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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臺灣學校 2013 年英語研習營實施計畫 
一、依據： 

教育部推動海外文化交流重點工作及本校教育推廣計畫辦理。 

二、計畫目的： 

(一)提昇本校及臺灣地區學生之英語能力。 

(二)增進本校與臺灣地區學校間之文化交流。 

 

三、辦理日期：2013 年 07 月 03 日~2013 年 07 月 12 日，共十天 

 

四、課程設計：全程使用英語、分組教學、並注重實務教學、提升英語學習興趣為主。 

 

五、課程內容：(一)生活會話 (二)演說訓練  

(三)表演活動 (四)寫作訓練  

(五)溝通能力 (六)文化探訪 (課表請參閱附件一) 

 

六、師資安排：聘請教學經驗豐富之外籍合格教師，並進行分級授課。 

 

七、住宿安排：提供四人一間套房之本校學生宿舍。(附盥洗室、供冷氣與熱水、個人衣

櫥、書桌等，公用設備； 冷熱飲水機、冰箱、洗衣機、烘乾機、曬衣場。

不建議家長隨行也不提供家長食宿安排。) 

 

八、膳食安排：於本校餐廳供應三餐，以馬來西亞風味餐為主(採自助餐 Buffet 形式)， 

若是校外教學，則安排當地馬來特色餐廳團膳。 

 

九、生活管理：分四班八組安排本校 4 位導師兼宿舍管理、8 位隊輔隨隊服務及管理。 

             並由本校指派台灣地區學校之 2-3 位教師隨團帶領學員搭機隨行。 

 

十、文化參訪及課程安排：(請參閱附件一，校外教學日期之安排到時會依旅行社建議做些微調整) 

 

十一、費用： 

            (一)往返 KLIA 之機票、簽證(14 天內免簽證)、機場稅、燃料稅等請自行

負擔。(機票請訂購 7 月 3 日之華航或長榮班機，以便接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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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報名費用 1.台灣地區學生每人新台幣 NTD$20,000 元 

2.其他國家學生每人美金 USD$700 元 

3.含團體接機與送機、遊覽交通、食宿、教師教材費、保險及雜費 

4.生活零用金，請自備。 

(三)繳費方式:團體報名之學員，請將學費繳交給所屬團體之台灣帶隊教

師，帶隊教師再至銀行使用國外匯款至本校； 

個人報名之學員，可繳交給本校指定的台灣帶隊教師，或

者自行至銀行國外匯款，或者帶現金到本校。 

 

十二、注意事項：(請參閱附件二) 並請填妥切結同意書隨報名表繳交(附件四)， 

                本校於 2013年 6月 10日以前會將行前資料交由台灣地區帶隊教師 

                舉行行前說明會。集合時間地點則是 7 月 3 日桃園機場，時間於航 

                班前 2小時到機場與帶隊教師會合。到機場之交通請學員自行負責。 

十三、報名方式：(報名表如附件三) 

(一)招生對象：升小五至國三升高一的學生為主，名額 60 位；以團體報名優先。 

(二)團體報名：請團體之負責單位與本校聯繫(團體預約截止: 2013.05.10)。 

團體一團以 15~20 人為限。敬請於截止日期前確認團體人數、

並繳交五分之一的團員學費訂金。團體預約以繳交訂金者優先

確認名額。若於截止日前未繳交訂金者，名額開放給個人報名。 

*若團體報名人數超過 15 人則優惠一位帶隊教師,若超過 30 人則優惠二位教師 

(帶隊教師:免收食宿與旅遊費用；但機票、簽證、機場稅、零用金仍需自費)* 

(三)個人報名：請先 E-mail 或傳真個人報名表排預約，有名額時則會個別通知，

再依繳交訂金之先後順序遞補，繳費方式請先來信或來電確認。 

(個人報名期間: 2013.03.1~2012.5.31 止，若團體報名額滿則不收個人報名。) 

十四、聯絡方式：吉隆坡臺灣學校輔導室譚主任 劉組長 
電話：+603-51213100 分機 403  

                 E-mail：tan8214@yahoo.com.tw(譚老師) 
                         peiling0424@yahoo.com.tw (劉老師)                                                   

傳真：+603-51213108          網址 web site：www.cts.edu.my    
地址：No.1, Persiaran Sungai Selangor, Bukit Rimau, Seksyen 32, 

40460 Shah Alam, Selangor, Malaysia 

十五、本計畫呈  校長核示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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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臺灣學校 2013 年英語研習營課程表 

日期/時間 
第1天（三） 

7月3日 
第2天（四） 

7月4日 
第3天（五） 

7月5日 
第4天（六） 

7月6日 
第5天（日） 

7月7日 

7:00-7:30 

華航 
(8:50) 

| 
(13:20) 

迎接晨曦/ 
英文專題 

迎接晨曦/ 
英文專題 

迎接晨曦/ 
英文專題 

迎接晨曦/ 
英文專題 

7:30-8:20 早餐 早餐 早餐 早餐 

8:30-9:15 開幕典禮 

馬  

六  

甲  

文  

化  

之  

旅  

介詞介紹 

吉  

隆  

坡  

文  

化  

之  

旅 

9:20-10:05 攝影時光 
介詞 
迷宮遊戲 

10:15-11:00 相見歡 

線上學習 

11:15-12:00 
日記封面 
設計 

12:00-13:00 午餐 午餐 

13:15-14:00 午間小憩 午間小憩 

14:15-15:00 
迎接佳賓 
Selamat 
Datang 活動: 

建築構思 

圖片文字 
遊戲 

15:15-16:00 報到 
服裝設計 
比賽 

16:15-17:00 校園漫步 洗澡 洗澡 

17:15-19:00 晚餐 晚餐 晚餐 

19:00-21:00 
歡迎晚會 

小組活動/ 
日記寫作 

小組活動/ 
日記寫作 

21:00-22:30 日記寫作 日記寫作 

22:30~  晚 安 曲  
⊙本課程設計共有：1.生活會話運用  2.寫作訓練  3. 文化探訪 

4.溝通能力  5.表演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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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時間 
第6天（㇐） 

7月8日 
第7天（二） 

7月9日 
第8天（三） 

7月10日 
第9天（四） 

7月11日 
第10天（五） 

7月12日 

7:00-7:30 
迎接晨曦/ 
英文專題 

迎接晨曦/ 
英文專題 

迎接晨曦/ 
英文專題 

迎接晨曦/ 
英文專題 

迎接晨曦/ 
英文專題 

7:30-8:20 早餐 早餐 早餐 早餐 早餐 

8:30-9:15 “剪刀 
石頭布” 
競賽 

單字介紹 
-電影 

遙寄 
明信片 

尋寶遊戲 

環境整理 

9:20-10:05 

電影欣賞 

“紙魚” 
競技 成果展暨 

閉幕典禮 
10:15-11:00 Sunway 

Pyramid 
“語言運用” 

Marche 
烘焙課程 

成果展 
排練 

11:15-12:00 配音演示 
午餐 

啟程 
往KLIA 12:00-13:00 

Sunway 
Pyramid 
主題樂園 

午餐 午餐 

13:15-14:00 午間小憩 午間小憩 

華航 
(14:20) 

| 
(19:00) 

14:15-15:00 難度挑戰- 
籃球 
猜謎大會 

英文謎語 
水仗 

15:15-16:00 

16:15-17:00 洗澡 

科技 
太子城 
之旅 

洗澡 

17:15-19:00 晚餐 晚餐 

19:00-21:00 小組活動/ 
日記寫作 

小組活動/ 
成果準備/ 
日記寫作 21:00-22:30 日記寫作 日記寫作 

22:30~  晚 安 曲  
⊙活動地點：1.上課地點–教室(1,2,3,4)、電腦教室、多媒體教室、圖書館、視聽室、禮堂 

2.開幕及閉幕典禮、小隊活動–會議室、禮堂 

 



附件二：英語研習營活動須知 

 5

吉隆坡臺灣學校 2013 年英語研習營活動須知 

 
一、活動内容： 

(一)語言教學：以日常生活和溝通能力為架構,所進行的單元式教學,課程總計 50 小時。 
(二)知性之旅：馬來西亞文化探訪及語言實際運用課程。 

 
二、報名須知： 

(一)年滿 10 歲以上（經由父母確認可獨立），15 歲以下者，身心健康、學行良好並能適

應團隊生活之學生，報名者須為具高度學習意願、且能全程參加活動，及願接受營内

管理紀律之自願者。 

(二)申請人必須自行準備有效的護照及簽證。 

(三)申請人如有疾病或重大身體不適症狀（心臟、腦血管疾病、精神病疾病、癲癇症、傳

染病及其它可能發生身體重大不適症狀之疾病等），將可能影響活動之正常參加者，

請勿報名參加。否則如因此發生意外事故，應自行負責，與主辦單位無關。 

(四)曾有吸毒、犯罪前科或其他品行不佳行為者，不得報名參加。 
(五)在營期間如因疾病就醫治療，應自行負擔其醫療費，學員及其家長不得向主辦單位（吉

隆坡臺灣學校）提出任何要求。(自行帶個人相關醫藥品) 
(六)請填寫英語研習營切結書並簽名，請掃描並 e-mail 或者傳真，或者報到時繳交。 

 
三、活動應遵守事項： 

(一)請於報名截止日前 e-mail 或傳真報名表於本校，若繳交報名表後，臨時不參加者，請

來信或來電告知取消預定名額。若確定要報名者請於報名截止日前繳交訂金，訂金

部份由本校通知繳交方式；若繳交訂金後，則因臨時事故而必須要退出英語研習營

者，退款部分則必須扣除已代購的旅遊票卷後，餘款由帶隊老師帶回台灣退回學員。 
(二)活動期間,學員如發生任何意外事故，主辦單位僅就有故意過失部份負責。如校外教學

時發生意外，則與旅行社共同承擔並釐清過失責任。 
(三)學員在活動期間,如不接受輔導或不遵守規定事項，導致發生意外事故,應自行負責。

主辦單位除有重大過失外，對該學員不負任何賠償責任。如有任何爭議皆依馬來西

亞法律處理。 
(四)學員攜帶行李應力求簡單輕便，不得攜帶任何違禁品。如菸、酒、大麻等。請將文具

用品如圓規或鐵尺等請放進托運行李中。勿違反通關規定。 
(五)請確實遵守馬來西亞海關規定，辦理行李通關手續，並請團體之學員製發大型顯明之

標幟貼於行李上，以便管理避免遺失。 
(六)請學員穿著輕便服裝，攜帶泳衣(可有可無)、薄外套(怕上課或遊覽車冷氣太冷)及球

鞋等，以方便外出活動。 
(七)請學員依活動規定日期與班機時間抵馬及離馬，以方便團體接送機事宜，如因機位等

因素必須提早或延後，停留期間一切費用自理，並自行處理接機送機事宜。研習營

活動結束後，學員應返回自己的國家，不得以任何理由，或以僑生、留學生身分留

馬升學或居留。(若有特殊情況，請 e-mail 或來電詢問，以協助安排) 
(八)如因學員之違法行為或其它可歸責於學員之事由，致遭政府機關羈押或留置時，應由

該學員自行負責，與主辦單位無關，並應負責賠償本研習營活動主辦單位因此所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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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切損害。 
(九)學員均須全程參加活動，不得私自離營，若有特殊情形必須提前離營者，應由家長出

具申請書（說明中途離營原因）送吉隆坡臺灣學校核准後，主辦單位依程序辦妥離

營手續後由家長或監護人帶領，方可離營。 
(十)學員於活動期間不接受輔導或不遵守規定事項，情節重大者，經查證屬實，吉隆坡臺

灣學校會得逕予退營處理，學員及家長不得異議。 
(十一)請參加者在入營前或報到時繳清報名費(請領隊老師或學員攜帶現金台幣之餘款來繳

交、繳交馬幣亦可，但請問清楚當時兌換之匯率)。 
(十二)本校提供宿舍 4 人 1 房，學員需自行換洗衣服（請備 4 至 5 套衣服，遇外出時皆須

穿營隊服一人發 2 件），房間裏包含有浴室、熱水器、冷氣、毛巾被、床墊、枕頭、

床單、衛生紙、共用吹風機、洗衣精、洗衣機(每次 Rm2)、烘乾機(每次 Rm3)、冰

箱等。請學員自行攜帶個人使用藥品、盥洗用品（牙膏、牙刷、毛巾、浴巾、梳子

等）、防曬用品…等。帶一個外出輕便背包，可以裝研習手冊、錢包以及替換衣服或

購物用品。馬來西亞氣候大約 24 度~32 度之間(夏天的馬來西亞更熱)。每天都有發

水，也有新進飲水設備，記得提醒多喝水。 
(十三)因為全程包含三餐與宵夜，學員不需帶太多零用金，若有需要買紀念品或特產才需

要，若要換匯建議到馬來西亞時再到 Money Changer 換馬幣比較划算。 
(有機會時則統一到換匯地方才一起兌換) 

(十四)護照與零用金請囑咐學員妥善自行保管。護照部分請入宿後外出時，除非指導老師

指示，否則不需要攜帶外出。(或統一鎖在學校保險箱) 
(十五)宿舍管理老師會每天規定每位學員用學校電話打電話回台灣。若有緊急需要連絡，

則打學校電話或者聯繫隨團帶隊老師。 
(十六)馬來西亞電壓為 220V(三插頭)，非必要不攜帶電器產品(除非充電器有變壓器，並

請自行攜帶轉接頭)。 
(十七)學費部分請攜帶現金至本校繳費，或統一由團體單位收款統一海外匯款 

海外匯款銀行：HONG LEONG BANK BERHAD 
匯款抬頭：CHINESE TAIPEI SCHOOL (KUALA LUMPUR)  
匯款帳號：189-50-00681-9  
銀行住址：Ground Floor,3-G Jalan Anggerik Vanilla N31/N,Kota Kemuning, 
40460 Shah Alam, Selamgor Darul Ehsan, Malaysia. 

 
行前問題 Q & A 參考： 
1. 請問是帶台幣還是美金到馬來西亞兌換？ 
Ans: 因為在台灣的銀行中擁有馬幣的少，匯差兌換一定不利。在馬來西亞有很多 Money 
Changer 可以換鈔，可以貨比三家。至於要攜帶台幣或美金看個人需求，可以網路上查詢大
概匯差，再自行決定 
2. 孩子大約需帶多少零用金？除了購買紀念品及特產外，是否還有其他額外的花費？  
Ans: 營隊活動中沒有自費行程。所以，如果沒有買紀念品等，應該是花不到什麼費用。除非
外出沿途食量大的小朋友需要買零食等，才有需要。以往的家長，大概給小朋友準備的零用
金平均約台幣 NT$1000~2000，也有家長給比較多。 
3. 活動課程中有哪幾天，孩子可購買紀念品或特產？有哪些紀念品或特產較適合選購？ 
Ans: 十天課程中，有兩天外出才有機會買紀念品和特產。另外還有一天到水上世界中可能小
朋友想買紀念品還有一點機會。所以有三天可以買。至於，紀念品和特產依小朋友需求，每
個小朋友買的不同，有如：餅類、咖啡、奶茶…。 
4. 是否需自行攜帶環保餐具、環保杯、洗髮精、沐浴乳、衛生紙？ 
Ans: 餐廳每餐都會準備不銹鋼餐具碗筷，所以不用攜帶。如果有自己因衛生習慣者當然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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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自行攜帶。但是，洗髮精、沐浴乳、牙膏要自行攜帶(衛生紙每間房間都會準備，不足可以
向總務單位領取，但隨身面紙則可以攜帶一些，因為馬來西亞地區大部分都使滾筒衛生紙)。 
5. 攜帶的衣服中，長褲還是短褲較適宜？ 
Ans: 依個人喜好皆可，建議攜帶輕薄為主，因為很熱。若怕曬的人可以穿長褲。(但請勿穿
著太暴露的衣著) 
6. 若不適應馬來西亞當地的飲食，建議可帶哪些台灣食物？ 
Ans: 每天都有宵夜(甜湯)，如果想念台灣食物當然可以帶泡麵(以往很多小朋友都會攜帶)，
不過餐廳主要烹調方式還是偏中式為主，只有幾天會有本地特色菜肴。 
7. 洗衣問題： 
⊙需自備洗衣粉嗎？  Ans: 不需要，宿舍有提供  ⊙有提供洗衣機使用？  Ans:有但需共
用，請準備個人洗衣袋(寫上名字)   ⊙有曬衣場所嗎？還是衣服洗好後直接用烘乾機烘乾？  
Ans: 曬衣場會怕淋雨，一般都是洗衣完後拿到烘乾機烘乾，或者掛在房間內即可。 
8. 若攜帶了拖鞋還需攜帶涼鞋嗎？ 
Ans: 拖鞋是希望在宿舍進出方便，涼鞋是外出至 Sumway 水上世界方便，基本上每天都穿
布鞋活動上較安全。依個人喜好~!。(請看課表帶衣物比較好) 
9. 請問學員可否使用國際電話預付卡打國際電話？ 
Ans: 學校沒有公共電話，可以用校內辦公室電話系統打電話，如果是手機型的預付卡就必須
自行帶手機，如果是用一般電話撥打的國際電話卡，就可以。 
10. 機票、簽證、機場稅大約多少費用？ 
Ans: 請自行上網查詢當時費用或詢問相關旅行社代辦。 
11. 台灣是否有帶隊老師？ 
Ans: 本校會協調團體單位，或者參與者是否有老師身分者，則安排適合之老師帶領學員從桃
園機場到馬來西亞十天之管理與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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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臺灣學校 2013 年英語研習營  報名表 

中文姓名： 
Chinese Name 

 

護照英文姓名： 

Passport English Name 

 

英文暱稱： 

English Nickname 
 

年齡： 
Age 

 
性別： 

Sex 
 

出生年月日： 

D.O.B(yyyy/mm/dd) 
 

護照號碼： 
Passport No. 

 
國籍： 

Nationality 
 

就讀學校： 
School 

 
年級： 

Grade 
 

聯絡地址： 
Correspondence 

(address) 

 聯絡電話： 
(Home Tel) 

 

手機： 
(Mobile) 

 

E-Mail:  

父母或 
監護人： 

Parents/Guidance 

 

聯絡電話： 

(Home Tel) 
 

手機：

(Mobile) 
 

E-mail:  

膳食：Meal □ 一般 Normal           □ 素食 Vegetarian        

衣服尺寸： 
Cloth size 

(■複製貼上) 

(小學生胸圍)□ M(30cm)  □ L(32cm)  □ XL(34cm) □ 
2XL(36cm) 
(國高中生胸圍)□ XS(36cm) □ S(38cm)  □ M(40cm) □ L(42cm)  

□ XL(44cm)  □ 2XL(46cm) □ 3XL(48cm) 
是否患有下列疾病? 

□心臟病   Heart Disease 
□氣喘病   Asthma 
□藥物過敏 Drug Allergies 
□其他     Other                          
□正常     Norm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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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簽名:    
Parents’ Signature: 年  月  日 

承辦單位/聯絡人:                                  

2013 英語研習營 學員切結書 

本人               參加民國 102年 7 月 03 至 7月 12 日由吉隆坡臺灣學

校所舉辦之「2013 年英語研習營」活動，茲切結於活動期間必遵守並配合研習

營所有規範與管理，若有違反者則接受退營處分，並不得向主辦單位索取賠償。 

 

立切結書人：＿＿＿＿＿＿＿（簽名）            （日期） 

 

2013 英語研習營 家長同意書 

茲同意本人之子弟______________報名參加由吉隆坡臺灣學校主辦之『2013

年英語研習營』。本人及子弟已詳讀英語研習營之活動須知，並同意在營隊期間

（2013/07/03~2013/07/12），本人子弟願遵守研習營之所有規定。若因不遵守

研習營之規定、或因本身特殊疾病未告知而造成意外危險時，本人願意自行承

擔全部責任。 

此致 

吉隆坡臺灣學校 

家長或監護人姓名（請以正楷書寫）：＿＿＿＿＿＿＿ 

身分證字號：＿＿＿＿＿＿＿＿  緊急聯絡電話：＿＿＿＿＿＿＿ 

通訊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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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或監護人：＿＿＿＿＿＿＿（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本切結書同意書填妥後，請掃描 e-mail 回本校、傳真、或於報到時現場繳交工作人員；拒

簽或不繳交者，視同未完成報到手續，不予參與研習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