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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北京初體驗學生寒假生活營 
活動時間：01/22-01/31 

成團人數：1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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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程特色】 

◎全程住宿北京二環內評價最高的國際青年旅館，與全球各地背包客青年共聚一堂，互

相學習、交流，是國際觀養成的第一現場！ 

◎安排申辦手機門號、銀行開戶，活用微信支付與支付寶，實際體驗中國行動支付的便

利！ 

◎資深北京媒體人帶路，穿街走巷，逛胡同，聽歷史，用眼睛、用雙腳認識最原汁原味

的北京城。 

◎進入全球最大科技中心「中關村」，參訪騰訊北京、中關村創業大街、創業公社，認識

全中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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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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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不是去旅遊，而是真正

「生活」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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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乘航班：中國國際航空 

 
【住宿】 

1/22-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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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airbnb.com.tw/rooms/26570268?s=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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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行程 

日期 活動概念與目標 說明 

Day1 

01/22 

週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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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的北京氣溫已經接近零度，我們需要更多熱度與溫暖，

北京第一夜啟動破冰行動，放下你的偶像包袱，就用這個機

會好好讓大家認識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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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上餐 

▲晚餐：餐標 RMB 50 

Day2 

01/23 

週三 

認識權威古老的北京 

白天在明清兩朝皇家建築群中穿梭，沿著紫禁城中軸線南北

縱行，體現中國古代帝王宇宙觀敬天祈福的威嚴與莊重！ 

夜晚走進皇城腳下歌舞昇平的商業聚落，從古到今活力十足

的經濟運作仍然每晚上演不停歇，一段現代版的京華煙雲就

在你我身邊。 

全天包車、包餐 

Yoga House→天壇、天安門、景山

公園→十剎海、北海、南鑼鼓

巷、煙袋斜街 

▲早餐：老北京早餐(餐標 RMB 

20) 

▲午餐：餐標 RMB 50 ▲晚餐：餐

標 RMB 60) 

Day3 

01/24 

週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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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餐、交通(地鐵或滴滴）自理 

Yoga House→辦手機門號、銀行卡

→手機生存 PK 賽 

Day4 

01/25 

週五 

認識城市風景 

瞭解北京都市規劃概念，走進北京老字號商場-大柵欄歷史文

化現場，逛逛清朝人當年的百貨公司，現在是以生活體驗為

主的商業建築集群，享受悠閒逛街的樂趣也同時在感受歷史

的印記。 

三餐、交通自理 

Yoga House→北京市規劃展覽館→

北京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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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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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airbnb.com.tw/rooms/26570268?s=51
http://www.bjghzl.com.cn/
http://beijingfun.com.cn/
http://www.kaixinmahua.com.cn/
http://www.guodegang.org/
http://www.bjry.com/
http://www.bjr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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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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入

選擇困難… 

Day5 

01/26 

週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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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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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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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讀小院老照片歷

史故事→胡同散步 

午餐含在活動費用中。 

Day6 

01/27 

週日 

融入北方家庭生活 

一群熱情友善的北京家庭特別騰出一整天的時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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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y7 

01/28 

週一 

踏上全球最大科技中心 vs. 開放的青年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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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6 是青年人自發組織的公共交流空間，有想法的人都嚮

往 706，因為它嘗試各種可能！在這裡有豐富的沙龍、分享

會、公開課、獨立電影放映、民謠演奏等等活動。706 的目

標是成為一個開源思想的創新平臺，在這裡青年人呈現出不

同的思想、故事、經歷和價值觀，讓每個人向內自我探索，

發現更多可能性，找到自己志同道合的同伴，找到歸屬感。

三餐、交通自理 

Yoga House→中關村參訪騰訊→中

關村創業大街、言幾又書店、中

關村創業公社→706 青年空間 

 

https://www.airbnb.com.tw/rooms/26570268?s=51
http://www.sohu.com/a/164319608_117347
http://www.sohu.com/a/164319608_117347
https://www.airbnb.com.tw/rooms/26570268?s=51
http://www.z-innoway.com/
http://www.z-innoway.com/
https://cn.nytimes.com/culture/20160630/706-youth-space/zh-h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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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學生必須來這裡看看北京年輕人的生活方式已經在改

變… 

→零垃圾無包裝商店社會企業北京創辦人分享 

→北漂台灣人創業與生活分享 

Day8 

01/29 

週二 

尋找城市創造力與想像力 vs. 與北漂之子對話 

北京存在著大大小小國際性或在地性的美術館，是北京人滋

養創造力與想像力的公開場域，當文明成熟到足以欣賞美學

的綻放時刻，這個文明才算開始能自體有機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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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術館推薦：  

→松美術館  →紅磚美術館   

→草場地藝術區  →七九八藝文特區 

三餐、交通自理 

 

Day9 

01/30 

週三 

擁抱自然生活 

北京有一群人正默默移往郊區，搭建屬於自己的烏托邦，過

著自給自足的田園生活，來去鄉下過一天吧！ 

白天：野外踏青 / 晚上：分享之夜 

早、午餐自理 

晚餐含在活動費用中。 

▲晚餐：銅鍋涮肉聚餐(餐標 RMB 

100) 

Day10 

01/31 

週四 

Yoga House→搭乘地鐵機場線→北京首都機場 

11:00 到機場 

早、午餐自理，晚餐在機上享用 

交通自理（北京地鐵機場線） 

 

  

https://www.airbnb.com.tw/rooms/26570268?s=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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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隊費用:台幣 30,900 

訂金：10,000 元 

費用包含： 

1. 台北往返北京機票（團體機票，一律團進團出） 

2. 在中國大陸的住宿、場地費、長途巴士接送費 

3. 配合團體行程，共 6 餐團體餐費 

4. 全程導師及講師費、企業座談參訪邀請費用 

5. 行程安排、導覽及服務費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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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件申辦費用（台胞證、護照） 

2. 桃園機場來回接送費用 

3. 辦手機門號、銀行開戶 

4. 市區交通地鐵儲值卡(一卡通)、滴滴打車 

5. 自理餐費 

6. 個人物品消費 

 

贈品：《旅讀中國》電子雜誌新刊一年份，自 2019 年 2 月起贈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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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保證活動品質，本營隊報名上限 15 人 

請盡早預約報名、繳交行前功課、通過審核、付訂，以免向隅！ 

 

↓↓↓↓ 北中南共 6 場活動說明會 歡迎免費參加 ↓↓↓↓ 

https://www.orchina.net/event/247 

活動諮詢及預約報團：02-2322-2812 分機 111 王小姐 

https://www.orchina.net/
https://www.orchina.net/event/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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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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