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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源大學校 

1   適用對象 
 

◆有意願在本校短期韓國文化休閒產業概論者 
◆臺灣遠東科技大學 20 名 

 

2   期間及學習課程 
   
 ◆期間：2011 年 7 月 15 日——8 月 14 日（4 周-總 20 名） 
    
◆場所：中源大學校（讲义室，高爾夫球場，游泳場） 
                  文化體驗+韓國料理（忠北怪山外其它） 
 
◆ 學習課程 

a.學習韓國語及基本單詞，基礎語法，聽、說、寫——以會話為中心的學習課程 
              b.高爾夫球教育（理論教育，實習教育，場地實務體驗） 
              c.韓國歷史及農村文化體驗課程，韓式料理 
              d.才藝表演活動——與韓國學生結夥伴 
   
  ◆學習課時 

a.韓國語授課時間：60 小時 
              b.高爾夫課程：32 小時 
              c.跆拳道課程：12 小時 

d.游泳課程：16 小時 
e.文化體驗+韓式料理 16 小時 



 
 

3   

 
韓國文化休閒產業概論日程表 

第一周 

時間           第一周 —1 日 7 月 15 日 第一周—2 日週末—7月16日 第一周—3 日週末7月17日 

08:00~08:50

  

  

    

入境韓國 

  早餐 早餐 

9:00~10:20     

歡迎式及入住學校 
登山—怪山 

（韓國名山俗离山） 

10:30~11:50     

12:00~12:50       

13:30~15:20
    

  

15:30~17:30   

17:50~19:00         晚餐 晚餐 

19:00~20:00       
  休息   休息 

20:00~21:30       

21:50       就寢 就寢 

 

 



 

第二周 

時間 
第二周—1 日 第二周—2 日 第二周—3 日 第二周—4 日 第二周—5 日 

 

第二周—6 日週

末 

第二周—7 日週末 

7月18日 7月19日 7月20日 7月21日 7月22日 7月23日 7月24日 

08:00~08:50 早餐 早餐 早餐 早餐 早餐 早餐 早餐 

9:00~10:20 會話 會話 閱讀理解 會話 會話 

學做韓國米酒 

體驗 
     自由活動 

10:30~11:50 語法 語法 聽力 語法 聽力 

12:00~12:50 中餐 中餐 中餐 中餐 中餐 

13:30~15:20 訪問參觀 

海力士電子 
高爾夫課程（理論） 高爾夫課程（理論） 游泳課程 學做炒米條 

15:30~17:30

17:50~19:00   晚餐    晚餐 晚餐   晚餐 晚餐 晚餐 晚餐 

19:00~20:00   休息   休息 休息 休息 休息 
自由活動 自由活動 

20:00~21:30 學唱韓國歌曲 欣賞韓國電影 學唱韓國歌曲 欣賞韓國電影 自由活動 

21:50 就寢 就寢 就寢 就寢   就寢 就寢 

 

 



 

第三周 

時間 

第三周——1 日 第三周——2 日 第三周——3 日 第三周——4 日 第三周——5 日 三周—6 日週末 第三周—7 日週末 

7月25日 7月26日 7月27日 7月28日 7月29日 7月30日 7月31日 

08:00~08:50 早餐 早餐 早餐 早餐 早餐 早餐 早餐 

9:00~10:20   會話   會話 閱讀理解 會話   會話 

利川陶瓷體驗 

農村體驗 

人參栽培 

人參研究所 

10:30~11:50 語法 語法 聽力 語法 聽力 

12:00~12:50 中餐 中餐 中餐 中餐 中餐 

13:30~15:20
跆拳道課程 高爾夫課程（實習） 高爾夫課程（實習） 游泳課程 學做韓式烤肉 

15:30~17:30

17:50~19:00 晚餐 晚餐 晚餐 晚餐 晚餐 晚餐 晚餐 

19:00~20:00   休息 休息   休息 休息 休息 
自由活動   自由活動 

20:00~21:30 學唱韓國歌曲 欣賞韓國電影 學唱韓國歌曲 欣賞韓國電影 自由活動 

21:50   就寢   就寢   就寢   就寢   就寢 就寢 

 

 



 

第四周 

時間 

第四周—1 日 第四周—2 日 第四周—3 日 第四周—4 日 第四周—5 日 第四周—6 日週末 四周—7 日週末 

8月1日 8月2日 8月3日 8月4日 8月5日 8月6日 8月7日 

08:00~08:50   早餐 早餐 早餐   早餐 早餐 早餐 早餐 

9:00~10:20   會話   會話 閱讀理解   會話   會話 

獨立運動紀念館

（首爾文化探訪）
 自由活動 

10:30~11:50   語法 語法 聽力   語法   聽力 

12:00~12:50 中餐   中餐   中餐   中餐 中餐 

13:30~15:20
跆拳道課程 高爾夫課程（實習）  高爾夫課程（實習） 游泳課程 學做參雞湯 

15:30~17:30

17:50~19:00 晚餐 晚餐   晚餐   晚餐 晚餐 晚餐   晚餐 

19:00~20:00   休息 休息 休息   休息   休息  

  自由活動 
自由活動 

20:00~21:30 學唱韓國歌曲 欣賞韓國電影 學唱韓國歌曲 欣賞韓國電影 自由活動 

21:50 就寢   就寢   就寢 就寢   就寢 就寢 

 

 



 

第五周 

時間 
第五周—1 日 第五周—2 日 第五周—3 日 第五周—4 日 第五周—5 日 第五周—6 日週末 第五周—7 日週末 

8月8日 8月9日 8月 10日 8月 11日 8月12日 8月 13日 8月 14日 

08:00~08:50 早餐 早餐 早餐 早餐 早餐 早餐 早餐 

9:00~10:20   會話 會話 閱讀理解⁄作文   會話   會話 

龍仁民俗村 

出境回國 

10:30~11:50   語法 語法 聽力    語法   聽力 

12:00~12:50   中餐 中餐 中餐 中餐   中餐 

13:30~15:20
跆拳道課程 高爾夫課程（實習）

高爾夫課程 

（實務操作） 
游泳課程 學做韓國泡菜 

15:30~17:30

17:50~19:00   晚餐   晚餐 晚餐   晚餐 晚餐   晚餐 

19:00~20:00   休息   休息 休息   休息 休息 
自由活動 

20:00~21:30 學唱韓國歌曲 欣賞韓國電影 學唱韓國歌曲 欣賞韓國電影 自由時間 

21:50   就寢   就寢   就寢 就寢   就寢 

備註：課程表依實際狀況有所變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