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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 基本資料表(略) 

附件 1-2 家長同意書(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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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劃發想 

(一)動機： 

傳統產業透過結合現今社會快速的進步與農民原有的豐富經驗，

並與農業科技技術及產銷做連結，而促使傳統產業更上一層樓。 

隨著台灣經濟快速成長，農業部門與工業部門產生競用生產資

源的情形，使國產農產品的生產成本逐漸提高。農業經營本屬不易，

在貿易自由化的潮流下，國內農業所面臨的挑戰更趨艱鉅。 

所以我們希望透過這趟壯遊，擴展國際觀的視野，探索農業旅行

未來邁向，並藉由縝密的規劃得到相對的效益，試運用於社會現代

化及科技潮流的思路為出發點，開創團隊的擴展行銷理念。 

(二)目的： 

體驗本國與日本間的科技生活文化型態、探索日本智慧農業發

展及商業理論行為模式，針對區域性氣候變遷的應有作為，。 

二、執行期程：108 年 1 月 14 日至 108 年 1 月 20 日，共 7 日 

三、內容規劃 

(一)預定到達目的地：日本大阪 

(二)行程規劃： 

行程 時間 內容 

DAY1 

大阪 

AM 關西機場 

PM 關西地區文化體驗大 阪 府  【 岸 和 田 山 車

祭 】  

(宿)大阪德羅普旅館 
DAY2 

大阪 

AM KNOWLEDGE CAPITAL 參訪 

PM 大阪科學技術館 

(宿)大阪德羅普旅館 

DAY3 

大阪 

AM 大阪今昔生活館 

PM 花博紀念公園-鶴見綠地 

(宿)大阪德羅普旅館 

DAY4 

大阪 

AM 富田林市農業公園 

PM (宿)大阪德羅普旅館 

DAY5 

大阪 

AM 大阪市環境局舞洲工廠(垃圾處理廠) 

PM 黑門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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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大阪德羅普旅館 

DAY6 

長野縣 

AM 長野縣小谷村農村生活體驗 

PM (宿)長野縣小谷村 

DAY7 

關西 

AM 回程 

PM 關西機場 

四、行程介紹 

1.關西國際機場 

 

關西國際機場於 1987年動工興建、1994年 9月 4日完工

啟用，是世界第一座完全以填海造陸建成的機場，它同時

也是一座海上機場，可不受宵禁限制的 24 小時運作。該

機場在規劃初期曾被暫稱為關西新機場（関西新空港），

或因所在地名而被一小部份地方人士稱為泉州機場（泉州

空港）。其距離大阪市中心約 38 公里，可透過高速公路

或聯外鐵道來往，車程最快 32分鐘。 

1.大阪府 

 

「岸和田山車祭」開始於大約 300年前人們為祈求「五穀

大豐收」而舉辦的祭典活動。隨著時代的變遷，這項歷史

悠久的祭典活動，在推廣地域交流與增加地域凝聚力中起

著非常重要的作用。祭典中，熱情奔放的壯漢們拽拉著山

車（神轎），吆喝著粗犷豪迈的號子沿街巡遊。屆時還會

出現許多充滿祭典风情的露天摊位。人們邊吃邊逛，到處

都是一派喜氣洋洋的節慶氣氛。 

1.Knowledge Capital 

 

2013 年 Knowledge Capital 開幕，由於與 JR 大阪站

相連，由關西機場搭乘大巴直達只要五十分鐘。偌大明亮

的透明百貨看起來與一般百貨公司沒有什麼區別，但其實

每一間位於這棟百貨的店家，都是由  Knowledge 

Capital 這家公司所培育出來的，一個好的創業點子經由

創業輔導後成功展列在百貨中，由不同的形式演繹出專屬

日本的城市設計之美，很適合對日本城市的設計、科技、

美學有興趣的朋友前來參觀。 

1.大阪科學技術館 

 

首先前往位在奈良縣葛城市的相撲博物館，「けはや

（Kehaya）座」。館內展示有大量有關相撲和武士的資料

文獻（約 12000件）。在充滿魄力的土俵（道場）上，可

以觀看力士們的比賽，如果有興趣的話，還能和真正的力

士實際體驗相撲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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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阪今昔生活館 

 

日本首家以大阪的“住宅和生活＂為主題的博物館。館內

以實物大小重現了江戶時代後期的大阪街市風光，可以享

受在古老街市漫步的樂趣。 

1.花博紀念公園-鶴見綠地 

 

日本大阪在 1990 年時，選中鶴見綠地這裡舉辦「國際花

與綠博覽會」，當時主辦單位以特色花卉為題，熱熱鬧鬧

隆重登場，並且在園區內大量種植各式植栽與綠樹，也讓

鶴見綠地成為鮮花處處的美麗景點。 

1.富田林市農業公園 

 

拥有众多能够感受到自然的恩泽和美丽的景致。在"泥土

乐园"，可以体验收获应季的蔬菜、采摘鲜花的乐趣；种

植着对人类有用植物的"果树药树展示园"与种有大片香

草和玫瑰的"清香园"，以及可以欣赏四季花草的"花田"

等，五颜六色、芬芳吐艳。此外，还有排满体育运动器具

的"冒险岩"和可 以玩球的"草坪广场"，以及可以品尝到

刚摘的蔬菜的餐厅、烤肉屋和直销当地农产品的商店。 

1.大阪環保局舞洲工廠 

 

舞洲工廠建於舞洲，是填海造地所形成的人工島，本地在

1990年代後期為爭取 2008年奧運的舉辦權，而進行大規

模的建設，因此這附近有些運動場地與體育館，在大規模

的建設計劃中，舞洲工廠就在 1997年動工，於 2001年完

工。 

1.黑門市場 

 

從明治時期成立至今的「黑門市場（Kuromon Ichiba，日

文：黒門市場)」，期間曾經一度沒落過，經過重整再行

銷，走在市場裡，新鮮的蔬果、海產、國產肉攤販，也能

找到很有幻想力的河豚料理、日本才吃得到的鯨魚料理等

等，而每到一個城市，一定會到當地市場裡走走的飄兒，

當然不會錯過這個好地方囉！ 



 7 

1.長野縣小谷村 

 

小谷村位於長野縣西北部，中央有一條姬川。是「特別豪

雪地帶」，有許多大規模的滑雪場。冬天有眾多滑雪觀光

客。總人口２９７４人。「限界集落」意味「極限村落」，

因人口過稀，年輕一代的都離開村落，村裡只剩６５歲以

上的高齡者。６５歲以上的高齡者超過總人口的５０％，

便是「限界集落」。無法舉行冠婚喪祭等儀式，很難維持

社會性的共同生活。小谷村的大網地區位於長野縣和新潟

縣縣境，是「限界集落」中的「限界集落」，６５歲以上

的高齡者佔７０％以上。 

 

五、壯遊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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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執行方法 

(一)人員分工 

姓名 分工 職責 備註 

劉○毅 企劃組 壯遊企劃撰寫、行程安排規劃等事前排定  

劉○婕 財務組 經費控管(機票住宿通行等)  

董○慧 接洽組 行前接洽、出入境手續資訊、行程地圖  

劉○珽 機動組 行前裝備確認、安全考慮、交通路線安排  

 

(二)行前規劃 

1. 行前 D+35 日方案設計企劃書送審 

2. 行前 D+30 日壯遊行程規劃確認 

3. 行前 D+20 日完成護照及簽證辦理手續 

4. 行前 D+20 日完成食衣住行接洽，並搜集當地農業旅遊資訊 

5. 行前 D+15 日團隊完成行程規劃溝通及說明 

6. 行前 D+10 日確認所有相關行程事宜 

7. 行前 D+5 日完成行前準備 

(三)事前準備 

1.行程安排及接洽 

2.機票、車票及住宿 

3.行程規劃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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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複印護照影本、準備兩張大頭貼 

5.兌換充足外幣 

6.網路(wifi 機、sim 卡、漫遊) 

7.天氣查詢 

8.旅遊保險 

9.電壓 

10.個人藥品 

11.保暖衣物 

12.準備日本地圖及地鐵 map 

13.出入境手續和資訊 

(三)過程紀錄 

1.旅遊紀實：以壯遊介紹短片方式呈現，結合影音、照片 

及文字 

七、經費規劃與來源 

(一)經費概算表 

項目 細項 數量 單價 個人 計價 備註 

住 住宿費 7 日 800-1,000/天 5,600-7,000 22,400-28,000  

行 機票費 1 趟 8,000-12,000/

人 

8,000-

12,000 

32,000-48,000 來回 

 通勤費 7 日 3,000-5,000/人 3,000-5,000 12000-20,000 全程 

雜費 膳食費 7 日 500-800/天 3,500-5,600 14,000-22,400  

 門票費 7 日 1,000-1,500/人 1,000-1,500 4,000-8,400 參訪 

 網路費 7 日 200-300/天 1,400-2,100 5,600-8,400 Wifi 機 

保險 旅平險 7 日 500-1,000/人 500-1000 2,000-4,000 全程 

總計 87,800-

130,500 

23,000-

34,200 

92,000-136,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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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費來源 

本計畫為慈濟科技大學健康科技管理學院壯遊體驗學習

計畫，每人2萬，四人8萬 

1.申請經費新台幣 80,000 元 

2.自籌經費新台幣 12,000-56,800 元 

3.本計畫總經費新台幣 92,000-136,800 元 

八、預期效益 

(一) 量化效益 

1.參訪農場 2 家 

2.參訪農銷產品行銷商店 

3.訪談農戶 2 家 

4.壯遊介紹短片 1 支以上 

 (二) 質化效益 

希望藉由本次壯遊活動能夠讓我們團隊擴增視野增加農業基

礎概念及行銷概念，提升行銷層面融合健康蔬食與科技化管理，同時

也補足我對於國際觀念的不足 

1.實際走訪日本應用所學知識 

2.親自面對問題並且著手應對 

3.體驗兩國農業及文化之差異性 

4.了解舞洲垃圾處理廠商業行銷模式，可套用在農業行銷 

5.了解日本氣候對於農業之影響 

九、壯遊風險管理與注意事項 

(一)安全評估表 

類別 項目 同意度 備註 

氣候 易造成身體不適 ★★★★ 氣候濕冷須備保暖衣物 

街道經常溼滑 ★★★ 穿著摩擦力較好的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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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源 是否乾淨且安全無慮 ★★★★ 衛生安全 

易找性 ★★ 容易獲取 

食物 是否乾淨且安全無慮 ★★★★ 衛生安全 

易找性 ★★ 容易獲取 

交通 路線複雜 ★★★★ 須事前查詢地圖 

易達性高 ★★ 鄰近地鐵站 

行程間距遠 ★★ 建議搭乘大眾運輸工具 

行程 行程疲憊度 ★★★ 參訪體驗行程 

行程危險度 ★★ 參訪體驗行程 

醫療 醫療資源充足 ★★ 行程附近大醫院 

基礎醫療觀念 ★★ 基礎急救及傷口處理 

(二)遊程風險評估與管理 

1.旅行裝備：個人藥品、保暖衣物、手套、重要證件 

2.交通：日本街道、地鐵較於複雜，須事前做好查詢 

3.氣候：壯遊期間屬於冬季，須準備保暖衣物 

4.醫療資源：須事前查詢鄰近的醫療院所 

(三)注意事項 

1.好好享受這片土地 

2.以撿拾帶頭丟棄，以尊重代替破壞，保持當地原有的 

自然風貌 

3.抱持一顆學習心態 

4.勤奮動手觸摸大地，關掉手機心無雜念 

5.文職彬彬、溫文爾雅、落落大方、謙沖有禮 

(四)緊急聯絡措施 

1.旅遊服務中心 

地址：郵遞區號 100-0005  東京都千代田區丸之內 3-3-1 新東京大廈 1

樓 

電話：03-3201-3331 營業時間： 星期一至日上午 9 時至下午 5 時 

2.台灣駐日代表處 

台北駐日経済文化代表処 〒108-0071 東京都港区白金台５－２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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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慈濟日本聯絡點 

地址：〒169-0072 新宿區新宿区大久保 1-2-16 

電話：+81 3-3203-56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