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8年台灣協助泰北發展訪問團說明 

壹、 計畫目的：結合台灣民間充沛力量協助泰北永續發展，由駐泰代表

處比照去(107)年 8 月間籌組「台灣協助泰北發展訪問團」，由童

振源大使率領赴泰北訪問，訪問團此行將結合國內教育、產業、農

業、醫衛及 NGO 等領域專家學者、泰國台商等，期透過國內資源、

技術及台商力量，提升泰北當地在教育、農業、產業、醫衛等各領

域的全面發展，促進我與清邁、清萊地區大專校院校際交流，並鼓

勵泰北僑生赴台升學、協助台商企業招募優秀人才。 

貳、 辦理時間：108年 9月 25日至 30日 

參、 拜會地點：清邁、清萊重要大學、僑校及兩地雲南會館 

肆、 關懷分組：  

一、 「政社組」負責推動泰北未來發展政策及社福慈善團體關懷援助

行動之說明。 

二、 「教育組」負責與清邁、清萊大專校院交流，以及推動泰北華校

回台升學招生及曼谷台商人才徵募。 

三、 「保健組」台灣醫療團隊與泰國醫院合作提供泰北僑民健康諮詢。 

四、 「產業組」則邀集國內產業、行銷、農技專家與泰北當地農作業

者、旅遊服務業者進行交流 

伍、 費用：往返機票請依建議行程自行訂購，活動期間各組食宿及交通

費用如下，請於 9 月 10 日前新台幣請匯入戶名：孔祥蘭 (帳號：

0598968170188，玉山銀行民權分行)、泰銖請匯入 Ms.Hsiang Lan 

Kuang(帳號：0550141410，曼谷銀行 Ratchada-Huaykwang 分行)，

逾期不候。(另請將匯款資料逕自 LINE給承辦人林冠宏先生) 

一、 「教育組」六天五夜行程：單人房 14,800 元(泰銖或新台幣)、

雙人房 10,300元(泰銖或新台幣) 

二、 「政社組」、「保健組」、「產業組」等 3 組五天四夜行程：單

人房 11,600 元(泰銖或新台幣)、雙人房 8,100 元(泰銖或新台幣) 

(鑒於泰銖升值、台幣較為疲弱，爰泰銖兌換台幣 1：1計算) 

陸、 本案聯絡人為林冠宏先生（泰國手機號碼：0923577386、LINE 帳號：

holyalin） 



台灣協助泰北發展訪問團規劃行程表 

  108 年 8 月 8 日 

時間 活動內容 地點 備註 

9 月 25 日(星期三) 

10：25 

(教育組)訪團由桃園至泰國清邁 

07：25 搭乘長榮 BR257班機 

10：25 抵達清邁國際機場 

 

從曼谷出發者 

08： 45 搭乘泰國微笑航空

TG104 班機 

09：55 抵達清邁國際機場 

11：00-11：45 前往清邁大學  車程 45 分鐘 

12：00-14：00 
(教育組)訪團與清邁大學校方代表午

餐敘 

清邁大學附近餐

廳 
 

14：00-15：00 前往 RMUTL 大學   

15：00-16：30 (教育組)訪團到 RMUTL大學招生   

17：00-19：00 
(教育組)訪團與 RMUTL 大學校方代

表晚餐敘 

RMUTL 大學附

近餐廳 
 

19：45 旅館 check in  夜宿清邁市區酒店 

9 月 26 日(星期四) 

10：25 

(產業組等 3 組)訪團由桃園至泰國清

邁 

07：25 搭乘長榮 BR257班機 

10：25 抵達清邁國際機場 

  

11：00-11：30 (產業組等 3 組)訪團前往清邁市區  車程 30 分鐘 

11：30-14：00 (產業組等 3 組)訪團午餐  清邁雲南會館附近餐廳 

    

08：30-09：00 (教育組)訪團前往湄州大學  車程 30 分鐘 



09：00-10：00 
(教育組)訪團與湄州大學台灣校友交

流 
  

10：00-11：30 (教育組)訪團湄州大學招生   

11：30-13：15 
(教育組)訪團與湄洲大學校方代表午

餐敘 

湄州大學校附近

餐廳 

 

13：15-14：00 (教育組)訪團前往清邁雲南會館  車程 45 分鐘 

14：00-16：30 第一場宣導 清邁雲南會館  

17：30-19：30 
訪團與清邁雲南會館、清邁華校聯

合會、泰北台商聯誼會代表晚餐敘 
 待定 

20：30 旅館 check in  夜宿清邁近郊酒店 

9 月 27 日(星期五)  

08：00 旅館 check out   

08：00-10：00 前往清邁萬養忠貞中學  車程約 2小時 

10：30-12：00 
清邁地區華校祭孔大典暨慶祝教師

節活動 
清邁忠貞中學  

12：00-13：00 午餐 清邁忠貞中學  

13：00-15：30 第二場宣導 清邁忠貞中學 

大使等人前往清邁忠烈祠 

13：30前往，14：00抵達 

1400-1500參拜忠烈祠 

1500-1600前往慈濟學校 

15：30-16：00 前往清邁慈濟學校  車程 30分鐘 

16：00-17：30 拜訪清邁慈濟學校   

17：30-18：30 晚餐 清邁慈濟學校  

18：30-20：30 前往清萊美斯樂  車程 2小時 



21：00 旅館 check in  夜宿清萊美斯樂天一方酒店 

9 月 28 日(星期六) 

09：30 旅館 check out   

09：30-10：30 前往清萊大同中學  車程約 1小時 

10：30-12：00 
清萊地區華校祭孔大典暨慶祝教師

節活動 
清萊大同中學  

12：00-13：30 午餐 清萊大同中學  

13：30-16：30 第三場宣導 清萊大同中學  

17：00-18：30 晚餐 
滿星疊星星育幼

院 

 

18：30-19：30 返回飯店  車程約 1 小時 

19：30 旅館 check in  夜宿清萊美斯樂天一方酒店 

9 月 29 日(星期日) 

09：00 旅館 check out   

09：00-11：00 第四場宣導 美斯樂興華中學  

11：00-12：30 前往清萊雲南會館   

12：30-14：00 訪團與清萊雲南會館代表午餐敘 清萊雲南會館  

14：00-16：00 第五場宣導 清萊雲南會館  

16：00-18：00 文化參訪-泰緬邊界   



 

 

18：00-19：30 晚餐   

20：30 旅館 check in  夜宿清萊皇太后大學附近酒店 

9 月 30 日(星期一) 

10：00-11：30 
拜訪清萊皇太后大學或清萊滿堂村

建華高中 
  

11：30-13：00 
訪團與皇太后大學或清萊滿堂村代

表午餐敘 
  

13：00-13：40 訪團前往清萊機場  車程約 40 分鐘 

14：35 

訪團由清萊至曼谷 

15：20 搭乘曼谷航空 PG234 班機 

16：50 抵達曼谷機場 

 

終點回曼谷者 

15： 00 搭乘泰國微笑航空

TG2135 班機 

16：25 抵達曼谷國際機場 

17：40 

訪團由曼谷至桃園 

17：40 搭乘長榮 BR2220班機 

22：20 抵達桃園機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