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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認識北京初體驗  

學生限定 1/13-1/22 

確定報名前，請先繳交行前功課：你最想問北京的 10 個問題！ 

通過審核後，才能加入營隊。 

我們希望營隊成員每一位都是真心想瞭解北京、帶著一顆好奇、理解與包容的心態 

從從容容面對這場遇見 

如果你準備好了，請告訴我們！ 

真正融入北京的體驗交流生活營

 

  

https://www.orchin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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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 動 特 色 ::: 

【體驗北京生活】 

◎與全球各地背包客青年共聚一堂，互相交流學習 

◎活用微信支付與支付寶，實際體驗行動支付的便利！ 

◎北京接待家庭一日生活體驗，也把臺灣的美好傳遞出去！ 

◎認識一個個精彩的北京青年，鮮活的生命互動等著我們！ 

 

【穿越歷史現場】 

◎故宮一日深度遊，特邀資深文史工作者全程精講。 

◎北京資深媒體人帶路，用眼睛、用雙腳認識最原汁原味的北京城。 

◎長居北京的廣西文史學者帶領參觀目前沒有對外開放的段祺瑞執政府舊址。 

 

【直擣全球科技創新中心】 

◎進入全球最大科技中心，參訪 36 氪或抖音、今日頭條、中關村創業大街、創業公社，

認識全中國大陸創新創業資源最密集的核心區，更是具世界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 

 

【探索青年創業家的心靈地圖】 

◎走訪北五環的北京農民之子聚落，理解北漂下一代的教育與未來發展。 

◎聆聽北京 NGO 組織、無塑生活實踐者等社會企業創業家，分享替生命找到出路的過

程。 

 

【攀登 600 年野長城】 

◎專業登山導遊領軍，親臨箭扣野長城，實踐 Leave No Trace（無痕山林）運動！ 

https://www.orchin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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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團導師 龍緣之 

 
（北京）清華大學科技哲學博士，北京大學電影學碩士。 

獨立學者，研究興趣為動物研究(animal studies)、科學傳播、電影學。Yahoo 奇摩動物保

護政策專欄作者，定期發表保育、動保，動物與藝術等相關文章。2019 年創立「動保龍

捲風」多媒體平台，為文化與動物基金(Culture & Animal Foundation)受獎人。 

 

自 2008 年起，移居北京十年，參與以中國大陸為主的動物保護工作，任職行動亞洲

ACTAsia 傳播與項目研究專員。曾至東京工業大學進行博士生階段的海外交流學生，並於

日本 NGO 實習一年半的時間，共同發起 Fur Free Asia，東亞五地的「零皮草」串連活動。 

  

https://www.orchina.net/
https://www.facebook.com/%E5%8B%95%E4%BF%9D%E9%BE%8D%E6%8D%B2%E9%A2%A8-395837457866090/
https://www.facebook.com/%E5%8B%95%E4%BF%9D%E9%BE%8D%E6%8D%B2%E9%A2%A8-395837457866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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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航班：中華航空 

1/13 CI511  0755/1110 

1/22 CI512  1225/1545 

 

【住宿】 

Yoga House  10 天 9 夜 

北京市朝陽區工體北路 21 號永利國際 1 單元 1627（工人體育場正對面） 

活動行程 

日期 活動概念與目標 說明 

1/13 

Day1 

週一 

行的體驗  

北京首都國際機場是中國地理位置最重要、規模最大、運輸

最繁忙的大型國際航空港，也是中國國內航空網絡的輻射中

心，更是當前中國最繁忙的民用機場。 

在 T3 航廈（又稱 T3 巨龍）購買機場快軌到市區只需

RMB25，之後就能轉搭北京地鐵到我們在北京溫暖的家：

Yoga House 

交通自理（北京地鐵機場線） 

晚餐含在活動費用中。 

台北→北京首都國際機場→搭乘

地鐵機場線→Yoga House 

▲早餐：自理 ▲午餐：自理 

▲晚餐：機上餐 

1/14 

Day2 

週二 

生存與消費的體驗 

根據 Statista 在 2017 年 8 月的調查，中國的微信支付與支付

寶為全球前兩大支付平台，第三名則是 PayPal。行動支付在

中國一直處於持續井噴的態勢，而由行動支付連動帶起的一

連串全產業鍊的大革命正風風火火的把中國經濟帶向全球最

高峰。你絕對應該體驗一下「無現金社會」的日常生活，出

門不用帶錢包，手機帶著就好！從吃東西、買東西到睜眼所

需的一切消費行為，一支手機搞定！而我們也可以從體驗當

中探討行動支付為什麼能在中國快速發展？讓你自己來找答

案！ 

 

來北京怎能不看場戲呢？被譽為「時尚舞台劇領導品牌」，沒

看過開心麻花，你就落伍了…中國年輕人狂推的爆笑喜劇，

另外相聲和人藝的經典話劇，都在我們的看片選單中！ 

三餐、交通自理 

Yoga House→辦手機門號、銀行卡

→手機生存 PK 賽 

→開心麻花爆笑舞台劇或德雲社

相聲或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看戲劇 

 

1/15 

Day3 

週三 

六百歲的故宮，新世紀的網紅 

不管喜歡或不喜歡，都不能否認這個事實：六百歲的故宮，

正頭也不回地往流量網紅的路上狂奔。 

這六、七年間，剛卸任的故宮院長單霽翔真正實踐了「和日

三餐、交通自理 

Yoga House→ 故宮、首都博物館 

 

https://www.orchina.net/
https://www.airbnb.com.tw/rooms/26570268?s=51
https://www.airbnb.com.tw/rooms/26570268?s=51
https://www.airbnb.com.tw/rooms/26570268?s=51
https://www.airbnb.com.tw/rooms/26570268?s=51
http://www.kaixinmahua.com.cn/
http://www.guodegang.org/
http://www.guodegang.org/
http://www.bjry.com/
https://www.airbnb.com.tw/rooms/26570268?s=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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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生活緊密結合」的主張。從網店到線下快閃店，從手遊到

紀錄片，一張稠密的「故宮矩陣」向大家鋪開，橫跨出版、

文創、動漫、影視、遊戲領域，在在告訴大家，這六百年的

老傢伙並未蒼老，打開手機，微博、微信公眾號、抖音上花

樣不斷，在這些最容易觸及普羅大眾的媒上，乾隆、雍正、

宋徽宗等歷史課本上的帝王活了起來，賣萌、耍寶，親切得

像鄰家大叔；打開電視機，故宮和中央電視臺、北京電視臺

合作的數檔重磅作品，酷炫得讓人目不暇給；故宮月餅、故

宮口紅，以及以眾籌方式推出的《謎宮‧如意琳瑯圖籍》，都

是近年行銷圈內著名的爆款。 

行銷發力，故宮風華正茂：二〇一五年，故宮文創收入突破

人民幣十億元，兩年後更達人民幣十五億，這個數字已經超

越上千家Ａ股上市公司的收入，是自行車龍頭捷安特年營業

額的兩倍。在影視作品方面，如果說二〇一六年首播的央視

紀錄片《我在故宮修文物》取得了初步成功，那麼二〇一八

年開播的《國家寶藏》可謂造成現象級的成就，這檔節目由

院長單霽翔親自擔任藝術顧問，除了製作精良，還網羅了王

菲、梁家輝、王凱、鹿晗、易烊千禧超一線明星，自帶流量

的鑽石陣容相當吸睛，不知道讓多少只懂追星的青少年，從

此成了國寶的迷弟迷妹。 

1/16 

Day4 

週四 

與北漂之子對話 

來到北京社會最底層的移工社區，北五環半塔村的農民工之

子公益組織在這裡默默耕耘超過 20 年，讓工人階層及下一代

能享受更適切的生活教育。 

三餐、交通自理 

 

 

 

 

1/17 

Day5 

週五 

穿越歷史現場 / 認識城市風景 

特邀長居北京的廣西文史學者林志捷教授（筆名：散客月

下）帶領參觀段祺瑞執政府舊址，這是一片沒有對外開放的

建築，曾經是晚清海軍部，北洋時期段祺瑞執政府，日據時

期岡村寧次總指揮部。這群建築非常完整，古典低調洋派造

型與傳統中國古建築完全不同。 

 

旅讀中國北京辦事處（我們暱稱旅讀小院）藏身在車水馬龍

的北新橋小巷中，由資深媒體人朱大哥透過 100 張老照片細

說從頭，歷史課本裡出現過的重要人物與事件，透過鏡頭真

三餐、交通自理 

Yoga House→段祺瑞執政府舊址 

旅讀小院老照片歷史故事→胡同

散步→ 

https://www.orchina.net/
https://www.airbnb.com.tw/rooms/26570268?s=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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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呈現！ 

1/18 

Day6 

週六 

融入北方家庭生活 

一群熱情友善的北京家庭特別騰出假日時間，帶著台灣學生

參與融入他們各自的週末生活，可能簡單平凡，可能熱鬧喧

騰，拿出你的大方與真誠和他們交個朋友吧，別忘了從台灣

帶件小小的伴手禮表達你的心意！ 

 

★週末推薦行程：27 院兒、史家胡同博物馆 

三餐、交通自理 

 

1/19 

Day7 

週日 

市井生活的體驗 

要瞭解一座城市，得要先去菜市場考察一下！跟著北京二環

最狂大媽娟娟一起散步到早市買菜，田野一下北京物價，買

點當季水果嚐嚐，偷聽一下老闆大大是怎麼做生意的！中午

要吃自己桿的手工麵，北京二環最帥氣的大叔大民親自下手

做炸醬。 

 

★週末晚上自由活動推薦： 

Live House、三聯韜奮書店 24H(美術館店) 

早、晚餐、交通自理 

Yoga House→逛傳統市場→學做老

北京炸醬麵→品嚐北京道地點心 

午餐：餐標 RMB 80 含在營隊費

用中。 

1/20 

Day8 

週一 

600 年歷史的秀場 — 箭扣行 

據北京市第三統計局粗略估計：歷史上曾有 100 多位皇帝持

續修築長城 2000 多年，累計長度 60000 多公里。所以萬里

長城成為中華民族最難以釋懷的情結，而經歷 600 多年歲月

洗禮的野長城，正是長城精華所在。北京市境內長城共有 

629 公里，其中 600 公里屬未經修緝狀態中的野長城。  

其中箭扣段尤為典型，堪稱萬裡長城精華所在。最險峻、雄

奇，自然風化嚴重，沒有任何人工修飾，自牛犄角邊至九眼

樓綿延 10 多公里，充分展現了長城的驚、險、奇、特、

絕，能領略到原汁原味的古老長城景觀。其中北京結、鷹飛

倒仰、天梯號稱「箭扣三險」，現已基本修繕完成，難度大大

降低。 

【關於領隊】致力於箭扣長城研究的學者、戶外達人、北京

非遺研究者、致力於歷史研究的媒體工作者，每團有 4-5 位

領隊，保障活動安全。 

早、晚餐自理，交通：遊覽車 

▲午餐：野外火鍋(餐標 

RMB100)，含在營隊費用中。 

 

1/21 

Day9 
踏上全球最大科技中心 

三餐、交通自理 

Yoga House→參訪 36 氪或→中關

https://www.orchina.net/
http://www.sohu.com/a/164319608_117347
http://www.sohu.com/a/164319608_117347
https://www.airbnb.com.tw/rooms/26570268?s=51
https://www.airbnb.com.tw/rooms/26570268?s=51
http://www.z-innowa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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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二 走在中關村大街，迎面遇到的都是準備創業、正在創業的年

輕人，而有中國 70%的天使投資人、50%風險投資者，每個

月至少會來到裡，試圖尋找新的可能與機會！ 

村創業大街、中關村創業公社 

▲晚餐：分享之夜(餐標 

RMB100) ，含在營隊費用中 

1/22 

Day10 

週三 

Yoga House→搭乘地鐵機場線→北京首都機場 

09:20 到機場 

三餐、交通自理（北京地鐵機場

線） 

 

 

******* 2019 寒假團學生心得分享 ****** 

【2019 我到北京放寒假】 

感受與人真實對話的溫度 ► 李伊雯（臺北醫學大學牙體技術學系三年級） 

https://www.orchina.net/article/1147   

 

北京知性之旅 ► 陳昱瑋（正修科技大學數位媒體設計系三年級） 

https://www.orchina.net/article/1148 

影像紀錄：https://youtu.be/TnmqU5FxG0I 

圖文記錄： https://www.orchina.net/images/events/5284666.pdf 

 

我在北京 Long Stay：京彩十日 ► 羅世傑（政治大學歷史系四年級） 

https://www.orchina.net/article/1120 

 

速度、堅韌：我的北京關鍵字 ► 陳慧慈（成功大學電機系二年級）  

https://www.orchina.net/article/1139 

 

難忘的北京生活營 ► 黃紫瑜（清華大學幼兒教育學系二年級）  

https://www.orchina.net/article/1126 

 

在團隊旅行中找到自由探索的樂趣 ► 張語冰（清華大學中文系一年級） 

https://www.orchina.net/article/1169 

 

北京行，走大了我的世界 ► 沈郁恩（成功大學工業與資訊管理學系三年級） 

https://www.orchina.net/article/1170 

 

我的北京初體驗～I will be back!! ► 王贊棠（成功大學能源工程國際學位學程二年級） 

https://www.orchina.net/article/1181 

 

▲贈品：《旅讀中國》電子雜誌新刊一年份，自 2020 年 2 月起贈送 

https://www.orchina.net/
http://www.z-innoway.com/
https://www.airbnb.com.tw/rooms/26570268?s=51
https://youtu.be/TnmqU5FxG0I
https://www.orchina.net/images/events/5284666.pdf
https://www.orchina.net/article/1120
https://www.orchina.net/article/1139
https://www.orchina.net/article/1126
https://www.orchina.net/article/1169
https://www.orchina.net/article/1170
https://www.orchina.net/article/1181
https://www.orchin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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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學金：回程後 30 日內繳交一篇 1000 字+5 張以上照片分享行程點滴或一支 3-5 分

鐘短片，前 3 名優秀同學可獲得 NT$3,000 元 獎學金！ 

並有機會在《旅讀中國》雜誌、FaceBook、youtube 頻道上露出喔！ 

 

營隊費用:台幣 23,000 (不含來回機票) 

訂金：10,000 元 

費用包含： 

1. 在中國大陸的住宿、場地費 

2. 配合團體行程，共 3 餐團體餐費 

3. 全程導師及講師費、企業座談參訪邀請費用 

4. 行程安排、導覽及服務費用 

5. 保險 

⚫ 兩百萬旅約責任險及 20 萬元意外醫療給付。 

⚫ 1000 萬旅平險+OHS1 海外突發疾病醫療健康保險 100 萬/MR 意外傷害醫療保險 100 萬 

 

費用不包含： 

1. 台灣至北京來回機票 

2. 證件申辦費用（台胞證、護照） 

3. 桃園機場來回接送費用 

4. 辦手機門號、銀行開戶 

5. 市區交通地鐵儲值卡(一卡通)、滴滴打車 

6. 自理餐費 

7. 個人物品消費 

 

備註： 

本營隊儘量忠於原行程，若遇特殊情況，將會前後更動調整或更換參訪企業，本公司將

保有變更活動內容之權利。 

 

搶手口碑團，請盡早預約報名、繳交行前功課、通過審核、付訂，以免向隅！ 

活動諮詢及預約報團：02-2322-2812 分機 111 王小姐 

主辦：《旅讀中國》 承辦： 華旅網際旅行社（交觀甲字第 6345 號） 

  

https://www.orchina.net/
https://www.orchina.net/


主辦：《旅讀中國》 承辦： 華旅網際旅行社（交觀甲字第 6345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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