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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大学 2019 冬令营 
海峡两岸学子系列活动 

 
创新管理体验学习冬令营 
台湾文化创意美学冬令营 
创新建筑开发体验冬令营 

创新产品设计冬令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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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创新管理体验学习冬令营 
1.活动说明：东海大学为台湾知名之学府，其中在创新与经营管理领域尤为出色，坚强的师资阵容，

培育了许多杰出人才，本次规划管理冬令营，主要以创新灵活的课程，辅以台湾企业
参访，对台湾经济发展，及对学生在生涯规划与学习必有帮助。活动地点以台中市为
中心向外延伸，台中市为随时蜕变引领潮流的创意城市，具有浓浓的人情味，气候舒
适，是一个友善城市。 

2.活动时间：2019/1/20 (日)至 1/29(二)，共 10 天。参考网址 http://www.thucamp.com/ 
3.报名截止：2018 年 10 月 20 日。 
4.参加资格：大学或学院本科生及研究生在校同学。(本课程亦适合非管理领域同学参加) 
5.每团 40 名，依报名优先顺序为准。(住宿床位有限，报名请速) 
6.费用：东海大学补助后，每人美金 950 元(含全程餐费、住宿费，住宿本校学生宿舍或校外酒店，

4 人一间;参访费用、机场接送、200 万台币之平安保险、演讲费、讲义费、入台证件费等。不含
机票及个人花费)。 

7.预定行程：10/20 招生截止、11/5 办理入台申请。12/15 前核发入台申请、1/5 完成费用缴交。 
8.结业证书：参加本活动结训，将颁发「创新管理冬令营」结训证明书。 
9.预排师资： 
  王凯立博士：(美国犹他州州立大学经济学博士，财金教授， EMBA 前班主任) 
  黄延聪博士：(台湾大学企管博士，东海大学企管系教授兼系主任) 

吕秀如博士：(美国宾州大学博士、东海大学餐旅管理系助理教授) 
  邱靖蓉博士：(中山大学管理博士，专业讲师) 
  陈中和总经理：(东海大学管理硕士，中铨国际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温絮如经理：(巨大捷安特自行车公司幕僚长、东海大学兼任助理教授) 
  黄衣莉博士：(彰化师范大学咨商学博士，修平科技大学助理教授) 
10.暂定行程说明： 

第 1 天 机场专车接机至台中东海大学 

 

于桃园中正国际机场或台中清泉岗机场接机，驱车前往美丽的东海大学，抵达后由专
人带领介绍东海大学校园，包括文理大道及世界知名建筑路思义教堂(台中市八大景
点之ㄧ)、本校各学院、二校区管理学院、音美馆、东海湖等景点。住宿东海大学附
中宿舍或校外酒店。 

第 2 天 始业典礼&专题演讲 

上午 
始业典礼 

主题：经济学的世界  
主讲：王凯立博士(东海大学财金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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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 
主题：创新行销案例研讨 
主讲：黄延聪博士(东海大学企管系教授兼系主任) 

晚上 

台湾夜市文化-逢甲夜市体验。 
逢甲夜市是全台湾最大且著名的观光夜市，吸引各地的民众，每逢假日人潮更让附近
道路塞得水泄不通；逢甲夜市更是创意小吃的发源地，创意美食带动台湾的小吃梦工
厂，不断的推陈出新成为台湾创造力的指标。晚餐自理。 

第 3 天 管理专题研讨及企业拜访(大甲地方特色文化参访) 

上午 
主题：创新品牌经营-认识产品设计及新产品开发 
主讲： 陈中和总经理 

下午 
专车至宏全工业参访，该公司以生产瓶盖及饮料为主，股票上市公司。在中国有 15
家分公司，年营业额百亿，参访后时间许可前往清水高美湿地。 

晚上 台中新光三越广场并参观物流业，时间许可安排参观秋红谷及歌剧院，晚餐自理。 

第 4 天 专题研讨&台中市补习班文化导览一中补习班商圈，晚餐自理。 

上午 
主题：团队建立与沟通领导 
主讲：邱靖蓉博士 

下午 
主题：创新人力资源管理-认识台湾企业、人力选.训.用.留 
主讲： 温絮如幕僚长 

晚上 晚上前往台中老街-一中街，晚餐自理。 

第 5 天 专题研讨  

上午 
主题：现代管理的必要工具-简报技巧与口才训练 
主讲：黄衣莉博士 

下午 
主题：素质提升、魅力培养－国际商务礼仪与接待服务 
主讲：吕秀如博士 

晚上 自由活动。 

第 6 天 北台湾趴趴走-台湾文创及青少年流行文化 

上午 

前往国立故宫博物院，探访千年历史轨迹。故宫博物院前身为西元 1925 年在北平紫
禁城建立的故宫博物院，1933 年为躲避日本军事攻击，将文物南迁，1965 年故宫现
址落成、定名为中山博物院、俗称「台北故宫」。院内珍藏数万件古玩艺术品包括翠
玉白菜、肉型石、毛公鼎等，还有各种朝代展览，让你留连忘返。 

下午 
前往松山文创园区与诚品书局、之后 Taipei101，楼高 508 公尺，地上 101 层，曾经
是全球第一高楼，除底部裙楼为购物商场外，更是台北金融商业重镇，宏观之建筑设
计可供建筑设计人员好范例。晚餐后返回台中。 

第 7 天 南台湾海洋文化体验-垦丁沙滩踏浪 



 
4 

上午 

前往垦丁公园，当地是台湾最早建立的国家公园，位于台湾最南端之恒春半岛，海边
游览，包括垦丁国家公园、猫鼻头、鹅銮鼻、帆船石等。猫鼻头是垦丁著名地标之一，
这有观景高台，饱览巴士海峡及台湾海峡，观赏群礁海岸，鹅銮鼻是台湾最南端的灯
塔，园内亦有多种热带滨海植物及珊瑚礁地形，及美丽的滨海步道，时间允许将视天
候安排风吹沙海洋与大草原体验。 

下午 
国家公园内的白沙湾，是由海洋生物壳体所组成的贝壳砂滩，形成的一片长约 500
公尺，宽约 40 公尺的洁白砂滩而得名，沙粒均匀，晶莹明亮。(天气许可，踏浪体验)
夜宿高雄。 

第 8 天 台湾南部文化探索 

 
上午前往参观爱河改造及高雄铁道纪念馆及驳二艺术园区之后前往奇美博物馆。时间
许可将顺道至彰化鹿港小镇寻古。晚餐后返回台中。第二规划案：美浓客家文化园地，
高雄爱河，打狗领事馆。 

第 9 天 中台湾知性之旅 

上午 

前往日月潭日月潭国家风景区，位于南投县鱼池乡水社村，是全台最大的淡水湖泊，
故日月潭有人称为『海仔』或『水社海仔』；因潭景雾薄如纱，水波涟涟而得名为『水
沙连』，四周群峦迭翠，海拔高 748 公尺，面积 116 平方公里，全潭以拉鲁岛(光华
岛)为界，南形如月弧，北形如日轮，所以改名为『日月潭』，潭面景像万千，为出色
的天然大湖，稍后前往文武庙、如果时间天气许可将可租用自行车导览日月潭湖光山
色。(日月潭自行车道被票选为世界十大最美自行车道之一)  

下午 

中台禅寺，又称中台山，由惟觉老和尚创办，是一个位在台湾南投县埔里镇的佛教寺
庙，楼高达 136.0 米，三十七楼，为目前世界及台湾最大、最高的佛教寺庙及世界第
二高东方、佛教建筑，完工后曾获「台湾建筑奖」、「国际灯光设计奖」等奖项，之后
前往广兴纸寮文创园区及实作成品，晚上返回东海大学，举行欢送晚宴。 

第 10 天 赋归—专车接往机场返回中国大陆温暖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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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台湾文化创意美学冬令营 
1.活动说明：东海大学为台湾知名之学府，其中人文创艺课程一向为东海之特色，坚强的师资阵

容，培育了建筑、艺术、社会科学领域许多杰出人才，本次规划冬令营，主要分享

台湾在文化创意、美学创新各主题趋势，并辅以深入探索台湾在地生活美学，深
刻体验台湾文化的丰富之旅。活动地点以台中市为中心向外延伸，台中市为随时

蜕变引领潮流的创意城市，具有浓浓的人情味，气候舒适，是一个友善城市。 
2.活动时间：2019/1/20(日)至 1/29(六)，共 10 天。参考网址 http://www.thucamp.com/ 
3.报名截止：2018 年 10 月 20 日。 
4.参加资格：大学或学院本科生及研究生在校同学。(本课程适合各领域专长同学参加) 
5.参加人数：每梯次 40 名，依报名优先顺序为准。(住宿床位有限，报名请速) 
6.费    用：东海大学补助后，每人美金 950 元(含全程餐费、住宿费，住宿本校学生宿舍或校外

酒店 4 人一间;参访费用、机场接送、200 万台币之平安保险、演讲费、讲义费、入
台证件费等。不含机票及个人花费)。 

7.预定行程：10/20 招生截止、11/5 办理入台申请。12/15 前核发入台申请，1/5 完成费用缴交。
8.结业证书：参加本活动结训，将颁发「文化创意美学营」结训证明书。 
9.预排师资： 

 罗时玮博士（比利时鲁汶大学建筑博士、东海大学建筑系教授、曾任创艺学院院长)  
  张亦骐博士（英国瑟瑞大学餐旅服务业经营管理学博士、东海大学餐旅系助理教授） 
  邱建铭老师（国立台北艺术大学造形研究所硕士、东海大学美术系助理教授） 
  刘超骅老师（东海大学历史系硕士、东海大学历史系讲师) 

钟俊彦总经理（范特喜微创文化创办人) 
王丽蓉总监（美门整合行销总监） 

10.暂定行程说明： 
第 1 天 机场专车接机至台中东海大学 

 
于桃园国际机场或台中清泉岗机场接机，驱车前往美丽的东海大学，享受大自然洗
礼。住宿东海大学附中宿舍或校外酒店。 

第 2 天 始业典礼&专题演讲&台中市夜市文化导览 

上午 
始业典礼 

专题演讲一：台湾新建筑之美 
主讲：罗时玮院长 

下午 

专题演讲二：美味台湾－台湾饮食文化与特色 
主讲：刘超骅老师 
校园导览－东海大学校园腹地广大，校园座落着中国传统的学院建筑群，夹道的凤
凰木宛若绿色隧道，有最美丽的校园封号。由专人带领沿着仿唐式建筑－文理大道，



 
6 

参观贝聿铭建筑大师代表作－路思义教堂，经文学院及理学院至东海湖，品尝东海
牧场新鲜牛乳。 

晚上 

逢甲夜市体验台湾夜市文化。 
逢甲夜市是全台湾最大且著名的观光夜市，吸引各地的民众，每逢假日人潮更让附
近道路塞得水泄不通；逢甲夜市更是创意小吃的发源地，创意美食带动台湾的小吃
梦工厂，不断的推陈出新成为台湾创造力的指标。晚餐自理。住宿台中。 

第 3 天 专题研讨及城市探索 

上午 
专题演讲三：餐旅文创 
主讲：张亦骐博士 

下午 
及晚上 

专题演讲四：时代之美~谈台湾的时尚美学 
主讲：王丽蓉总经理 

第 4 天 专题研讨 

上午 
专题演讲五：艺术电影欣赏 
主讲：邱建铭老师  

下午 
由邱建铭老师带领参访国立美术馆，探访此艺术美学宝库。美术馆之造型由日本设
计师规画，多次获奖，周边景观结合美术视觉设计，让民众感受美与自然力量，稍
后前往参观柳川园区，了解如何将一个废弃排水沟打造成友善亲水空间。 

晚上 
傍晚至远百物流特区，本区域为台中市新兴地标，你可在此自由品尝地道之台湾小
吃，晚餐自理。住宿台中。 

第 5 天 专题研讨 

上午 
专题演讲六：旧空间．新生活~台湾文创经营 
主讲：钟俊彦总经理 

下午 

台中城市走访暨春水堂参访－探索台中近年新建筑-国家歌剧院；之后前往春水堂参
访，体验手摇茶的魅力；参访结束前往草悟道绿带，由台中市政府精心打造之休闲
与文创合而为一之广场，台中潮文化特区-范特喜文创区-勤美诚品书店-茉莉二手书
店寻宝。自由活动。晚餐自理。住宿台中。 

第 6 天 认识台湾文创及时尚文化 

上午 

前往国立故宫博物院，探访千年历史轨迹。故宫博物院前身为西元 1925 年在北平
紫禁城建立的故宫博物院，1933 年为躲避日本军事攻击，将文物南迁，后来国共内
战，国民政府再将文物运往台湾，1965 年故宫现址落成、定名为中山博物院、俗称
「台北故宫」。 

下午 

前往松山文创园区与诚品书局。松山文创园区是台北市目前最重要的文化创意、创
新的展现平台，前身为「松山烟厂」，台北市市定古迹。之后前往 Taipei101，楼高
508 公尺，地上 101 层，曾经是全球第一高楼，除底部裙楼为购物商场外，更是台
北金融商业重镇。住宿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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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天 南台湾海洋文化体验-垦丁沙滩踏浪 

全日 

前往恒春半岛垦丁体验台湾海洋文化。上午：国家公园白砂湾，是由海洋生物壳体
所组成的贝壳砂滩，形成的一片长约 500 公尺，宽约 40 公尺的洁白砂滩而得名，
沙粒均匀，晶莹明亮。(天候许可，踏浪体验) 
下午：前往垦丁公园，当地是台湾最早建立的国家公园，位于台湾最南端之恒春半
岛，本日全天海边游览，包括垦丁国家公园、猫鼻头、鹅銮鼻、帆船石等。猫鼻头
是垦丁著名地标之一，这有观景高台，饱览巴士海峡及台湾海峡，观赏群礁海岸，
鹅銮鼻是台湾最南端的灯塔，园内亦有多种热带滨海植物及珊瑚礁地形，及美丽的
滨海步道。夜游垦丁大街。 

第 8 天 美浓客家文化体验暨高雄参访 

全日 

高雄美浓地区为南部客家人主要之聚居地，全镇百分之九十以上属客家籍
人口，并通用客家语言，加上地形独立及亲族观念浓厚等因素，使得美浓
在语言、衣饰、美食、屋宅建筑、音乐等人文方面，仍保存传统客家风俗
与生活方式，美浓客家文化园区将美浓客家文化以故事性呈现为主题，营
造成一座深具客家文化特色之园区。 
之后前往高雄，参访西子湾、高雄铁道纪念馆驳二艺术园区及打狗文化园区。晚餐
后返回东海大学。住宿台中。 

第 9 天 中台湾知性之旅 

全日 

日月潭国家风景区位于南投县鱼池乡水社村，是全台最大的淡水湖泊，故日月潭有
人称为『海仔』或『水社海仔』；因潭景雾薄如纱，水波涟涟而得名为『水沙连』，
四周群峦迭翠，海拔高 748 公尺，面积 116 平方公里，全潭以拉鲁岛(光华岛)为界，
南形如月弧，北形如日轮，所以改名为『日月潭』，潭面景像万千，为出色的天然
大湖，稍后前往向山，如果时间天气许可将可租用自行车游览日月潭湖光山色。(日
月潭自行车道被票选为世界十大最美自行车道之一) 
中台禅寺又称中台山，由惟觉老和尚创办，是一个位在台湾南投县埔里镇的佛教寺
庙，楼高达 136.0 米，三十七楼，为目前世界及台湾最大、最高的佛教寺庙及世界
第二高东方、佛教建筑，完工后曾获「台湾建筑奖」、「国际灯光设计奖」等奖项。
之后前往广兴纸寮文创园区及实作成品，晚上返回东海大学，举行欢送晚宴。 

第 10 天 赋归—专车接往机场返回中国大陆温暖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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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创新建筑开发体验冬令营 
1.活动说明：东海大学创意与艺术学院为台湾知名之学术单位，其中建筑、景观等系尤为出色，为

台湾学子争相报考的学校，本次冬令营结合该院及校外优秀师资组成坚强教学团队，
辅以建筑特色参访，对培养未来建筑与景观人才必有实质帮助。活动地点以台中市为
中心向外延伸，台中市为随时蜕变引领潮流的创意城市，具有浓浓的人情味，气候舒
适，是一个友善城市。 

2.活动时间：2019/1/20 (日)至 1/29(二)，共 10 天。参考网址 http://www.thucamp.com/ 
3.报名截止：2018 年 10 月 20 日。 
4.参加资格：大学或学院相关科系之本科生及研究生在校同学。(本课程亦适合非建筑、设计领域同
学参加) 
5.每团 40 名，依报名优先顺序为准。(住宿床位有限，报名请速) 
6.费用：东海大学补助后，每人美金 950 元(含全程餐费、住宿费，住宿本校学生宿舍或(校外酒店)4

人一间;参访费用、机场接送、200 万台币之平安保险、演讲费、讲义费、入台证件费等。不含机
票及个人花费)。 

7.预定行程：10/20 招生截止、11/5 办理入台申请。12/15 前核发入台申请、1/5 完成费用缴交。 
8.结业证书：参加本活动结训，将颁发「创新建筑冬令营」结训证明书。 
9.预排师资： 
 邱浩修(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建筑系主任) 
  郭奇正(台湾大学建筑博士、东海大学建筑中心主任) 
  彭康健(东海大学建筑系副教授兼总务长) 
  薛孟琪 (台湾大学建筑博士、东海大学建筑系助理教授) 
  张芳民(管理硕士、生产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陈水添(台湾大学建筑硕士、丽明营造副总经理、东海大学兼任讲师) 
  原友兰(美国伊利诺大学景观博士、景观系副教授) 
  朱伯晟(专业室内设计师、逢甲大学兼任助理教授) 
10.暂定行程说明： 

第 1 天 机场专车接机至台中东海大学 

 

于桃园中正国际机场或台中清泉岗机场接机，驱车前往美丽的东海大学，抵达后由专
人带领介绍东海大学校园，包括文理大道及世界知名建筑路思义教堂(台中市八大景
点之ㄧ)、本校各学院、二校区管理学院、音美馆、东海湖等景点。住宿东海大学附
中宿舍或校外酒店。 

第 2 天 始业典礼&专题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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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 
始业典礼 
主题：中国城市建筑规划与研究 
主讲：薛孟琪博士 

 
下午 

主题：打造智慧化都市 
主讲：张芳民总经理  

晚上 

台湾夜市文化-逢甲夜市体验。 
逢甲夜市是全台湾最大且著名的观光夜市，吸引各地的民众，每逢假日人潮更让附近
道路塞得水泄不通；逢甲夜市更是创意小吃的发源地，创意美食带动台湾的小吃梦工
厂，不断的推陈出新成为台湾创造力的指标。晚餐自理。 

第 3 天 建筑专题研讨 

上午 
主题：建筑结构学与建筑新工法 
主讲：陈水添副总经理 

下午 
主题：区域观光之景观设计(振兴乡村设计) 
主讲：原友兰博士 

晚上 台中新光三越广场并参观物流业，晚餐自理。 

第 4 天 专题研讨 

上午 

主题：整体建筑规划与实地教学 
东海大学校园腹地广大，校园座落着中国传统的学院建筑群，夹道的凤凰木宛若绿色
隧道，有最美丽的校园的封号。由专人带领沿着仿唐式建筑－文理大道，参观贝聿铭
建筑大师代表作－路思义教堂，经文学院及理学院至东海湖 (世界知名之路思义教
堂、文理大道、美术馆、音乐馆等之设计、施工实地授课) 
主讲：彭康健副教授 

下午 
主题：建筑与室内设计赏析 
主讲：朱伯晟助理教授  

晚上 晚上前往台中老店-一中街，晚餐自理。 

第 5 天 专题研讨；城乡再造建筑导览 

上午 

嘉义市城市开发参访：上午专车前往嘉义市桧意森活村，参访如何将一片废弃林地，
规划为观光游憩村，该市为振兴农业将原废弃之场所由美国、日本建筑及景观规划所
合力打造为创意文化园区，就地取材，改造日式木屋建筑，保持当地火车造型，作为
整体规划，结合当地特色，引进文创商品，成为区域改造之典范。 
全区占地约 3.4 公顷，在越过一甲子以上的岁月洗礼之后，以日式传统工法以及尽可
能的原材料进行修复，目前保留下来的 29 栋木构造历史建筑。历经四年的整建，使
得重现当年桧村的风华。这里不仅是台湾最早的林业村，也是保存最完整、范围最广
之日式官舍建筑群。因此，嘉义市政府于 2005 年将上述建筑群登录为市定古迹及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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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建筑。历经四年整建与修复的桧意森活村，如今得以重现旧时日式宿舍的风貌，带
领我们一窥早期阿里山林业开发生活史。其不仅具有保留历史建筑与古迹的文化意
义，更是深具地方文史资产的教育功能。因此当我们开启拉门的剎那，静谧中恍然时
空穿越，在扑鼻的桧木香气中，一脚踏进了历史先人的生活环境之中。当我们轻缓地
走过泛黄的文化积淀后，新绿的生命脉动将在心中绽放，让历史继续传承，故事不停
创。因为丰富森林资产，造就了嘉义市成为林业之都的美誉，一条阿里山铁路，牵引
出了一段林业故事的风华起落。待繁华落尽后，沉淀下来的则是一幕幕的回忆。桧町，
如今的桧意森活村，成为了这段历史的见证，回忆的背景。 

下午 

午餐后返回台中参观美术馆，由日本设计师规画之造型，多次获奖，由于周边景观结
合美术视觉设计，感受美与自然力量，稍后前往诚品绿园道，由台中市政府精心打造
之休闲与文创合而为一之广场。在此停留，自行参观用餐后前往参观绿川园区，了解
如何将一个废弃排水沟打造成五光十色之夜间景点。 

晚上 

参观台中柳川蓝带水岸，旧城重生再造，了解如何将一条「柳川水岸」逐步进行阶段
性的整修，净化水质，将原有的脏乱沟渠引入新的建筑与景观设计概念，加入艺术与
创意，河道重新拓宽、采用绿地缓坡形式，搭配流线型的水岸空间设计。崭新的水岸
空间，让整个市容有新容貌。夜间路灯及造型亮起，夜幕低垂点亮整个柳川水岸。 

第 6 天 北台湾趴趴走-台湾文创及青少年流行文化 

上午 
前往国立故宫博物院，探访千年历史轨迹。故宫博物院在 1925 年在北平紫禁城建立
的故宫博物院，1933 将文物南迁，1965 年故宫现址落成、定名为中山博物院、俗称
「台北故宫」院内著名之肉型石、翠玉白菜、毛公鼎，等著名古物令人惊艳。 

下午 
前往松山文创园区与诚品书局、之后 Taipei101，楼高 508 公尺，地上 101 层，曾经
是全球第一高楼，除底部裙楼为购物商场外，更是台北金融商业重镇，雄观之建筑设
计可供建筑设计人员好范例。晚餐后返回台中。(时间许可安排至孙逸仙纪念馆) 

第 7 天 南台湾海洋文化体验-垦丁沙滩踏浪 

上午 

前往垦丁公园，当地是台湾最早建立的国家公园，位于台湾最南端之恒春半岛，海边
游览，包括垦丁国家公园、猫鼻头、鹅銮鼻、帆船石等。猫鼻头是垦丁著名地标之一，
这有观景高台，饱览巴士海峡及台湾海峡，观赏群礁海岸，鹅銮鼻是台湾最南端的灯
塔，园内亦有多种热带滨海植物及珊瑚礁地形，及美丽的滨海步道，时间允许将视天
候安排风吹沙海洋与大草原体验。 

下午 
国家公园内的白沙湾，是由海洋生物壳体所组成的贝壳沙滩，形成的一片长约 500
公尺，宽约 40 公尺的洁白沙滩而得名，沙粒均匀，晶莹明亮。(天候许可，踏浪体验) 
夜宿高雄。  

第 8 天 台湾南部建筑与城乡文化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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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前往参观高雄市爱河改造及铁道博物馆、高雄图书馆及高雄驳二艺术园区，之后
前往凤山大东艺术中心。时间许可下午将顺道至奇美博物馆或佛陀纪念馆与彰化鹿港
小镇寻古。晚餐后返回台中。 

第 9 天 中台湾知性之旅 

上午 

前往日月潭日月潭国家风景区，位于南投县鱼池乡水社村，是全台最大的淡水湖泊，
故日月潭有人称为『海仔』或『水社海仔』；因潭景雾薄如纱，水波涟涟而得名为『水
沙连』，四周群峦迭翠，海拔高 748 公尺，面积 116 平方公里，全潭以拉鲁岛(光华
岛)为界，南形如月弧，北形如日轮，所以改名为『日月潭』，潭面景像万千，为出色
的天然大湖，稍后前往向山文创区、如果时间天气许可将可租用自行车导览日月潭湖
光山色及景观规划。(日月潭自行车道被票选为世界十大最美自行车道之一) 

下午 

中台禅寺，又称中台山，是一个位在台湾南投县埔里镇的一个佛教寺庙，楼高达 136.0
米，三十七楼，为目前世界及台湾最大、最高的佛教寺庙及世界第二高东方、佛教建
筑，完工后曾获「台湾建筑奖」、「国际灯光设计奖」等奖项，之后前往广兴纸寮文创
园区及实作成品，晚上返回东海大学，举行欢送晚宴。 

第十天 赋归—专车接往机场返回中国大陆温暖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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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创新产品设计冬令营 
1.活动说明：东海大学为台湾知名之学府，校园规划之初即以人文、艺术与创新为三大目标，在国

际知名建筑师贝律铭的精心设计之下，至今仍保留中国苏州景观与浓厚人文艺术气息。
本课程结合工业设计与视觉传达等设计相关师资，组成坚强之教学团队、课程理论实
务并重，以创新观念带动营队吸取新知，培养成具博雅学习精神之人才。 

2.活动时间：2019/1/20 (日)至 1/29(二)，共 10 天。 
3.报名截止：2018 年 10 月 20 日。 
4.参加资格：大学或学院本科生及研究生在校同学。(本课程亦适合商业设计及产品设计领域同学参
加) 
5.每团 40 名，依报名优先顺序为准。(住宿床位有限，报名请速) 
6.费用：东海大学补助后，每人美金 950 元(含全程餐费、住宿费，住宿本校学生宿舍或校外酒店，

4 人一间;参访费用、机场接送、200 万台币之平安保险、演讲费、讲义费、入台证件费等。不含
机票及个人花费)。 

7.预定行程：10/20 招生截止、11/5 办理入台申请。12/15 前核发入台申请、1/5 完成费用缴交。 
8.结业证书：参加本活动结训，将颁发结训证明书。 
9.预排师资： 

李俐慧（日本千叶大学工学博士、工业设计系主任） 
张惠兰（法国图鲁斯米亥大学 DESS、美术系系主任） 
罗际鋐（成功大学工业设计系博士、工业设计系副教授兼创新育成中心主任） 
周鸿仁（东海大学工业设计硕士、润盟国际(股)董事长） 
柯耀宗（成功大学工业设计博士、茂发电子前设计经理、工业设计系副教授） 
曹  融（云林科技大学博士班，云林科技大学视觉传达系教授） 
张国宾（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科技博士、工业设计系助理教授） 
陈中和（管理及电机双硕士，中铨国际(股)公司 总经理） 

10.暂定行程说明： 

第 1 天 机场专车接机至台中东海大学 

 

于桃园中正国际机场或台中清泉岗机场接机，驱车前往美丽的东海大学，抵达后由专
人带领介绍东海大学校园，包括文理大道及世界知名建筑路思义教堂(台中市八大景点
之ㄧ)、本校各学院、二校区管理学院、音美馆、东海湖等景点。住宿东海大学附中宿
舍或校外酒店。 

第 2 天 始业典礼&专题演讲 

上午 
始业典礼 
主题：新产品设计与开发 
主讲者：李俐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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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 

主题：流行文化与创意 
主讲者：柯耀宗 

晚上 

台湾夜市文化-逢甲夜市体验。 
逢甲夜市是全台湾最大且著名的观光夜市，吸引各地的民众，每逢假日人潮更让附近
道路塞得水泄不通；逢甲夜市更是创意小吃的发源地，创意美食带动台湾的小吃梦工
厂，不断的推陈出新成为台湾创造力的指标。晚餐自理。 

第 3 天 专题研讨 

上午 
主题：视觉传达设计 
主讲者：曹融 

下午 
主题：产品美学 
主讲者：罗际鋐博士 

晚上 台中新光三越广场并参观物流业，晚餐自理。 
第 4 天 专题研讨 

上午 
主题：绿色能源与产品设计 
主讲者：柯耀宗 

下午 
主题：设计产品赏析 
主讲者：周鸿仁 

晚上 晚上前往台中老店-一中街，晚餐自理。 
第 5 天 专题研讨 

上午 
主题：设计企划与品牌行销 
主讲者：张国宾 

下午 
主题：商标专利与设计智慧财产权 
主讲者：陈中和总经理 

晚上 自由活动，晚餐自理 

第 6 天 北台湾趴趴走-台湾文创及青少年流行文化 

上午 
前往国立故宫博物院，探访千年历史轨迹。故宫博物院在 1925 年在北平紫禁城建立
的故宫博物院，1933 将文物南迁，1965 年故宫现址落成、定名为中山博物院、俗称
「台北故宫」院内著名之肉型石、翠玉白菜、毛公鼎，等著名古物令人惊艳。 

下午 

前往松山文创园区与诚品书局、时间许可将前往国父纪念馆，之后 Taipei101，楼高
508 公尺，地上 101 层，曾经是全球第一高楼，除底部裙楼为购物商场外，更是台北
金融商业重镇，雄观之建筑设计可供建筑设计人员好范例。晚餐后返回台中。(时间许
可安排至孙逸仙纪念馆) 

第 7 天 南台湾海洋文化体验-垦丁沙滩踏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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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 

前往垦丁公园，当地是台湾最早建立的国家公园，位于台湾最南端之恒春半岛，海边
游览，包括垦丁国家公园、猫鼻头、鹅銮鼻、帆船石等。猫鼻头是垦丁著名地标之一，
这有观景高台，饱览巴士海峡及台湾海峡，观赏群礁海岸，鹅銮鼻是台湾最南端的灯
塔，园内亦有多种热带滨海植物及珊瑚礁地形，及美丽的滨海步道，时间允许将视天
候安排风吹沙海洋与大草原体验。 

下午 
国家公园内的白沙湾，是由海洋生物壳体所组成的贝壳沙滩，形成的一片长约 500 公
尺，宽约 40 公尺的洁白沙滩而得名，沙粒均匀，晶莹明亮。(天候许可，踏浪体验) 
夜宿高雄。 

第 8 天 台湾南部建筑与城乡文化探索 

 
上午前往参观高雄市爱河改造，驳二艺术园区、下午将至奇美博物馆或彰化鹿港小镇
寻古。晚餐后返回台中。 

第 9 天 中台湾知性之旅 

上午 

前往日月潭国家风景区，位于南投县鱼池乡水社村，是全台最大的淡水湖泊，故日月
潭有人称为『海仔』或『水社海仔』；因潭景雾薄如纱，水波涟涟而得名为『水沙连』，
四周群峦迭翠，海拔高 748 公尺，面积 116 平方公里，全潭以拉鲁岛(光华岛)为界，
南形如月弧，北形如日轮，所以改名为『日月潭』，潭面景象万千，为出色的天然大
湖，稍后前往向山文创区、如果时间天气许可将可租用自行车导览日月潭湖光山色及
景观规划。(日月潭自行车道被票选为世界十大最美自行车道之一)  

下午 

中台禅寺，又称中台山，是一个位在台湾南投县埔里镇的一个佛教寺庙，楼高达 136.0
米，三十七楼，为目前世界及台湾最大、最高的佛教寺庙及世界第二高东方、佛教建
筑，完工后曾获「台湾建筑奖」、「国际灯光设计奖」等奖项，之后前往广兴纸寮文创
园区及实作成品，晚上返回东海大学，举行欢送晚宴。 

第十天 赋归—专车接往机场返回中国大陆温暖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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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大学 2019 大学冬令营队报名须知- 
1.报名时间：自即日起至 10 月 20 日报名截止，11 月 5 日起证件需齐备送相关单位办理入台

证，凡以自由行办理入台老师或同学，亦请在 12 月 15 日前完成。 
2.申请人须于所属大陆学校规定时间内，备齐下列资料缴交至各校港澳台事务办公室，并于 
11 月 5 日前统一送达本校办理入台手续。 

（1）缴交数据 
1.大陆地区人民入出台湾地区申请书电子档【WORD 格式】。 
2.相片-白底两吋证件彩色照片电子档【JPG 格式】。 
3.学校在学证明【JPG 格式】。(教师请附在职证明)。 
4.学生证彩色电子档【JPG 格式】 
5.大陆地区身份证正反面彩色电子档【JPG 格式】【放大须能清楚检视】。 

如有护照英文名字必须同护照。 
请参阅  http://eec.thu.edu.tw/13.docx   

＊ 团体报名表格（.xls）及缴交资料请以学校为单位电子邮件寄送。 
（2）大陆地区人民入出台湾地区申请书 

请至 http://www.immigration.gov.tw/public/Data/781710411729.pdf 下载 
3.营队费用缴交：12 月 15 日前核发入台证，1 月 5 日完成费用缴交。 

款项请汇至： 
金融机构：兆丰国际商业银行荣总分行 
(Mega International Com. Bank Co.,Ltd. Rung Tzung Branch) 
银行地址： 407 台中市西屯区台湾大道四段 1650 号 
(No.1650, Sec. 4, Taiwan Blvd., Xitun Dist, Taichung City 407, Taiwan(R.O.C) 
银行电话：+886-4-23500190 
银行传真：+886-4-23591281 
SWIFT：ICBCTWTP083 
户名：东海大学(Tunghai University) 
帐号：08310283799 

4.联络方式： 
资料邮寄地址：台湾台中市东海大学 1175 号信箱 邮编：407 

收件人：程国强组长、张玲华组长 
电话：886-4-235931239 分机 662、657、208 手机：886-930989567 

email: kchiang@thu.edu.tw，1610200735@qq.com 程国强组长 
或 irenet77@thu.edu.tw 张玲华组长 
南京联络人王歆老师电话：25-66021020  15651997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