 10 日的營隊生活中彼此認識、交流、合作，一起探索宮古島當地的人文

歷史風華之外，更能夠培養跨界的情誼！ 

 華語、日語 

課程 

我們安排了三回的語文課程，為了符合 MGU 及 CJCU 同學的需求，將提供各 1~1.5

小時華語／日語課程；以小組的方式，讓學員們都有擔任學習者及教學助理的角色，

達到語文交流目的！ 

文化交流 

-家鄉介紹 

由台日雙方學生以英文介紹自己，包含國家、人文特色等主題分享，並提供互動交

流活動，作為瞭解彼此的第一步。 

宮古島海中公園 

宮古島海中公園是一座深入海底五公尺的建築物，藉由 24 面 150 公分高、12 公分

厚的透明壓克力玻璃，讓遊客得以一種靜態安全的方式觀賞海底世界。穿過陡峭隧

道近百級階梯向下走，才會抵達位在海平面下的展館。海水最清澈的時候，可以看

到 30 公尺遠，每扇窗戶之間的牆上，都貼有各種魚類的介紹，一邊看魚一邊對照

資料，可以獲得一種知識增長的喜悅。一樓館外有木棧道，海景幽美清澈。 

宮古島市總合博物

館參訪 

宮古島市総合博物館是一個學習宮古島的歷史文化的博物館，是以介紹宮古的自

然、歷史、民俗及文化為主的博物館。館內分為 2 個展示室，第一展示室是關於考

古、歷史和民俗，介紹了從有人在宮古定居的時代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歷史，和

一些傳統藝能和活動。而第二展示室是關於自然科學和美術工藝，專門介紹宮古島

的成長史和自然，還有特色的織物和陶瓷器，可以同時了解宮古島的自然風土。我

們會安排一些小組任務，加油囉～ 

宮古風華之文史走

讀 

邀請對宮古島人文歷史有豐富理解的佐渡山政子老師帶著我們從北走到南，分享這

片土地上的有趣傳說、人文及地貌。佐渡山老師是出色的記者，走南訪北的過程一

直很想要保留宮古島上已漸失迭的傳說及方言，我們將實地的到傳說發生地，用一

個個宮古故事述說出宮古島的風華！ 

與市府有約 
宮古島目前積極進行觀光建設，吸引無數投資希望進駐，今年三月新啟用了下地島

機場，我們即將前進市政廳，與市政府對談，一窺宮古島未來的市政規劃！ 

自由探索 

為了最後一天的專題展示，來吧，和你的日本朋友一起自由探索這個距離台灣最近

的馬爾地夫！找出大家覺得合適展示的宮古主題，可能是人、可能是海、可能是物、

可能是無形的交流與感動… 

專題演講 

專題演講安排兩大主題：「海洋」與「文化」。海洋專題，由長榮大學國際環境教育

實驗學校謝議霆老師為同學分享，長榮大學進行根與芽海洋環保行動研究的經驗與

成果！ 

「文化」專題部份，很榮幸邀請明治學院大學竹尾 茂樹副校長專題演講。竹尾教授

是南島比較文化專業，對於沖繩及台灣的小島文化有深入研究，榮幸聆聽國際級學

者的專業分享！ 

台日文化手作 

我們邀請來自台灣的文化手作教師郭佩娟老師，有著豐富美術教育經歷的郭老師將

選擇別具日本與台灣特色的手作材料，大家一起進行！更邀請了當地狩俣村的學子

民眾一起參與，相信會有很多有意義的交流。 

海洋活動實探 
來到宮古島絕不能錯過豐富的海洋生態，坐船出海、海釣、浮潛、大家要努力捕魚

啊！這可是我們的午餐～豐盛程度就看各位的本事了! 

成果發表暨結業式 
和自己的小組成員一起，以戲劇、媒體、影音、簡報等型式，用力地展現這 10 天

以來的所知、所見、所聞、所感！ 

歡樂惜別餐會 和所有師長伙伴一起渡過最後的一個開心夜晚，我們將在民宿來一個大會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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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執行心得及成果效益說明(請檢附活動照片 2 張)： 

本次活動執行整體來說順利完滿，為長榮大學首度嘗試移師海外辦理營隊活動，是

相當不同以往的經驗，主要效益簡單分述如下：  

1. 深化與姐妹校明治學院大學關係 

明治學院大學為本校國際姐妹校之一，於 2018 年 10 月由該校竹尾茂樹副校長

代表該校前來長榮大學參加五年一度的國際校長會議，並獲知了本校預計推動宮古

島分校計畫。本校與明治學院大學現階段無交換生計畫，營隊型式的短期體驗課程

是雙方建立交流並培養默契的項目之一。尤其是明治學院大學竹尾副校長本身致力

研究東亞研究及比較文化專業，對於沖繩及台灣小島文化及少數民族有深入研析，

因此非常熱情地提供多項在地協助，並帶領本校深入當地社區，對於本校來說是難

得的在地關係及資源引介。明治學院大學對於本校欲深耕宮古島發展在地共好之願

景，開創了新的機會之門！對於建立兩校間的合作信任度來說，點滴是累積，藉由

短期交流模式建立信任度，以期發展交換生或教師學術交流等較長期交流方案。 

2. 始於宮古島建立長榮大學品牌 

長榮大學宮古島分校設置計畫持續跟進中，市役所對於分校設置計畫扮演指引之

重要角色，在分校正式營運開班前，本營隊活動式活絡了宮古島分校運作，藉由舉辦

營隊而試著取得與在地的連結，有助宮古島市民開始認識長榮大學。因為營隊關係，

必須與島上各式資源串接，找到了當地、社區自治團體、瞭解當地文化故事、特色民

俗傳說等關鍵人士，藉由活動與當地飯店業者、民宿、海洋活動業者建立連結，對於

未來本校欲與當地完成在地共好的願景邁進一步。本次活動獲得當地平面及電視媒體

大幅報導，很多居民們開始看到長榮大學的在地參與，帶給當地不同刺激，有助本校

海外分校「深耕在地」之實踐！ 

3. 創發未來合作的機會與想像 

在完成台日手作交流當天，當地中小學與自治會就提出未來可有英語營、華語交

流營的交流，可與校內有興趣合作系所進一步規劃，結合系所特色及當地交流需求，

創發未來合作的雙贏機會。 

4. 學生獲得直觀的交流機會，得以開啟世界之門 

(1) 學生面：語文交換學習，透過營隊合作與互動建立團隊合作力，探索宮古島在地文

化，培養開放心胸及環境適應力，也增加跨文化理解力。 

(2) 未來國際交流面：透過短期交流方式建立與國際姐妹校及宮古島在地團體之信任度

及合作默契，作為往後國際交流活動推展之基石。 

  本次參加活動有半數以上為一年級同學，此類短期交流活動是低年級學生很好

的國際移動能力培育試金石，促發未來參加長期交流交換、在地國際化活動之基

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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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計畫成果推展方式說明及成果公告網址連結： 

  本計畫成果展示方式含：臉書活動專頁、新聞發佈、長榮大學影音平台 cjcuonline 公

告、辦理成果發表會： 

(一) 活動臉書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2001349166638471/ 

  

(二) 新聞與媒體報導 

 長榮大學暑期日本宮古島跨界夏令營 20 日熱血出發 

https://www.cjcu.edu.tw/news-detail.php?id=FC,200001670 

 長榮大學日本宮古島「跨界」夏令營開幕式 以拼圖象徵連結台日文化 

http://cjcu.edu.tw/news-detail.php?id=A2,200001673 

 長榮大學跨界夏令營 與宮古島狩俣小學台日手作交流 大獲當地肯定 

http://www.cjcu.edu.tw/zh_tw/news-detail.php?id=A2,200001689 

 勇敢走出去 長榮大學舉辦「宮古島跨界夏令營成果分享會」 

https://www.cjcu.edu.tw/news-detail.php?id=FC,200001727 

 拼圖連結台日文化 長榮大學日本宮古島夏令營開幕 

https://www.taiwanhot.net/?p=740530 

 

 

 

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2001349166638471/
https://www.cjcu.edu.tw/news-detail.php?id=FC,200001670
http://cjcu.edu.tw/news-detail.php?id=A2,200001673
http://www.cjcu.edu.tw/zh_tw/news-detail.php?id=A2,200001689
https://www.cjcu.edu.tw/news-detail.php?id=FC,200001727
https://www.taiwanhot.net/?p=74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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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8.22 宮古每日新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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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8.22 宮古新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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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8.09宮古每日新聞報 

 

(三) CJCU online 影音平台：http://online.cjcu.edu.tw/media/7561 

(四) 2019.09.17 成果發表會 

  

9/17校內成果發表會 9/17校內成果發表會 

  

9/17校內成果發表會 9/17校內成果發表會 

大合照 

http://online.cjcu.edu.tw/media/7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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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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範例】 

經費執行率 

項目 

(A) (B) (C) (B+C) (B/A*100%) 

計畫核定 

金額 

(A)項實際

執行金額 

使用 

其他經費 

整體計畫實

際執行金額 

計畫核定經

費之執行率 

鐘點費 19000 18000 0 18000 100% 

二代健保 115 115 0 115 95% 

機票費 171380 171380 0 171380 100% 

雜支 885 882 0 882 99.6% 

使用其他經費說明 

無 

備註：計畫核定經費之執行率低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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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達成狀況 

指標項目 指標說明 量化指標達成說明 

國際移動學生數 10 人 16 

交流之國際學生數 15 人(扣除本校學生) 
31 

明治學院大學 6、狩俣村小學生 25 

學生完成專題發表作品 至少 4 組 4組 

質化指標 質化指標達成說明 

 與國際友校建立第三地移地學習的新交流模式 

 雙方學生可實際獲得交流機會並獲得學分 

 邀請宮古島當地參與，建立在地連結 

 與明治學院大學建立第

三地移地學習新交流模

式 

 學分各自認列；本校學

生可申請抵認語文中心

開設之 2 學分選修「語

言與文化」 

 建立與狩俣村居民與自

治會之連結 

 

(三) KPI 達成情形說明： 

KPI 

指標項目 指標說明 達成狀況 

活動整體滿意度 4.0 以上 4.37 

建立宮古島在地機構關係 3 個 

7個以上 
市役所、狩俣自治會、Yukui 民宿、

Ocean Resort、海中公園、民謠協會、

日語教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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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計畫執行之心得與檢討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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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正常推展，且預期成效順利達成(自評分數： 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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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 所遇問題及可精進方案： 

 所遇問題 

(一) 活動規劃 

1. 對當地的支持性資源不理解（如當地交通的各種消費及租賃方式、各飯店及上

課地點週邊的支持系統，僅能依靠有限訊息規劃） 

2. 主辦單位對於日文資訊獲得的輾轉困難，或細部規劃需到 7 月底至 8 月初才會

有最確定規劃，造成無法事前傳達之困難。 

(二) 交通與移動 

1. 巴士難訂、含司機費用極高，原報價 25 人中巴含司機每人 6 萬元日幣 

2. 公共交通工具少，租車是最好方式，但極有安全疑慮 

(三) 住宿訂房 

1. 暑期一房難求，尤其是團體同住人數多的容量問題 

2. 高品質住宿費用之合理值、交通不易條件下住宿週邊機能之綜合考量 

3. 越好地點必須至少半年前預定，而衍生出人數不確定、未有收入下必須先預繳

訂定等經費問題 

 精進方案 

1. 持續辦理與提早規劃，求各周詳之生活照護設計 

2. 建立在地溝通模式，擴大交流村落及對象 

3. 擴大在地文化與語言教育，可新增交流語種 

4. 隨著分校建置進度獲得有利執行之資源，降低移地活動辦理之成本 

(三) 自我檢討及建議： 

1. 提早作業時間，預訂飯店以求營隊期間住宿水平之穩定。 

2. 行程時間安排調整，以求流程張馳有度。 

＊備註：每位學生心得報告請以 PDF 檔方式上傳雲端；學生問券請彙整成一份統計表上傳。 

填表人：         (分機    )                                                      

日期：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