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一屆兩岸大學生青海‧探秘藏族文化活動方案】 

 

一、活動名稱：第十一屆兩岸大學生青海‧探秘藏族文化活動 

二、活動宗旨：中華青年交流協會為促使兩岸青年對於彼此的文化與生活有著更深刻的體驗，特接受

大陸青海省對台事務辦公室的委託，邀請台灣 50名大學生赴青海省參訪，與青海民族大學 30名

大學生共同參加「第十一屆兩岸大學生青海‧探秘藏族文化」活動，本活動側重於高原環境保護

與少數民族文化體驗，並藉由攝影及戶外運動拉進兩岸學生的距離，期待透過十天的行程，讓台

灣的同學了解大陸青海省的經濟發展，與多元、豐富的人文特色。 

三、活動特色 

 自然名勝之行－青海湖、沙島、茶卡鹽湖 

 藝術宗教之行－藏族 熱貢藝術文化館、塔爾寺、中華福運輪、泥塑體驗 

 人文風土之行－撒拉族、原子城紀念館、王洛賓音樂藝術館、青藏高原自然博物館 

 友誼長存之行－兩岸學生素質拓展活動、攝影比賽、西寧市街頭快閃表演活動 

四、活動日期：2017 年 7 月 18 日(二)至 7 月 27 日(四)，共十天九夜 

五、邀請對象：邀請年滿 18～25歲對少數民族文化有高度興趣，熱愛攝影及戶外活動之臺灣學生，不

限科系均可報名，共 50名。 

五、活動費用：新台幣 25,000元整 (含往返機票費、保險費、行政聯絡費，不包含證照費。在青海省

期間的食宿費用由主辦單位負擔)。若返回於一周內繳交 1000字心得，則可抵退 500元活動費。 

八、主辦單位：台灣－中華青年交流協會；大陸－青海省政府對台事務辦公室。 

九、報名方式及相關說明： 

（一）報名程序：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5月 31日止，有意參加者請於截止日期前完成以下手續。 



1. 前往本會官網活動專頁按「請點我報名」進行網路報名（http://www.cyio.org.tw） 

2. 請於本會官網下載「家長同意書」列印簽妥，將文件掃描或拍照上傳至線上報名系統。 

3. 本會將於學員報名後三日內以電子郵件通知是否錄取，請注意電子信箱。並請於通知後之三日內

繳交活動費用，逾期繳費視同放棄。。 

(二)為避免作業困擾，報名參加之團員必須全程參與，團進團出，若無法配合請勿報名。 

(三)擬於六月底舉辦行前說明會，請務必撥空出席(時間、地點另行通知)。 

十、聯絡資料  

聯絡單位：中華青年交流協會－吳旻芳專員／電子信箱：cyio97984955@gmail.com 

連絡電話：02-2936-7762、02-2936-4353／傳真號碼：02-8661660１／本會官網：www.cyio.org.tw 

http://www.cyio.org.tw/


活動行程表 

 

 日期 
活動內容 

住宿 
早 午 晚 

第一天 
7/18 

(二) 
接機 待定 

第二天 
7/19 

(三) 

開幕式、青海改革發展

史講座、國學講座 

民族大學開展互動交

流，參觀青藏高原自

然博物館 

開幕晚宴 

待定 

第三天 
7/20 

(四) 

感恩之旅拓展訓練（湟

中縣攔隆口鎮） 

參觀原子城紀念館、

王洛賓音樂紀念館 
篝火晚會 

第四天 
7/21 

(五) 
遊覽青海湖、沙島徒步互動遊戲 待定 

第五天 
7/22 

(六) 遊覽茶卡塩湖 乘車赴貴德縣 待定 

第六天 
7/23 

(日) 

黃河岸邊詩歌朗誦、參觀中華福運

輪 

赴同仁縣，參觀熱貢藝術文化館 待定 

第七天 
7/24 

(一) 泥塑活動體驗藏族藝術 
品味撒拉族美食，欣賞撒拉族民

族風情 
待定 

第八天 
7/25 

(二) 參觀塔爾寺 西寧市區“快閃”演出 繳交攝影作品 待定 

第九天 
7/26 

(三) 活動體會座談會 市區自由活動 
閉幕晚會及攝影

攝像評比頒獎 
待定 

第十天 
7/27 

(四) 
搭機返回台灣  

 

註：住宿安排三~四星級飯店 

 

航班安排 

日期 城市／機場 航班 時間 

7 月 18 日 桃園－香港 CX403 09：10－11：05 

7 月 18 日 香港－西寧 MU224 14：35－20：15 

7 月 27 日 西寧－香港 MU223 07：10－13：35 

7 月 27 日 香港－桃園 CX400 16：15－1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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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兩岸學生素質拓展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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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大美青海探秘藏族文化攝影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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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兩岸學生西寧街頭快閃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