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9 屆世界台語文化營【行前通知】  

Tē 19 kài Sè-kài Tâi-gí Bûn-hòa-iâⁿ Hêng-chiân Thong-ti 

2015.07.08 update 

活動網站：http://www.TLH.org.tw (請隨時上網了解營隊上新 ê 消息) 

報到時間：2015 年 7 月 17 日，拜五中晝 12:00~12:40 中晝請自理，食飽 chiah 來喔！ 

報到地點：國立成功大學國際會議廳 B1 第一演講室外口（請參考附件營會地圖） 

活動時間：2015 年 7 月 17 日～20 日（拜五～拜一） 

會    場：國立成功大學國際會議廳 B1 第一演講室(文化營) 

國立成功大學活動中心三樓會議室(囡仔營) 

701 台南市東區大學路一號（榕園校區－舊名光復校區） 

住暝地點：南寶大飯店 (704 台南市北區前鋒路 318 號，06-2085500)  

3PM 以後 chiah ē-tàng check-in 

各位友志，平安出頭天！ 

真歡喜你 ē-tàng 來參加第 19 屆世界台語文化營/囡仔營！下面是咱出發進前 ài 注意 ê 事項： 

1. 隨批有行前通知、議程、營會地圖 kap 交通方式，請查收。 

2. 住暝 ê 人請先 tī報到時間來會場報到，當天電影看 soah chiah 去 hotel check-in。若錯過報到

時間 koh 已經下晡 3 點以後者，ē-sái 直接先去 hotel check-in chiah koh 來會場。 

3.  Sûi-sin mı̍h-kiāⁿ soeh-bêng／隨身物品說明 

(1)一定 ài chah ê 物件／一定要帶的東西： 

☺健保卡 ☺錢 ☺Lín 厝 ê 鎖匙 ☺歡喜心 ☺外套(會議廳冷氣真強) 

☺行前通知 kap 地圖 ☺個人藥品 ☺個人換洗 ê 衫仔褲、睏衫、bôe-á (袜 á) 

☺siû-chúi 衫、siû-chúi 帽（thang 浸溫泉）☺枕頭、thán-á(囡仔營幼齒組睏晝通用) 

 (2)建議 chah 來 ê 物件／最好帶來的東西： 

☺帽仔、雨傘、預防曝傷用品、防蚊液、薄長 ńg 外套 

☺ Hip 相機、手機、充電器 ☺紙、筆 ☺環保袋 á &箸&杯仔&碗 

☺貴重物件若是用 bōe-tio ̍h, mài chah 來(貴重物品如果用不到，就不要帶) 

4. 緊急連絡電話 

聯絡電話：TLH 室內專線 06-2096384  秘書長陳金花 0921-957708 

行政組：阮意雯 0935-751143 潘秀蓮 0928-711671 許珮旻 0934-269226 

食睏組：穆伊莉 0919-787500 

 

 

 

  



第 19 屆世界台語文化營【議程】  

Tē 19 kài Sè-kài Tâi-gí Bûn-hòa-iâⁿ Gī-thêng 

˙Tōa-lâng-iâⁿ大人營  活動地點：國立成功大學國際會議廳第一演講室 

*講師名單請上網查詢！ 

˙Gín-á-iâⁿ囡仔營 活動地點：國立成功大學活動中心三樓會議室 

7/17 (五) 7/18 (六) 7/19 (日) 7/20 (一) 

早起

9:00-10:30 

 

【第 3 場】 

台灣學 kap 政治實

踐 

【第 7 場】 

四方朋友來

phò-tāu--各地台文團

體交流 

【第 9 場】 

我的囡仔無愛中國冊

--自學教育家己來 

早起

11:00-12:00 

【第 4 場】 

蔡英文主席 

專題演講 

【第 8 場】 

高雄市長陳菊 

專題演講 

【第 10 場】 

草根組織來相挺 

12:00-1:00 

12:00-12:40 

歡喜來報到 Tiong-tàu-tǹg Tiong-tàu-tǹg 
12:00-12:30 閉幕 

12:40-13:00 開幕 

再會 sūn-kiâⁿ 

下晡

1:00-3:00 

【第 1 場】 

課綱&中小學教育 

【第 5 場】 

文化創意 

--台語文 ê 多面向 

台灣歷史博物館 

& 

關仔嶺溫泉之戀 

下晡

3:30-5:30 

【第 2 場】 

台灣學按怎引入

高等教育 

【第 6 場】 

媒體怪現象--台灣

教育佇叨位？ 

暗時

7:00-9:30 
電影暝 

金光閃閃 

台灣暝 

 7/17 (五) 7/18 (六) 7/19 (日) 7/20 (一) 

早起

9:00-10:30 

 

綠色魔法學校 音樂kah潛能激發 多元文化kah在地化

早起

11:00-12:00 
趣味台語文 

歡唱客語 kah 越南

語 
趣味 ABC 

中晝

12:00-13:00 

12:00-12:40 

歡喜來報到 Tiong-tàu-tǹg Tiong-tàu-tǹg 
12:00-12:30 閉幕 

12:40-13:00 開幕 

再會 

下晡

13:00-15:00 
台語魔術 戀戀台灣史 

台灣歷史博物館 

& 

關仔嶺溫泉之戀 

下晡

15:30-17:30 
校園尋寶 戲說台灣布袋戲 

暗時

7:00-9:30 
電影暝 

金光閃閃 

台灣暝 



 

 

 

第 19 屆世界台語文化營【營會地圖】  

Tē 19 kài Sè-kài Tâi-gí Bûn-hòa-iâⁿ Iâⁿ-hōe Tē-tô ͘ 

 

 

榕園校區 
(光復) 

大  學  路 

後驛 



 

 

 

第 19 屆世界台語文化營【交通方式】  

Tē 19 kài Sè-kài Tâi-gí Bûn-hòa-iâⁿ Kau-thong Hong-sek 

 

 

 

駛
車 

報名 ê 時若有報車牌，ē-sái 駛入來成大。 

落
南  

沿國道一號落南 → 永康交流道正斡 → 順中正北路、中正南路(南向)

往台南市區直行 → 中華路倒斡 → 順中華東路行 → tī 小東路口正
斡，直行就會到成大榕園校區(光復)小東路校門口。 

【國道三號落南，接國道 8 號（西向），閣接國道一號（南向） 】 

上
北  

沿國道一號上北→ 落仁德交流道倒斡 → 順東門路(西向)往台南市區
直行 → 看著林森路抑是長榮路正斡(北向)，tī 大學路口倒斡，直行就
會到成大榕園校區(光復)大學路校門口。 

【 國道三號上北，接 86 號快速道路（西向），閣接國道一號（北向） 】

坐火車 
Tī 台南站落車，出後驛就是大學路，直行約略 300 公尺，左手爿就看會
著成大榕園校區(光復校區)大門口。 

坐高鐵 

坐台灣高鐵到台南站，換坐台鐵沙崙線，tī 台南站落車，出後驛就是大
學路，直行約略 300 公尺，左手爿就看會著成大榕園校區(光復校區)大
門口。 

坐客運 

終點站兵工廠，落車以後： 

1.坐大遠百 ê 免費接送公車：tī 火車站前站落車，行地下道到後驛出口，
倒手爿就是成大榕園校區(光復校區)。 

2.步輪：行出停車場出口正斡，順公園路倒斡公園南路(seh̍ 台南公園 ê

外圍)，行到底 koh 正斡北門路二段，接續就看會著台南火車站，
經過地下道到後驛出口，倒手爿就是成大榕園校區(光復校區)。

3.坐計程車：車程 5 分鐘，費用量略 100 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