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冬。汗得小建築德國營隊 

2023/02/01(三)  –  02/10(五) 

後疫情時代的觀察旅行 戰爭、能源與建築的對話 

 
我是誰？我將面對什麼樣的挑戰？走向什麼樣的未來？ 

2020 年一開始，新冠肺炎疫情席捲全球，重大改變我們的生活方式。 
2022 年二月 24 日，俄國出兵烏克蘭，歐洲戰爭促使全世界重新佈局。 

後疫情時代，汗得小建築邀請青少年，在旅行中放大感官、提高知覺， 
從人與人的距離、從能源供給、從建築的功能與形式， 

傾聽戰爭、能源與建築的對話。 

未來世代，不僅要在逆境中發現可能，也要找到自己與世界應對的方式。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GijVU25BQoCKJ3pg7ZpGmrkfzTtgCfIUCXlGAHL2w_flLWw/viewform


 

 

 

營隊資訊 
 

時間                    2023 年 02/01（三）- 02/10（五），共十天 

對象                   18 歲（含）以下在學青少年（小五到高三）

費用 團費新台幣 100,000 元 

費用含活動期間食宿、德國境內交通費、課程研習費、活動體
驗費、保險費、營隊證書。不包含來回機票、護照代辦費與可
能發生的 Covid19 相關檢測費用。 
機票費用於報名時依實際金額代收轉付。 

 
 

 報名時間             即日起開放報名，至 2022/12/20 截止報名。 

 

營隊主題介紹 

 

因為疫情，因為戰爭，我們原本熟悉的世界改變了，我們與世界的應對方式也必須改
變。很多事情，我們不僅要知道，更要開始行動。 

在後疫情時代，什麼是德國的應對策略？他們如何保護社會大眾，同時又不傷害個人
選擇的自由與民主的體制？ 

烏克蘭戰爭如何影響世界對能源的佈局？俄國關閉天然氣的運輸管線，德國人怎麼過
冬？重啟核電廠與發展再生能源的衝突與和解？ 

俄國出兵烏克蘭後，世界好像突然都認識台灣。他們怎麼看台灣的處境？我們自己又
怎麼想呢？ 

我們將走讀德國迎接世界的大門—法蘭克福與重工與能源的重鎮—魯爾區。 

世界改變又改變，但有些價值永遠不會變。世界不一樣，後疫情時代的能源與建築發
展策略，是我們在旅行中觀察的重點。 

 

  



 

 

【主題一】鋼鐵人的行程 —  環境再生魯爾區 

魯爾區，是德國礦業與鋼鐵業的重鎮，是 19 世紀到 20 世紀中支撐德國重工業的時代
見證。然而，魯爾區也曾經是最不適合生活的地方：高聳入天的煙囪噴出懾人的火
炬、深井礦區的巨大輪車日夜不停轉動、鍊鋼的冶鎚震耳欲聾..... 

但從 1990 年代起，魯爾區成為全世界舊工業區改造的典範。不只是德國能源生產中 

心，也是綠地覆蓋率最高的地方。不只是廢舊立新，更是再利用，重現了工業區的歷
史，也提供文化、休閒與學習的園地。整個魯爾工業區，就是一個活的博物館，這是
資源型城市轉型經典的案例。一直到今天，魯爾區仍然是德國最大的能源供應中心。
除了大型燃煤火力電廠之外，還有天然氣、太陽光電、風力與生質能發電，供應德國
60%的用電。當世界運轉到一個能源轉型的向度，走進能源的故鄉－魯爾區，建築的
形貌正傳遞時代趨勢的訊息。 

 

 我們會拜訪佔地 180 公頃的泰森大煉鋼廠，體驗熔爐與高爐的重工前身。探查泰
森大煉鋼廠重工業遺址在文化與生活的新生。 

 我們以城市的遠見親炙魯爾礦區的夢幻變身。探訪夢仙旎如何從採煤的礦區轉身
為夢想城市的社區。這是 BIPV 太陽光電的世界經典建築，打開視野，看見從房
子改變的世界觀—實踐主動產能與被動節能的舒適生活。 

 我們走讀位於埃森老城區的耶穌復活教堂。這是是現代主義引領的教堂建築。在
1920/30 年間，世界經濟危機時期所興建。是從匱乏走出來的時代之作。 



 

 我們拜訪德國第一座「花園城市」—瑪格麗特高坡社區，這裡被視為人類宜居的
典範。它擁有 935 座建築，共計超過 3092 間單元住房。這個社區興建於 1906
年，在工業化的社會與必須控制預算為前提的設計，也是符合社會需求的設計。 

 我們探訪世界文化遺產「關稅同盟煤礦工業建築群」，這裡是魯爾區的艾菲爾鐵
塔，從 1851-1986 年開採石煤。在 2001 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指定為世界文化
遺產。包浩斯風格的 12 號礦坑於 1932 年開放，在建築和技術上都堪稱傑作，被
評為「世界上最美麗的礦場」。 

 拜訪魯爾博物館—弗克望與包浩斯建築與美學概念的具體呈現。 

 

【主題二】新法蘭克福 — 實踐更好的世界 

我們探訪法蘭克福，認識這個城市如何追求社會正義與實踐個人價值，在努力的同
時，不只改變自己的生活，也讓世界變得更美好。為了實現一個比較好的世界，不同
的人在不同的地方用不同的專業與方法，一起努力。從 1920 年代開始的新法蘭克福
運動，不僅發展社會學的批判理論，更在居住、社會福利與社會公平公義上，以新人
類新生活來創造更好的社會。 

 1848 年，德國第一座議會在法蘭克福聖保羅教堂開始議事。這裡是德國民主的搖
籃，我們會在教堂體驗鮮活的歷史，也會到博物館了解這充滿爭議的歷史形成。
知道：民主必須付出努力才能爭取，需要寬容忍耐才 能持續，需要毅力與合作才
能和解。 



 

 我們拜訪法蘭克福博物館河岸最老博物館—通信博物館︒ 現代風格的玻璃建築，
由建築師 Günter Behnisch 所設計。我們參與互動式展覽「昨日、今日與未
來」，體驗嶄新的溝通與思考方式。 

 我們拜訪建築師 Ernst May 在 1930 年代，在五年之內所完成的 12,000 棟住宅與
社區。這遠遠不只是數字的成果，這些已經成為典範的古蹟建築，不僅會讓我
們認識前人的成就與努力，也會讓我們驚嘆，原來，透過建築可以讓世界更美
好。 

 我們拜訪法蘭克福哥德大學—全德國最美的大學校區。為什麼最美？為什麼是哥
德大學？美麗與黑暗的歷史，是在大學知識生產與傳遞的功課。 

 我們拜訪達姆城工業大學與達姆藝術設計學院。打開視野，領略設計、工程與學
習的典範。我們走讀名列世界文化遺產。在 20 世紀初由現代主義建築師群蓋出
的理想花園城市 Mathildehoehe。 

 除了社會性的典範住宅與社區，以及列名古蹟與經典建築的博物館建築群，我
們會到達姆城認識   充滿想像力的住宅建築—螺旋森林。超過 1000 個窗戶各自
擁有獨自的樣貌，所有的牆角和屋頂的連接都以圓角處理。這棟取消直角的居住
建築群，從 2000 年開始，打開童趣的建築視野。 

 

 

如果在你心中，曾經興起要讓「世界更美好」的願望，請參與我們的旅程，讓我們被
激勵、被連結，讓我們一起，有勇氣繼續努力 ! 

  



 
2023冬。汗得德國小建築營隊行程表 

日期 體驗重點 
住宿

地點 

02/01

三 

桃園機場→法蘭克福，搭乘阿聯酋航空 

起飛 02/01 22:45 台北（TPE）→ 

抵達 02/02 12:45 法蘭克福(FRA) 
 

機上 

【主題一】鋼鐵人的行程 —  環境再生魯爾區 

02/02 

四 

 拜訪佔地 180公頃的泰森大煉鋼廠，體驗熔爐與高爐的重工前身。探

查泰森大煉鋼廠重工業遺址在文化與生活的新生。 

 夜宿大煉鋼廠，在煉鋼高塔間攀岩探險，在結構之間夜遊循跡。 

杜 

意 

斯 

堡 

工 

業 

景 

觀 

園 

區 

青 

年 

旅 

館 

02/03 

五 

 探訪夢仙旎—從採煤的礦區到夢想城市的社區 

 認識 BIPV太陽光電的世界經典建築從房子改變的世界觀—主動產能

與被動節能的舒適生活實踐 

 魯爾—新與舊並存的文化心、眼 

02/04 

六 

 拜訪建築師 Otto Bartning位於埃森老城區的耶穌復活教堂。這是包

浩斯精神的引領建築。。 

 走讀瑪格麗特高坡社區，德國第一座「花園城市」。 這片 115公頃

大，由瑪格麗特克魯伯基金會管理的社區，被視為人類宜居的典範。

它擁有 935座建築，興建於 1906年，為提供克魯伯集團的工人可負

擔與舒適的家屋。是建築師 Georg Metzendorf（1874-1934）在工

業化的社會與必須控制預算為前提的設計，也是符合社會需求的設

計。 

02/05 

日 

 拜訪世界文化遺產「關稅同盟煤礦工業建築群」—魯爾區的艾菲爾鐵

塔」。 

 走讀包浩斯風格的 12號礦坑—世界上最美麗的礦場。使用包浩斯的

設計概念達成工業整體建築群的巔峰之作。 

 拜訪魯爾博物館—弗克望與包浩斯建築與美學概念的具體呈現 



 

【主題二】新法蘭克福 — 實踐更好的世界 

02/06 

一 

 法蘭克福「新老城」城市巡禮。看德文地圖，找到 15個歷史景點。 

 速寫法蘭克福皇帝大教堂︒認識城市的興起，展望城市的規模。 

 拜訪聖保羅教堂。親臨德國民主的搖籃，議事的開始。 

 經過猶太巷博物館，拜訪歐洲中央銀行，從美因河看見銀行社區的百

變風貌。 
法 

蘭 

克 

福 

青 

年 

旅 

館 

02/07 

二 

 拜訪新法蘭克福運動的經典住宅—Ernst May 社區。從 Bauhaus（包

浩斯）時代房子的設計與及經典法蘭克福廚房中學習「建築是生活的

流程」。 

 去訪法蘭克福哥德大學—全德國最美的大學校區。為什麼最美？知

識、歷史與建築的功課。 

02/08 

三 

 拜訪達姆大學城。到訪 20世紀初，由現代主義建築師群蓋出的理想

花園城市Mathildehoehe。從 2021年開始，名列世界文化遺產。 

 拜訪達姆藝術設計學院。 

 拜訪達姆城工業大學。設計、工程與學習的典範。 

 親臨充滿想像力的住宅建築—螺旋森林。超過一千個窗戶各自擁有獨

自的樣貌，這棟取消直角的居住建築群，從 2000 年開始，打開童趣

的建築視野。 

02/09 

  四 

 拜訪法蘭克福博物館河岸最老博物館—通信博物館。參與互動式展覽

「昨日、今日與未來」，體驗嶄新的溝通與思考方式。 

 搭乘阿聯酋航空。法蘭克福(FRA)→台北（TPE）14:30起飛  

機上 

02/10  

五 

 

14:45 抵達桃園機場  

 

✤ 全程住宿青年旅館。 

✤ 每日學員製作旅行明信片，傳遞心情、景色與

所學給家人、朋友與自己。 

✤ 每日早晚課程完成後的工作手冊，是工作營不可

取代的心得與學習。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GijVU25BQoCKJ3pg7ZpGmrkfzTtgCfIUCXlGAHL2w_flLWw/viewform


 
 

活動時間 2023/02/01（三）～ 2023/02/10（五），共十天 

帶隊老師 
由汗得學社執行長與汗得建築工事實驗教育機構校長韋仁正，偕
同「汗得建築工事」老師與多位參與合作計畫的德國資深專業夥
伴共同帶領。 

報名程序 填寫報名表單、匯款。 

 

繳費方式 

匯款至 

銀行：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忠孝分
行（銀行代號 011） 戶名：社
團法人台灣汗得文化協會 

帳號：20102000030220 

 

 

 

費用相關 

• 由於疫情關係，準備與聯繫事項繁複。有意願參與學員請在報
名時繳交報名費新台幣 5,000 元。此費用包含在營隊總費用
中，不予退費。並繳交機票費用。此為代收轉付，相關事宜依
照航空公司規定辦理。 

• 營隊費用（團費）請於出發前兩個月前（2022/12/31 前）完成
繳納。 

• 已完成繳費之學員如因個人因素欲取消報名，須致電並以    
Email、傳真向主辦單位提出，主辦單位依據申請提出時間進行
退費。 （事關權益，請您詳閱） 2022/12/15 之前取消報名
者，除報名費外酌收手續費三千元； 12/16 至 12/31 取消報名
者，扣除報名費用後八折退費； 2023/01/01 至 01/13 取消報
名者，扣除報名費用後五折退費； 01/13 後取消報名者，恕不
退費。 

• 取消報名時機票費用退款根據航空公司機票購買合約規定辦理退

款。 

• 學員若未按照規定時間申請退費，或於課程當日未到、中途退
出均恕不退費， 亦不得要求轉換為其他課程。 



 

 

所需文件 

收到報名資料後，本單位將以限時信寄出相關應備資料說明書與表
格；再請將以下資料於 2023/01/08 前郵寄至：台北青年郵局第 73 
號信箱 台灣汗得文化協會收 

18 歲以下學員應備資料：家長同意書：德國在台協會官方文件，請
提供所需身分證影本、填妥資料及家長雙方簽名（請加簽與護照相
同英文名） 

• 文版戶籍謄本：效期僅三個月，請於 2022/12/01 以後至
戶政機關申請，只需申請學員「個人」部分即可，不需全
戶資料。 

• 家長雙方護照影本或提供其他載有英文姓名之文件：含個人
資料及簽名部分，護照請在簽名欄簽名後再拍照、掃描或傳
真。 

為保護未成年孩童的人身安全，歐盟法律規定，沒有監護人同行且
未滿 18 歲的未成年人，於德國出入境抽查時必須出示監護人，即
「家長同意書」。並經德國在台協會及駐德台北辦事處所提供資訊
（非常建議） 

• 18 歲以下學員需攜帶「英文版戶籍謄本」，以證明「家長同意
書」簽署人與學員的親子關係。 

• 為避免英文版戶籍謄本所載學員及其父母姓名與護照不
同，導致英文戶籍謄本在國外出入境時無法使用，所以要
學員提供父母關係人之「我國護照」影本， 或提供其他載
有家長英文姓名之文件。 

Q & A － 至戶政事務所申辦英文戶籍謄本需要準備的資料： 
• 法定代理人身份證正本 
• 法定代理人之護照正本，或提供其他載有英文姓名之文件。 
• 申請人（小孩）之護照正本 
• 申辦天數：6 個工作天 
• 申辦規費：新台幣 100 元。（第 2 份之後每張 15 元） 



 

 

 

 

 

 

 

注意事項 

1. 行前課程：請學員盡可能出席。行前課程會提供「營隊手冊」，
內附詳細活動內容、住宿訊息、同行帶隊老師聯絡方式、機場集
合時間與地點，以及必須的裝備等。 

2. 請攜帶相機以便攝錄，並建議加強練習文字與手繪的紀錄能
力。 

3. 健康狀況：若有其他特殊疾病、身體照護、食物過敏…等需求，
請主動事先告知，以便準備完整且適當的照料。 

4. 財物管理：請勿攜帶太多金錢，建議不要帶超過 300 歐元的現
金，以避免意外損失。 

5. 團體紀律：國外旅行與工作營進行，請重視團隊精神，不可以
脫隊單獨行動。每日有早晚課程、德語練習與明信片製作。提
醒同學，打開心、眼，動手、動腦，努力學習也認真旅行。 

6. 營隊進行中，如遇有不可抗力情事（如颱風、地震、流行病
等），為確保學員之安全，得由主辦單位決定提前結束，並於計
算全部成本之後，退還其餘之費用。 

聯繫汗得 電話：（02）2337-9862 

傳真：（02）2337-7862  

Mail：hand@hand.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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