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lobal education 系列：世界文化遺產與諾亞方舟之城初體驗]

亞美尼亞 ARMENIA
世界文化遺產維護與文化體驗計畫
走入中亞古文明發源地高加索地區，
從露天博物館之稱的亞美尼亞看各式文明產物，並深入其中一同維護與保存！

【計畫背景】
高加索地區是中亞古文明的發源地，曾孕育了許多古文明。高加索南邊的國家－亞美尼亞，是世
界第一個基督教國家，也被喻為「露天博物館」，保留著無數文物古蹟，歷史學家相當重視亞美尼亞
的價值，也可以是了解高加索地區的好地點。
本計畫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世界遺產中心和國際志願服務協調委員會（CCIVS）發起
的「世界遺產志工倡議」中，目標之一便是提高人們對保護，以及促進文化和自然遺產的必要性的認
識 。 自 2008 年 起 不 間 斷 的 在 世 界 各 地 為 維 護 世 界 遺 產 而 努 力 ， 其 理 念 以 及 成 果 詳 見 ：
https://whc.unesco.org/en/whvolunteers/
本計畫也是 UNESCO 與 CCIVS 合作的 WHV 世遺志工計畫之一，計畫所在區域為茲瓦爾特諾茨考
古遺址（Zvartnots Cathedral），茲瓦爾特諾茨(Zvartnots)建於公元 7 世紀中葉，10 世紀遭到強烈地震
的徹底摧毀。志工在工作中可以深入了解當地的文物保育情況，並協助整理遺址的環境，維護遺址的
樣貌。
【活動主辦單位】願景青年行動網協會(VYA TAIWAN)
【國際合作組織】HUJ - Voluntary Service of Armenia

http://www.huj.am/

【國外計畫時間】AH01，10/09-10/18，10 天 (建議最晚 10/8 日於台灣出發)
【計畫區域】Zvartnots Cathedral, Armavir Province（離首都葉里溫 Yerevan 約 20 公里距離）
【居住地點】埃奇米艾津的教堂（Etchmiadzin Cathedral）旁的志工宿舍
【計畫目的】透過參與亞美尼亞與 UNESCO 合作的 WHV 世遺志工青年保護大使計畫，瞭解亞美尼亞
的文化及歷史，及其對世界遺產之保護及推廣的作法。
【計畫內容】實際工作安排或因情況而有所調整
1.

世界遺產維護

維護茲瓦爾特諾茨天主教堂遺址（Zvartnots Cathedral），
清除古蹟附近雜草，讓遺址在志工的協助下得以保存。
2.

亞美尼亞文化體驗

計畫期間會有許多融入在地的活動，如：基礎亞美尼亞語學

習、品嘗當地風味料理與共同下廚、亞美尼亞民族舞蹈及歌曲教學。
3.

歷史、人文、自然環境深度旅遊

I.

卡菲斯揚美術館( Cafesjian Culture Center)：
位於首都葉里溫市中心，以階梯形噴泉而聞名，登上階梯可以一覽葉理溫市區景觀唷！

II.

埃奇米阿津主教座堂(Cathedral of Etchmiadzin)：
透過參觀全世界最古老的主教座堂－埃奇米阿津主教座堂(Cathedral of Etchmiadzin)，了解
亞美尼亞的國教－基督教。

III.

格加爾德修道院(Geghard)：
參訪亞美尼亞中世紀的巔峰之作格加爾德修道院(Geghard)，也是世界文化遺產之一。

IV.

梅斯羅普·馬什托茨寫本研究所(Matenadaran)：
世界上擁有最豐富的中世紀手抄本和書籍的儲存庫之一，其收藏神學、哲學、史學、醫學、
文學和宇宙學等多個領域的亞美尼亞語及多種其他語言古籍，其中藏品－馬什托茨寫本館
的古代寫本藏品 1997 年入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記憶計劃名錄。

V.

加尼神廟(Garni Pagan Temple)：
為著名的、完全按照希臘建築經典模式修造的神廟，如今已經成為亞美尼亞前基督教時期
的唯一一座有著希臘式柱子的廊亭式建築，也是當今世界上位置最靠東的、修復得最完整
的希臘式神廟。

VI.

塞凡湖(Sevan Lake)：亞美尼亞東部，為一座大型高山湖泊，面積約 1360 平方公里，是高
加索地區最大湖泊。

VII. 導演謝爾蓋·帕拉江諾夫博物館(Sergei Parajanov Museum)：
是蘇聯最著名的亞美尼亞人導演謝爾蓋·帕拉江諾夫在埃裏溫的住宅，他去世後改建為博物
館，從中可以看出他是個想象力多麼豐富的奇才。
4.

議題探討

以工作坊的方式，帶領伙伴們討論、分享世界文化遺產志願服務的做法及實際效益，也了解志工個人
如何推廣、保存及看待世界文化遺產，從中了解個人使命及對於人類的價值。

【梯次列表】
團隊

亞美尼亞計畫期間

上班族

10/9-10/18，共 10 天

AH01

(建議最晚 10/8 日於台灣出發)

招募人數
12-20

主題
世界遺產維護與
深度文化體驗

行前籌備日
9/21(六)

有意申請，建議 10 月 8 日台灣出發，18 日結束後，自亞美尼亞返國，預計抵達台灣為 10 月 19 日。

【收退費說明】
※本計畫需要自行處理機票，如需本會代訂機票，請於線上報名時備註提出。建議搭乘 Emirate 航
空，轉機杜拜到葉里溫 Yerevan
團費

取消退費說明 (很重要！！)

NTD 29,650

依據取消時間點，而有不同之收退費

費用包含：
(1) 國際工作營會員註冊費：包含志工計畫註冊
費用、國際聯繫、方案規劃。
(2) 行前說明：包含場地與教材冊、講習費。
(3) 個人保險：投保南山人壽 GSOTA 海外旅遊平
安險，內容包含：400 萬海外旅遊意外險、40
萬醫療險、5 萬美金緊急醫療險。
(4) 計畫費用：營隊期間食宿、文化活動費用與
交通、當地機場至服務社區來回交通。
以上個人費用尚不包括：
亞美尼亞簽證、台灣-亞美尼亞來回機票費用、
個人交通費用、新辦護照費用、個人點心及
Shopping 費用。

錄取通知後一週內需完成團費匯款，匯款後取消
者，將影響本會行政工作與團隊運作，故依不同取
消參與時間點，而有不同之收退費：
(1) 錄取通知後 3 週內取消：收取行政手續費用
NTD2,000 元。
(2) 錄取通知後 5 週內取消：收取行政手續費用
NTD4,000 元+已發生之費用。
(3) 錄取通知後 5 週以上取消：收取行政手續費用
NTD9,000 元+已發生之費用。
(4) 已發生費用：如培訓費用、簽證費、機票訂位
金、機票取消手續費，通常為機票票價的 2030%，依航空公司規定而不同。

【簽證辦理】需自行辦理電子簽證 https://evisa.mfa.am/，辦理辦法：https://www.boca.gov.tw/spfoof-countrycp-01-143-c29a3-1.html，簽證辦理如需要協助，可隨時向本會提出。
【報名資格】18 歲以上，身強體健，無特殊不良嗜好；對於計畫內容與志工服務精神有充分認識
者，歡迎參加！團隊人數預計招募：12-15 人
【報名流程】
1、 計畫說明會：將於台中 03/17(日)14:00-16:00 及 台北 03/19(二)19:00-21:00 舉辦計畫說明會，屆
時會有計畫完整介紹，若您看到計畫心動但有些疑慮，歡迎到計畫說明會直接了解完整計畫！
2、 報名表填寫：請填寫線上報名表 http://goo.gl/forms/bpZXT1DeLT。報名後，2 天內將回覆確認。
3、 團費匯款及 Email 護照電子檔：確認報名後，將 Email 寄送錄取通知，請收到錄取通知後七天內完
成繳費回覆及護照電子檔繳交。繳費一律採現金匯款方式，無提供刷卡服務，感謝大家的配合。
4、 參與行前籌備日：預定在 9/21(六)於台北舉辦，提供大家行程安排注意事項及相關計畫內容說
明。9/6 前另 Email 完整資訊給大家。
【解散及集合】
1、 集合：10/09 當地時間下午 6 點至 6 點 30 分，於葉爾溫國際機場入境大廳集合。
(Zvartonts International Airport, IATA CODE: EVN)
2、 解散：10/18（日）下午 1530，專車送團隊返抵葉里溫國際機場
(Zvartonts International Airport, IATA CODE: EVN)
3、 參加者可約好一起出發，或自行安排前後停留行程。
4、 如需協會代為處理機票，請於報名時備註，協會將以下列建議航班為主購票。

【建議航班】最省時航班，參考票價 36,000-46,000 (Skyscanner)
日期

航班

抵達－轉機

時間

實際飛行時數

10 月 8 日

EK367

台灣桃園機場 TPE - 杜拜機場 DXB

2335 0415

8 小時 40 分

10 月 9 日

EK2206

杜拜機場 DXB – 葉爾溫機場 EVN

1435 1745

3 小時 10 分

10 月 18 日

EK2207

葉爾溫機場 EVN -杜拜機場 DXB

1850 2200

3 小時 05 分

10 月 19 日

EK 366

杜拜機場 DXB -台灣桃園機場 TPE

0340 1615

8 小時 35 分

【亞美尼亞生活安排】
1、 食：當地組織會準備食材，志工們會輪流至廚房協助。
2、 住：住在志工宿舍，無需攜帶睡袋。
3、 行：願景負責自機場至服務地點交通來回接送、以及計劃期間必要之交通接駁。
4、 健康：服務地區非疫區，不需要特別打疫苗。計劃期間團隊備有專車，若有意外事故發生可以帶
伙伴至鄰近醫院就診。同時，VYA 領隊也會備有醫藥箱。如志工個人有特殊狀況，可自行詢問家庭
醫生或旅遊門診，並攜帶個人藥品，並告知領隊相關注意事項。
5、 安全：志工安全是 VYA 最重視的事。亞美尼亞社會風氣良善，在地社區居民友善，服務社區皆有
事前安全評估。出團期間有 VYA 領隊及當地領隊，全程隨團確認志工安全。為確保個人安全，請
志工遵守團體行動，並注意個人財物保管。
6、 語言：主要溝通語言為英文，記得把握練習英文&亞美尼亞語寶貴時光哦。
7、 生活分工：學習服務彼此，共同完成團隊生活事務：備餐、洗碗、垃圾整理、清洗廁所等工作！
【活動聯絡人】林妤儒組長，信箱：vbank@vya.org.tw，
電話：02-23654907，傳真：02-236905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