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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 Switzerland 擁有壯麗的阿爾卑斯山脈和 1498 個湖泊外，還有伯恩舊城區、日內瓦湖..

等，豐沛自然景觀資源，有世界公園的美稱。在瑞士每座城市都別具特色，牆面彩繪，或是雕

刻精緻的裝飾擺設，瑞士人的努力、務實和高雅的品味，在生活的細節中都顯露無疑，也是為

何一直列為人們最嚮往旅遊國家的排名第一。而瑞士也歐洲中最富有的國家，連續多年被聯合

國評為世界上最適合人類居住的地方，多處景點更被聯合國敎科文組織指定為世界遺産。 

 

<瑞士酒店管理大學 S.H.M.S.-萊森校區> 

S.H.M.S 是 Swiss Education Group 旗下著名院校，SEG 為瑞士最大的酒店管理大學集團，也

是全瑞士設施最齊全及規模最大的英語教授酒店管理大學。萊森校區位於瑞士西部法語區的一

個小鎮，平均海拔約 1260 米，人稱阿爾卑斯山中的精靈，空氣清新陽光充沛宜人而聞名於歐

洲。校區前身是瑞士著名的五星級渡假酒店，設備新穎完善，每年吸引各國優秀學生慕名而來。 

參參加加資資格格 

10-17 歲 

 活動日期 7/19-8/2 

加值歐遊：7/15-7/19 

 瑞瑞士士萊森、日內瓦

湖、蒙特勒、維勒訥

沃、或伯恩。 

位於萊森的山腰上，距離

火車站僅 5 分鐘的路

程。從學校就可以欣賞到

村莊本身以及阿爾卑斯

山的壯麗景色。 

設施：√全功能型的現代

化校園 √多功能交誼廳 

√學校宿舍  √各項室內

外運動設施 √游泳池 √

free Wifi AAbboouutt  SScchhooooll  

SS..HH..MM..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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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發前會進行線上英語、法文或德文語言程度測驗（擇一）。 

 每週上課 15 個小時語言課程，與國際學生一起混合編班上課。 

 小班制教學，每班平均約 12 名學生。 

 學生修業完畢將獲頒結業證書。 

 國際混合上課：學生來自俄羅斯、西班牙、葡萄牙、義大利、法國、德國、巴西、亞洲.. 

 

 

 學校宿舍，兩人一房，附書桌、衣櫥及寢具，住宿期間每週會有一次現場人員打掃。 

 每間寢室都有一套衛浴設備。 

 每日提供三餐自助式餐點。 

 

 Aquaparc 水上樂園- 瑞士第二大水上樂園。樂園主

要分為三區：戲水區、叢林水道區及優先三溫暖區。

園區中設有許多好玩又刺激的設施，如【人工海浪

區】、【叢林水道區】設有多項不同級別的滑水道，考

驗著大家的尖叫指數，緊張又刺激、【三溫暖區】設有

半開放式的溫水池及三溫暖烤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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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cAventure 冒險樂園：提供了多樣化的體能訓練設

備，包括不同難度的高空滑繩、吊橋、盤爬設施及高

空彈跳。樂園主打技巧，靈巧，專注，風險評估合作，

探索自然環境，提供了一個獨特的學習機會，每位學

生將有個人的智能自我防護設備，行進過程也都有指

導員全場監控學生的安全。 

 FunPlanet 休閒娛樂中心：為瑞士最知名的連鎖休閒

娛樂中心，設施多樣完善，深受當地人喜愛。VR 體驗-

多種遊戲類別可供學生選擇，不論是穿越未來，成為宇

宙戰警打擊犯罪，或是回到過去成為考古學家，挖掘歷

史古蹟，都能獲得完整的遊戲體驗，充滿冒險的挑戰就

此展開！保齡球-孩子們將依年齡分組進行保齡球體驗。 

 

體育活動 

 萊森體育中心- 冬季奧林匹克的比賽場，多樣完善的球類

場地包含：足球、排球、籃球、網球、壁球等，學生可

以自由選擇運動項目。 

 阿爾卑斯山登山－初、高階- 學校老師將帶領學生遊覽萊

森地區及阿爾卑斯山的山群，探索萊森的秘境。初階行

程為萊森地區瀏覽或簡單的森林健行步道，高階行程為

森林登山步道，活動全程都會有老師陪伴及協助，並確

保學生安全。 

 立式槳板- 也俗稱「槳板」，是起源於夏威夷的一種運動，

由衝浪與傳統的手划槳板結合而成。學校將帶學生到西

歐最重要的湖—日內瓦湖畔，平靜的湖面非常適合安全

的練習，也能欣賞壯麗的湖景。 

 埃格勒水上樂園－學校將帶學生到隔壁小鎮－埃格勒，探索瑞士小鎮之美並游泳。 

 

晚上國際交流之夜 

每週一到週五的下午將會是學校的課後活動行程，晚上將會有各式各樣的主題之夜；如才藝表

演、工藝美術、運動遊戲、棋盤遊戲、慶祝晚會..等。 

 

週六校外活動 

由學生自由選擇喜愛活動，如奧林匹克博物館或 Cailler 巧克力工廠或伯恩（擇一），若未達成

團人數則改另一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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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GV 子彈列車體驗 

我們將搭乘法國高速列車，從瑞士日內瓦出發直達法國巴

黎，沿途欣賞瑞士、法國壯麗景色，定讓您心曠神怡。Ｔ

ＧＶ高速火車為世界最快速、最新穎的火車之一，平均時

速超過 250 公里，更曾創下以 574.8 公里的最快紀錄。車

廂內近無雜音、豪華、舒適、安全、運能運量效能極佳。 

 

<六天五夜-歐洲旅遊>法國、比利時、尼德蘭(荷蘭)  詳細行程請參考活動範例 

 歐洲旅遊第一天  阿姆斯特丹－風車村－乳酪工廠－

木鞋工廠－沃倫丹－阿姆斯特丹市區觀光－皇宮－水

壩廣場－鹿特丹－方塊屋。   

 歐洲旅遊第二天  鹿特丹－布魯日(市區之旅)－馬克

特廣場－德佛特鐘樓－聖血禮拜堂－布魯塞爾－黃金

大廣場－市政府高塔－國王之家－尿尿小童。 

 歐洲旅遊第三天  布魯塞爾－蒙馬特山丘－白色聖心

堂－畫之村－愛之牆－盧森堡公園－塞納河遊船。 

 歐洲旅遊第四天  巴黎－羅浮宮－巴黎鐵塔－凱旋門

－香謝麗舍大道－協和廣場－香水博物館－巴黎歌劇

院。 

 歐洲旅遊第五天  巴黎-搭乘 TGV 子彈列車-瑞士。 

 

歐遊旅遊期間（住宿、餐食、交通安排） 

 雙人房。 

 含早、中、晚三餐（含特色餐食）。 

 全程遊覽車。 

 

 

 

招收年紀：10-17 歲 

活動日期：7/19-8/2     加值歐遊期間 7/15-7/19 

團費：NT 174,800     

4/30 前報名可享現金優惠價 NT169,800  另可加值 7/15-7/19 歐遊 NT35,000 

費用包含 

 機票、機場稅及燃料稅。 

 學校註冊費、教材費、學費。 

費用不包含 

 新辦護照工本費 1,600 元。 

 另加值歐遊費用 NT:35,000 元。 

Tel:02-2630-8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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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程中活動費用、門票費、交通費。 

 全程住宿費、每日三餐。 

 全程隨團領隊老師陪伴。 

 依教育部規定投保新台幣1,000萬履約責任

保險、國外保險、附加特別保險、附加額外

保額費用..等。(詳情見報名須知) 

 不含歐遊期間司導遊小費 NT3,000 元。 

 其他私人開銷。  

 台灣住家至桃園機場的交通費。 

 個人消費：如電話費、行李超重費。 

 未列入行程相關費用。 

 

2020 【活動範例】 

D 星期 上午課程/三選一 下午戶外活動 晚上國際交流晚會 

01 日 搭乘豪華客機，出發至瑞士，展開暑假遊學之旅。（可加值 7/15-7/19 歐遊）
 

02 一 英文/法語/德語 埃格勒水上樂園 歡迎晚會 

03 二 英文/法語/德語 ParcAventure 冒險樂園 桌遊挑戰賽 

04 三 英文/法語/德語 阿爾卑斯山初階登山 團康遊戲 

05 四 英文/法語/德語 日內瓦湖-立式槳板運動 維也納音樂節 

06 五 英文/法語/德語 運動項目：足球、排球、籃球、

網球、壁球。 

嘉年華會 

07 六 奧林匹克博物館/ Cailler 巧克力工廠/伯恩 （擇一） 

08 日 校園活動：體驗當地學生的校園生活。 

09 一 英文/法語/德語 運動項目：足球、排球、籃球、

網球、壁球。 

國際文流晚會 

10 二 英文/法語/德語 Aquaparc 水上樂園 瑞士工匠美學 

11 三 英文/法語/德語 阿爾卑斯山進階登山 團康遊戲 

12 四 英文/法語/德語 FunPlanet 休閒娛樂中心 歐洲藝術節 

13 五 英文/法語/德語 運動項目：足球、排球、籃球、

網球、壁球。 

結業式／國際派對 

可著正式服裝 

14 六 告別美麗瑞士，帶著滿滿的收穫，搭機返回台灣溫暖的家。 

15 日 經過國際換日線，抵達桃園機場。 

備註：活動內容將視當地天候及各梯次人數或有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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