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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大學 2018 冬令營 

海峽兩岸學子系列活動 

 

 
 

創新管理體驗學習冬令營    創新建築開發體驗冬令營 

創新教育學習體驗冬令營    臺灣文化創意美學冬令營  

社會工作與社區營造冬令營  飲食新文化-餐旅文創冬令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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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創新管理體驗學習冬令營 
1.活動說明：東海大學為台灣知名之學府，其中在創新與經營管理領域尤為出色，堅強的師資陣容，

培育了許多傑出人才，本次規劃管理冬令營，主要以創新靈活的課程，輔以台灣企業參

訪，對台灣經濟發展，及對學生在生涯規劃與學習必有助益。活動地點以台中市為中心

向外延伸，台中市為隨時蛻變引領潮流的創意城市，具有濃濃的人情味，氣候舒適，是

一個友善城市。 

2.活動時間：2018/1/28 (日)至 2/6(二)，共 10 天。參考網址 http://www.thucamp.com/ 

3.報名截止：2017 年 11 月 5 日。 

4.參加資格：大學或學院本科生及研究生在校同學。(本課程亦適合非管理領域同學參加) 

5.每團 40 名，依報名優先順序為準。(住宿床位有限，報名請速) 

6.費用：東海大學補助後，每人美金 950 元(含全程餐費、住宿費，住宿本校學生宿舍或校外酒店，

4 人一間;參訪費用、機場接送、200 萬台幣之平安保險、演講費、講義費、入台證件費等。不含

機票及個人花費)。 

7.預定行程：11/5 招生截止、11/10 辦理入台申請。12/15 前核發入台申請、2018 年 1/12 開始

繳交費用，1/15 完成費用繳交。 

8.結業證書：參加本活動結訓，將頒發「創新管理冬令營」結業證明書。 

9.預排師資： 

  謝登隆博士(經濟學博士，國際貿易系副教授，前 EMBA 班主任) 

  許恩得博士(管理碩士，台灣大學博士，會計系教授) 

  黃延聰博士(台灣大學博士，東海大學企管系教授兼系主任) 

  劉恬萍博士(南開大學博士，專業講師) 

  曹融主任(雲林科技大學視覺傳達系教授兼系主任) 

  陳中和總經理：(東海大學管理碩士，中銓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彭瑞芝助理教授：(彰化師範大學博士班，逢甲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黃衣莉博士(彰化師範大學博士，修平科技大學助理教授) 

10.暫定行程說明： 

第 1 天 機場專車接機至台中東海大學 

 

於桃園中正國際機場或台中清泉崗機場接機，驅車前往美麗的東海大學，抵達後由專

人帶領介紹東海大學校園，包括文理大道及世界知名建築路思義教堂(台中市八大景

點之ㄧ)、本校各學院、二校區管理學院、音美館、東海湖等景點。夜宿東海大學附

中宿舍。 

第 2 天 始業典禮&專題演講 

上午 
開學典禮 

主題：台灣三創與管理-以創新思維規劃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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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講：許恩得博士(東海大學會計系教授) 

下午 
主題：創新行銷案例研討 

主講：黃延聰博士(東海大學企管系教授兼系主任) 

晚上 

台灣夜市文化-逢甲夜市體驗。 

逢甲夜市是全臺灣最大且著名的觀光夜市，吸引各地的民眾，每逢假日人潮更讓附近

道路塞得水泄不通；逢甲夜市更是創意小吃的發源地，創意美食帶動台灣的小吃夢工

廠，不斷的推陳出新成為台灣創造力的指標。晚餐自理。 

第 3 天 管理專題研討及企業拜訪(大甲地方特色文化參訪) 

上午 
主題：創新品牌經營-台灣品牌創新開發實例、全球化視野 

主講：陳中和總經理 

下午 

專車至大甲巨大機械工業參訪，該公司為台灣最具規模自行車製造廠商並在中國昆山

市設立分公司，自行製造之捷安特自行車，領先時尚設計風潮，行銷全世界。抵達後

由專人引導參觀介紹公司及產品，並往生產線上實際了解如何製造一部高價自行車。

(第二參訪地：喬山科技) 

晚上 台中新光三越廣場並參觀物流業，晚餐自理。 

第 4 天 專題研討&台中市導覽 

上午 
主題：文化創意與美感教育 

主講：曹融教授  

下午 
主題：管理新知-創新健康管理 

主講：彭瑞芝博士 

晚上 晚上前往台中老街-一中街，晚餐自理。 

第 5 天 專題研討&台中市夜景文化導覽 

上午 
主題：現代管理的必要工具-簡報技巧與口才訓練 

主講：黃衣莉博士 

下午 
主題：素質提升、魅力培養－國際商務禮儀與接待服務 

主講：張亦騏博士 

晚上 自由活動。 

第 6 天 北台灣趴趴走-台灣文創及青少年流行文化 

上午 

前往國立故宮博物院，探訪千年歷史軌跡。故宮博物院前身為西元 1925 年在北平紫

禁城建立的故宮博物院，1933 年為躲避日本軍事攻擊，將文物南遷，1965 年故宮

現址落成、定名為中山博物院、俗稱「臺北故宮」。院內珍藏數萬件古玩藝術品包括

翠玉白菜、肉型石、毛功鼎等，還有各種朝代展覽，讓你留連忘返。 

下午 
前往松山文創園區與誠品書局、之後 Taipei101，樓高 508 公尺，地上 101 層，曾

經是全球第一高樓，除底部裙樓為購物商場外，更是臺北金融商業重鎮，雄觀之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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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可供建築設計人員好範例。晚餐後返回台中。 

第 7 天 南台灣海洋文化體驗-墾丁沙灘踏浪 

上午 

前往墾丁公園，當地是台灣最早建立的國家公園，位於台灣最南端之恆春半島，海邊

遊覽，包括墾丁國家公園、貓鼻頭、鵝鑾鼻、帆船石等。貓鼻頭是墾丁著名地標之一，

這有觀景高台，飽覽巴士海峽及台灣海峽，觀賞群礁海岸，鵝鑾鼻是台灣最南端的燈

塔，園內亦有多種熱帶濱海植物及珊瑚礁地形，及美麗的濱海步道，時間允許將視天

候安排風吹沙海洋與大草園體驗。 

下午 

國家公園內的白沙灣，是由海洋生物殼體所組成的貝殼砂灘，形成的一片長約 500

公尺，寬約 40 公尺的潔白砂灘而得名，沙粒均勻，晶瑩明亮。(天氣許可，踏浪體驗)

夜宿 墾丁或高雄。時間許可夜遊墾丁大街 

第 8 天 台灣南部文化探索 

 

上午前往參觀愛河改造及高雄鐵道紀念館及駁二藝術園區之後前往奇美博物館。時間

許可將順道至彰化鹿港小鎮尋古。晚餐後返回台中。第二規劃案：美濃客家文化園地，

高雄愛河，打狗領事館。 

第 9 天 中台灣知性之旅 

上午 

前往日月潭日月潭國家風景區，位於南投縣魚池鄉水社村，是全台最大的淡水湖泊，

故日月潭有人稱為『海仔』或『水社海仔』；因潭景霧薄如紗，水波漣漣而得名為『水

沙連』，四周群巒疊翠，海拔高 748 公尺，面積 116 平方公里，全潭以拉魯島(光華

島)為界，南形如月弧，北形如日輪，所以改名為『日月潭』，潭面景像萬千，為出色

的天然大湖，稍後前往文武廟、如果時間天氣許可將可租用自行車導覽日月潭湖光山

色。(日月潭自行車區為世界十大自行車景觀區) 

下午 

中台禪寺，又稱中台山，由惟覺老和尚創辦，是一個為在台灣南投縣埔里鎮的一個佛

教寺廟，樓高達 136.0 米，三十七樓，為目前世界及台灣最大、最高的佛教寺廟及世

界第二高東方、佛教建築，完工後曾獲「台灣建築獎」、「國際燈光設計獎」等獎項，

之後前往廣興紙寮文創園區及實作成品，晚上返回東海大學，舉行歡送晚宴。 

第 10 天 賦歸—專車接往機場返回中國大陸溫暖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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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創新建築開發體驗冬令營 
1.活動說明：東海大學創意與藝術學院為台灣知名之學術單位，其中建築、景觀等系尤為出色，為

台灣學子爭相報考的學校，本次冬令營結合該院及校外優秀師資組成堅強教學團隊，輔

以建築特色參訪，對培養未來建築與景觀人才必有實質助益。活動地點以台中市為中心

向外延伸，台中市為隨時蛻變引領潮流的創意城市，具有濃濃的人情味，氣候舒適 

         ，是一個友善城市。 

2.活動時間：2018/1/28 (日)至 2/6(二)，共 10 天。參考網址 http://www.thucamp.com/ 

3.報名截止：2017 年 11 月 5 日 

4.參加資格：大學或學院相關科系之本科生及研究生在校同學。(本課程亦適合非建築、設計領域同

學參加) 

5.每團 40 名，依報名優先順序為準。(住宿床位有限，報名請速) 

6.費用：東海大學補助後，每人美金 950 元(含全程餐費、住宿費，住宿本校學生宿舍或(校外酒店)4

人一間;參訪費用、機場接送、200 萬台幣之平安保險、演講費、講義費、入台證件費等。不含機

票及個人花費)。 

7.預定行程：11/5 招生截止、11/10 辦理入台申請。12/15 前核發入台申請、2018 年 1/12 開始

繳交費用，1/15 完成費用繳交。 

8.結業證書：參加本活動結訓，將頒發「創新建築冬令營」結業證明書。 

9.預排師資： 

 邱浩修(美國哈佛大學博士、建築系主任) 

  郭奇正(台灣大學建築博士、東海大學建築中心主任) 

  彭康健(東海大學總務長兼建築系副教授) 

  謝宗諺(米蘭設計學院碩士、丹麥 JDS 建築事務所、東海大學助理教授) 

  張芳民(生產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薛孟琪 (台灣大學建築博士、東海大學建築系助理教授) 

  曹  融(雲林科技大學視覺傳達系教授兼主任) 

  彭瑞芝 (彰化師範大學大學博士班,逢甲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10.暫定行程說明： 

第 1 天 機場專車接機至台中東海大學 

 

於桃園中正國際機場或台中清泉崗機場接機，驅車前往美麗的東海大學，抵達後由專

人帶領介紹東海大學校園，包括文理大道及世界知名建築路思義教堂(台中市八大景

點之ㄧ)、本校各學院、二校區管理學院、音美館、東海湖等景點。夜宿東海大學附

中宿舍。 

第 2 天 始業典禮&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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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 

開學典禮 

主題：中國城市建築規劃與研究 

主講：薛孟琪博士 

 

下午 

主題：當代都市設計 

主講：謝宗諺助理教授 

晚上 

台灣夜市文化-逢甲夜市體驗。 

逢甲夜市是全臺灣最大且著名的觀光夜市，吸引各地的民眾，每逢假日人潮更讓附近

道路塞得水泄不通；逢甲夜市更是創意小吃的發源地，創意美食帶動台灣的小吃夢工

廠，不斷的推陳出新成為台灣創造力的指標。晚餐自理。 

第 3 天 建築專題研討 

上午 
主題：建築物理(談風.水.太陽.四季……….) 

主講：郭奇正博士 

下午 
主題：個人魅力提升與國際禮儀 

主講：彭瑞芝博士 

晚上 台中新光三越廣場並參觀物流業，晚餐自理。 

第 4 天 專題研討 

上午 

主題：整體建築規劃與實地教學 

東海大學校園腹地廣大，校園座落著中國傳統的學院建築群，夾道的鳳凰木宛若綠色隧道，

有最美麗的校園的封號。由專人帶領沿著仿唐式建築－文理大道，參觀貝聿銘建築大師代表

作－路思義教堂，經文學院及理學院至東海湖 (世界知名之路思義教堂、文理大道、美

術館、音樂館等之設計、施工實地授課) 

主講：彭康健副教授 

下午 
主題：藝術人文領域介紹-台灣文化創意與美感教育 

主講：曹融教授 

晚上 晚上前往台中老店-一中街，晚餐自理。 

第 5 天 專題研討；建築導覽 

上午 

亞洲大學伊東建築博物館 

亞洲大學現代美術館建築主體由清水混凝土與帷幕牆構成，室內面積 1,244 坪，戶外

場域 6,000 坪。依建築師安藤忠雄的設計，以正三角形為設計基本元素，將正三角形

的平面分割成 3 個樓層，再錯落堆疊成不規則的無數個三角形。藉由錯落平移而產

生的天井空間和戶外平台，將變身為雕刻台、露天咖啡座等不同機能的區域。 

因應地震帶的地理條件，顛覆一般直立式的柱子，美術館內的柱子全是「歪」的，由

Ｖ形鋼架構造而成的空間及帷幕窗景因而也都呈現三角形。Ｖ形鋼架支撐突出的懸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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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部空間，則形成如騎樓般可庇蔭的空間，此處同時也是入口通道及面臨廣場前的休

憩園地。 

在這個前衛具挑戰性的大膽建築中，外在低調靜謐而純粹，內在精準而沉靜，安藤忠

雄致力讓人、藝術與大自然在此相遇、對話。 

下午 
中台灣建築參展 

包括美術館主館、及台中宮原眼科創新設計，國家歌劇院(均獲國家創新設計獎) 

晚上 
及綠川整治計畫(城市規劃改造與創新景觀)秋紅谷景觀，這二個特區均為城市改造範例，充

分利用地型地勢往下延伸型成公共休憩區，晚餐自理 

第 6 天 北台灣趴趴走-台灣文創及青少年流行文化 

上午 

前往國立故宮博物院，探訪千年歷史軌跡。故宮博物院在 1925 年在北平紫禁城建立

的故宮博物院，1933 將文物南遷，1965 年故宮現址落成、定名為中山博物院、俗

稱「臺北故宮」院內著名之肉型石、翠玉白菜、毛公鼎，等著名古物令人驚艷。 

下午 

前往松山文創園區與誠品書局、之後 Taipei101，樓高 508 公尺，地上 101 層，曾

經是全球第一高樓，除底部裙樓為購物商場外，更是臺北金融商業重鎮，雄觀之建築

設計可供建築設計人員好範例。晚餐後返回台中。(時間許可安排至國父紀念館) 

第 7 天 南台灣海洋文化體驗-墾丁沙灘踏浪 

上午 

前往墾丁公園，當地是台灣最早建立的國家公園，位於台灣最南端之恆春半島，海邊

遊覽，包括墾丁國家公園、貓鼻頭、鵝鑾鼻、帆船石等。貓鼻頭是墾丁著名地標之一，

這有觀景高台，飽覽巴士海峽及台灣海峽，觀賞群礁海岸，鵝鑾鼻是台灣最南端的燈

塔，園內亦有多種熱帶濱海植物及珊瑚礁地形，及美麗的濱海步道，時間允許將視天

候安排風吹沙海洋與大草園體驗。 

下午 

國家公園內的白沙灣，是由海洋生物殼體所組成的貝殼砂灘，形成的一片長約 500

公尺，寬約 40 公尺的潔白砂灘而得名，沙粒均勻，晶瑩明亮。(天候許可，踏浪體驗)

夜宿墾丁或高雄，時間許可夜遊墾丁大街 

第 8 天 台灣南部建築與城鄉文化探索 

 

上午前往參觀高雄市愛河改造及鐵道博物館、高雄圖書館及高雄駁二藝術園區之後前

往鳳山大東藝術中心。時間許可下午將順道至奇美博物館或佛陀紀念館與彰化鹿港小

鎮尋古。晚餐後返回台中。 

第 9 天 中台灣知性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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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 

前往日月潭日月潭國家風景區，位於南投縣魚池鄉水社村，是全台最大的淡水湖泊，

故日月潭有人稱為『海仔』或『水社海仔』；因潭景霧薄如紗，水波漣漣而得名為『水

沙連』，四周群巒疊翠，海拔高 748 公尺，面積 116 平方公里，全潭以拉魯島(光華

島)為界，南形如月弧，北形如日輪，所以改名為『日月潭』，潭面景像萬千，為出色

的天然大湖，稍後前往向山文創區、如果時間天氣許可將可租用自行車導覽日月潭湖

光山色及景觀規劃。(日月潭自行車道為世界十大最佳自行車區) 

下午 

中台禪寺，又稱中台山，是一個位在台灣南投縣埔里鎮的一個佛教寺廟，樓高達 136.0

米，三十七樓，為目前世界及台灣最大、最高的佛教寺廟及世界第二高東方、佛教建

築，完工後曾獲「台灣建築獎」、「國際燈光設計獎」等獎項，之後前往廣興紙寮文創

園區及實作成品，晚上返回東海大學，舉行歡送晚宴。 

第十天 賦歸—專車接往機場返回中國大陸溫暖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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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創新教育學習體驗冬令營 
1.活動說明：教育為百年大計，如何培養一名優秀師資為社會教育發展基石，本校特以教育研究所

堅強師資為骨幹，輔以他校及現任兩位校長組成教學團隊，課餘安排以台灣創新文化為

主題之參訪活動，相信同學在教育新知、創新與體驗均獲實質助益。活動地點以台中市

為中心向外延伸，台中市為隨時蛻變引領潮流的創意城市，具有濃濃的人情味，氣候舒

適，是一個友善城市。 

2.活動時間：2018/1/28 (日)至 2/6(二)，共 10 天。參考網址 http://www.thucamp.com/。 

3.報名截止：2017 年 11 月 5 日 

4.參加資格：大學或學院教育相關科系之本科生及研究生在校同學。(本課程亦適合非教育領域同學

參加) 

5.每團 40 名，依報名優先順序為準。(住宿床位有限，報名請速) 

6.費用：東海大學補助後，每人美金 950 元(含全程餐費、住宿費，住宿本校學生宿舍或校外酒店 4

人一間;參訪費用、機場接送、200 萬台幣之平安保險、演講費、講義費、入台證件費等。不含機

票及個人花費)。 

7. 預定行程：11/5 招生截止、11/10 辦理入台申請。12/15 前核發入台申請、2018 年 1/12 開始

繳交費用，1/15 完成費用繳交。 

8.結業證書：參加本活動結訓，將頒發「創新教育冬令營」結業證明書。 

9.預排師資： 

  卓逸民(美國密西根大學生物學博士、東海大學博雅書院院長) 

  林啟超(美國德州理工大學教育心理博士、東海大學教育研究所所長) 

 鄧佳恩(美國華盛頓大學教育博士、東海大學教育研究所助理教授) 

  陳國祥(彰化師範大學教育博士、中科實驗高中校長) 

  胡秀美(嘉義大學博士班、台中重慶國小校長) 

  王金國(彰化師範大學教育學博士、台中教育大學教育系) 

  曹融(日本茨波大學視覺傳達、雲林科技大學視覺傳達系教授) 

  彭瑞芝(彰化師範大學博士班、逢甲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10.暫定行程說明： 

第 1 天 機場專車接機至台中東海大學 

 

於桃園中正國際機場或台中清泉崗機場接機，驅車前往美麗的東海大學，抵達後由專

人帶領介紹東海大學校園，包括文理大道及世界知名建築路思義教堂(台中市八大景

點之ㄧ)、本校各學院、二校區管理學院、音美館、東海湖等景點。夜宿東海大學附

中宿舍。 

第 2 天 始業典禮&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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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 

開學典禮 

主題：教育心理學(心理測驗與評量) 

主講：林啟超博士 

 

下午 
主題：班級經營 

主講：王金國博士 

晚上 

台灣夜市文化-逢甲夜市體驗。 

逢甲夜市是全臺灣最大且著名的觀光夜市，吸引各地的民眾，每逢假日人潮更讓附近

道路塞得水泄不通；逢甲夜市更是創意小吃的發源地，創意美食帶動台灣的小吃夢工

廠，不斷的推陳出新成為台灣創造力的指標。晚餐自理。 

第 3 天 教育專題研討 

上午 

上午早餐後參觀東海大學附屬幼稚園、小學、及附屬高中 

主題：數位學習與教學科技運用 

主講：鄧佳恩博士 

下午 
主題：教師國際禮儀與魅力發揮 

主講：彭瑞芝博士 

晚上 台中新光三越廣場並參觀物流業，晚餐自理。 

第 4 天 專題研討 

上午 
主題：藝術人文領域介紹-台灣美感教育與文化創意 

主講：曹融教授 

下午 
主題：台灣高級中學教育介紹(教育類型、升學壓力、創新課程等) 

主講：陳國祥校長 

晚上 晚上前往綠園道晚餐自理。 

第 5 天 專題研討&台中市夜市文化導覽 

上午 
主題：台灣國民小學教育介紹(教育創新、知識傳達、重點發展課程等) 

主講：胡秀美校長 

下午 
主題：多元化學習-博雅教育  

主講：卓逸民博士 

晚上 台中補習班老店-一中街，晚餐自理。 

第 6 天 北台灣趴趴走-台灣文創及青少年流行文化 

上午 

前往國立故宮博物院，探訪千年歷史軌跡。故宮在北平紫禁城建立的故宮博物院，文

物南遷，1965 年故宮現址落成、定名為中山博物院、俗稱「臺北故宮」。館內肉型石、

翠玉白菜、毛公鼎，等經典文物令人嘆為觀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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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 

前往松山文創園區與誠品書局、之後 Taipei101，樓高 508 公尺，地上 101 層，曾

經是全球第一高樓，除底部裙樓為購物商場外，更是臺北金融商業重鎮，雄觀之建築

設計可供建築設計人員好範例。晚餐後返回台中。 

第 7 天 南台灣海洋文化體驗-墾丁沙灘踏浪 

上午 

前往墾丁公園，當地是台灣最早建立的國家公園，位於台灣最南端之恆春半島，海邊

遊覽，包括墾丁國家公園、貓鼻頭、鵝鑾鼻、帆船石等。貓鼻頭是墾丁著名地標之一，

這有觀景高台，飽覽巴士海峽及台灣海峽，觀賞群礁海岸，鵝鑾鼻是台灣最南端的燈

塔，園內亦有多種熱帶濱海植物及珊瑚礁地形，及美麗的濱海步道，時間允許將視天

候安排風吹沙海洋與大草園體驗。 

下午 

國家公園內的白沙灣，是由海洋生物殼體所組成的貝殼砂灘，形成的一片長約 500

公尺，寬約 40 公尺的潔白砂灘而得名，沙粒均勻，晶瑩明亮。深藍如寶石般的海水

波浪，成為墾丁最受歡迎的區域。(天候許可，踏浪體驗)夜宿墾丁或高雄，時間許可

夜遊墾丁大街 

第 8 天 台灣南部文化探索 

 

上午前往參觀愛河改造，打狗領事館及鐵道博物館駁二藝術園區下午參觀奇美博物

館。時間許可將順道至彰化鹿港小鎮尋古。晚餐後返回台中。第二規劃案：美濃客家

文化園地，高雄愛河，打狗領事館。  

第 9 天 中台灣知性之旅 

上午 

前往日月潭日月潭國家風景區，位於南投縣魚池鄉水社村，是全台最大的淡水湖泊，

故日月潭有人稱為『海仔』或『水社海仔』；因潭景霧薄如紗，水波漣漣而得名為『水

沙連』，四周群巒疊翠，海拔高 748 公尺，面積 116 平方公里，全潭以拉魯島(光華

島)為界，南形如月弧，北形如日輪，所以改名為『日月潭』，潭面景像萬千，為出色

的天然大湖，稍後前往向山文創區、如果時間天氣許可將可租用自行車導覽日月潭湖

光山色。(日月潭自行車道為世界十大自行車景觀區) 

下午 

中台禪寺，又稱中台山，由惟覺老和尚創辦，是一個位在台灣南投縣埔里鎮的一個佛

教寺廟，樓高達 136.0 米，三十七樓，為目前世界及台灣最大、最高的佛教寺廟及世

界第二高東方、佛教建築，完工後曾獲「台灣建築獎」、「國際燈光設計獎」等獎項，

之後前往廣興紙寮文創園區及實作成品，晚上返回東海大學，舉行歡送晚宴。 

第十天 賦歸—專車接往機場返回中國大陸溫暖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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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臺灣文化創意美學冬令營 
1.活動說明：東海大學為台灣知名之學府，其中人文創藝課程一向為東海之特色，堅強的師資陣

容，培育了建築、藝術、社會科學領域許多傑出人才，本次規劃冬令營，主要分享

台灣在文化創意、美學創新各主題趨勢，並輔以深入探索台灣在地生活美學，深

刻體驗台灣文化的豐富之旅。 

2.活動時間：2018/1/28(日)至 2/6(二)，共 10 天。參考網址 http://www.thucamp.com/ 

3.報名截止：2017 年 11 月 5 日。 

4.參加資格：大學或學院本科生及研究生在校同學。(本課程適合各領域專長同學參加) 

5.參加人數：每梯次 40 名，依報名優先順序為準。(住宿床位有限，報名請速) 

6.費    用：東海大學補助後，每人美金 950 元(含全程餐費、住宿費，住宿本校學生宿舍或校外

酒店 4 人一間;參訪費用、機場接送、200 萬台幣之平安保險、演講費、講義費、入

台證件費等。不含機票及個人花費)。 

7.預定行程：11/5 招生截止、11/10 辦理入台申請。12/15 前核發入台申請、2018 年 1/12 開始

繳交費用，1/15 完成費用繳交。 

8.結業證書：參加本活動結訓，將頒發「臺灣文化創意美學冬令營」結訓證明書。 

9.預排師資： 

 羅時瑋博士（比利時魯汶大學建築博士、東海大學創藝學院院長)  

  張亦騏博士（英國瑟瑞大學餐旅服務業經營管理學博士 、東海大學餐旅系助理教授） 

  林昌修博士（東海大學建築系助理教授) 

  張守為博士（西班牙賽維亞大學美術院博士東海大學美術系助理教授） 

  劉超驊老師（東海大學歷史系碩士、歷史系兼任講師) 

鍾俊彥總經理（范特喜微創文化創辦人) 

王麗蓉總監（美門整合行銷總監） 

10.暫定行程說明： 

第 1 天 機場專車接機至台中東海大學 

 
於桃園國際機場或台中清泉崗機場接機，驅車前往美麗的東海大學，享受大自然洗

禮。住宿東大附中宿舍或校外酒店。 

第 2 天 始業典禮&專題演講&台中市夜市文化導覽 

上午 

始業典禮 

專題演講一：臺灣新建築之美 

主講：羅時瑋院長 

下午 
專題演講二：美味台灣－台灣飲食文化與特色 

主講：劉超驊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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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導覽－東海大學校園腹地廣大，校園座落著中國傳統的學院建築群，夾道的鳳

凰木宛若綠色隧道，有最美麗的校園封號。由專人帶領沿著仿唐式建築－文理大

道，參觀貝聿銘建築大師代表作－路思義教堂，經文學院及理學院至東海湖，品嘗

東海牧場新鮮牛乳。 

晚上 

逢甲夜市體驗台灣夜市文化。 

逢甲夜市是全臺灣最大且著名的觀光夜市，以「俗擱大碗」吸引各地的民眾，每逢

假日人潮更讓附近道路塞得水泄不通；逢甲夜市更是創意小吃的發源地，如起士洋

芋、章魚小丸子、蜂蜜檸檬蘆薈等著名美食。晚餐自理。 

住宿台中。 

第 3 天 專題研討及城市探索 

上午 
專題演講三：舊空間．新生活~台灣文創經營 

主講：鍾俊彥總經理 

下午 

及晚上 

臺中城市走訪暨春水堂參訪－探索台中近年新建築-國家歌劇院；之後前往春水堂參

訪，體驗手搖茶的魅力；參訪結束前往草悟道綠帶，臺中潮文化特區-范特喜文創區

-勤美誠品書店-茉莉二手書店尋寶。 

晚餐自理。住宿台中。 

第 4 天 專題研討 

上午 
專題演講四：藝術電影欣賞 

主講：張守為博士  

下午 由張守為老師帶領參訪國立美術館，探訪此藝術美學寶庫。 

晚上 
傍晚至遠百物流特區，本區域為台中市新興地標，你可在此自由品嚐地道之台灣小

吃，晚餐自理。住宿台中。 

第 5 天 專題研討 

上午 
專題演講五：時代之美~談台灣的時尚美學 

主講：王麗蓉總經理 

下午 
專題演講六：餐旅文創 

主講：張亦騏博士 

晚上 自由活動。晚餐自理。住宿台中。 

第 6 天 認識台灣文創及時尚文化 

全日 

前往國立故宮博物院、松山文創園區，探訪千年歷史軌跡與新創力量。 

故宮博物院 

前身為西元 1925 年在北平紫禁城建立的故宮博物院，1933 年為躲避日本軍事攻

擊，將文物南遷，後來國共內戰，國民政府再將文物運往臺灣，1965 年故宮現址

落成、定名為中山博物院、俗稱「臺北故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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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山文創園區 

臺北市目前最重要的文化創意、創新的展現平台，前身為「松山菸廠」，臺北市市

定古蹟。2011 年後，成為台北原創發展基地，提供給藝文界、非營利團體及個人

使用的藝術展覽、設計、視覺產業等活動場地，並且不定期舉辦創意市集。之後前

往 Taipei101，樓高 508 公尺，地上 101 層，曾經是全球第一高樓，除底部裙樓為

購物商場外，更是臺北金融商業重鎮。住宿台中。 

第 7 天 南台灣海洋文化體驗-墾丁沙灘踏浪 

全日 

前往恆春半島墾丁體驗台灣海洋文化。上午：墾丁沙灘踏浪。國家公園內的白砂灣，

是由海洋生物殼體所組成的貝殼砂灘，形成的一片長約 500 公尺，寬約 40 公尺的

潔白砂灘而得名，沙粒均勻，晶瑩明亮。 

下午：前往墾丁公園，當地是台灣最早建立的國家公園，位於台灣最南端之恆春半

島，本日全天海邊遊覽，包括墾丁國家公園、貓鼻頭、鵝鑾鼻、帆船石等。貓鼻頭

是墾丁著名地標之一，這有觀景高台，飽覽巴士海峽及台灣海峽，觀賞群礁海岸，

鵝鑾鼻是台灣最南端的燈塔，園內亦有多種熱帶濱海植物及珊瑚礁地形，及美麗的

濱海步道。夜遊墾丁大街。 

第 8 天 美濃客家文化體驗暨高雄參訪 

全日 

高雄美濃地區為南部客家人主要之聚居地，全鎮百分之九十以上屬客家籍

人口，並通用客家語言，加上地形獨立及親族觀念濃厚等因素，使得美濃

在語言、衣飾、美食、屋宅建築、音樂等人文方面，仍保存傳統客家風俗

與生活方式，美濃客家文化園區將美濃客家文化以故事性呈現為主題，營

造成一座深具客家文化特色之園區。 

之後 前往高雄，參訪西子灣、打狗文化園區。 

「打狗文化園區」建於西元 1865 年，是台灣目前尚存的西方近代建築中，年代最

久遠的一棟，1987 年列入二級古蹟，建築風格屬於後文藝復興時代的巴洛克式風

格，紅磚的外觀、竹節落水管都是清朝末年當時的建築特色，為英國人所設計，特

殊的花欄、石雕和圓拱都是打狗文化園區的不同之處。 

晚餐後返回東海大學。住宿台中。 

第 9 天 台灣原民文化探索 

全日 

前往日月潭國家風景區、中台禪寺 

日月潭國家風景區 

位於南投縣魚池鄉水社村，是全台最大的淡水湖泊，故日月潭有人稱為『海仔』或

『水社海仔』；因潭景霧薄如紗，水波漣漣而得名為『水沙連』，四周群巒疊翠，海

拔高 748 公尺，面積 116 平方公里，全潭以拉魯島(光華島)為界，南形如月弧，北

形如日輪，所以改名為『日月潭』，潭面景像萬千，為出色的天然大湖，稍後前往

向山，如果時間天氣許可將可租用自行車遊覽日月潭湖光山色。(日月潭自行車道被

票選為世界十大最美自行車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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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台禪寺 

又稱中台山，由惟覺老和尚創辦，是一個位在台灣南投縣埔里鎮的佛教寺廟，樓高

達 136.0 米，三十七樓，為目前世界及台灣最大、最高的佛教寺廟及世界第二高東

方、佛教建築，完工後曾獲「台灣建築獎」、「國際燈光設計獎」等獎項。 

晚上返回東海大學，舉行歡送晚宴。住宿台中。 

第 10 天 賦歸—專車接往機場返回中國大陸溫暖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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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社會工作與社區營造冬令營 
1.活動說明：東海大學為台灣知名之學府，其中人文創藝課程一向為東海之特色，堅強的師資陣

容，培育了建築、藝術、社會科學領域許多傑出人才，本次規劃此冬令營，主要分

享台灣在社會工作的發展與社區營造各主題趨勢，並輔以社會福利機構參訪、深入

台灣在地生活，深刻體驗台灣文化的豐富之旅。 

2.活動時間：2018/1/28(日)至 2/6(二)，共 10 天。參考網址 http://www.thucamp.com/ 

3.報名截止：2017 年 11 月 5 日。 

4.參加資格：大學或學院本科生及研究生在校同學。(本課程亦適合非社工領域同學參加) 

5.參加人數：每梯次 40 名，依報名優先順序為準。(住宿床位有限，報名請速) 

6.費    用：東海大學補助後，每人美金 950 元(含全程餐費、住宿費，住宿本校學生宿舍或校外

酒店 4 人一間;參訪費用、機場接送、200 萬台幣之平安保險、演講費、講義費、入

台證件費等。不含機票及個人花費)。 

7.預定行程：11/5 招生截止、11/10 辦理入台申請。12/15 前核發入台申請、2018 年 1/12 開始

繳交費用，1/15 完成費用繳交。 

8.結業證書：參加本活動結訓，將頒發「社會工作與社區營造冬令營」結訓證明書。 

9.預排師資： 

 呂朝賢博士（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博士、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王篤強博士 (中正大學社會福利研究所博士、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專任教授) 

  劉珠利博士 (加拿大威爾弗里德·勞雷爾大學社會工作博士、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專任教授) 

  陳琇惠博士（中正大學社會福利研究所博士、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專任副教授） 

  呂素卿主任（東海大學諮商中心主任） 

10.暫定行程說明： 

第 1 天 機場專車接機至台中東海大學 

 
於桃園國際機場或台中清泉崗機場接機，驅車前往美麗的東海大學，享受大自然洗

禮。住宿東大附中宿舍或校外酒店。 

第 2 天 始業典禮&專題演講&台中市夜市文化導覽 

上午 

始業典禮 

專題演講一：銀髮族產業分析與政策 

主講：王篤強博士 

下午 

專題演講二：婦女與社會工作 

主講：劉珠利博士 

校園導覽－東海大學校園腹地廣大，校園座落著中國傳統的學院建築群，夾道的鳳

凰木宛若綠色隧道，有最美麗的校園封號。由專人帶領沿著仿唐式建築－文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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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參觀貝聿銘建築大師代表作－路思義教堂，經文學院及理學院至東海湖，品嘗

東海牧場新鮮牛乳。 

晚上 

逢甲夜市體驗台灣夜市文化。 

逢甲夜市是全臺灣最大且著名的觀光夜市，以「俗擱大碗」吸引各地的民眾，每逢

假日人潮更讓附近道路塞得水泄不通；逢甲夜市更是創意小吃的發源地，如起士洋

芋、章魚小丸子、蜂蜜檸檬蘆薈等著名美食。晚餐自理。 

住宿台中。 

第 3 天 專題研討及城市探索 

上午 
專題演三：兒童與家庭福利 

主講：呂朝賢博士 

下午 

及晚上 

台中社福機構參訪-臺灣全民食物銀行 

食物銀行是甚麼? 

台灣全民食物銀行是透過具體實際的措施，有效地連結資源及需要的人，建立效率

穩定的資源傳遞，促使資源浪費最小化、效益最佳化。 

收集到各界資源後，秉持「資源不浪費」的宗旨，不以傳統的公益形式，一味不分

需求地發放相同物資，而是透過志工親身或合作的社福機構實地考核，針對不同家

庭滿足各取所需的不同資源，希望散播一種既創新又有效率的方式給社會大眾。 

晚餐自理。住宿台中。 

第 4 天 專題研討 

上午 
專題演講四：社區組織與社區發展 

主講：陳琇惠博士 

下午 

社區營造實地參訪 

南屯楓樹社區 

楓樹社區昔日舊稱下楓樹腳，創庄於西元一七三六年，位於台中市西南端，自古即

為中部開發古道上的重要農村聚落，從鹿港到犁頭店北上葫蘆墩（豐原）的中途休

息村落。後因黎明路拓寬，舊有楓樹古道逐漸沒落，形成社區型巷道。西元一九七

九年因都市計畫，保留五○年代台灣農村風貌，至今可見，保留了農村最純樸的人、

情、心與濃濃的懷古幽情。 

彩虹眷村 

原名干城六村的彩虹眷村，小小的老式眷村，在眷村老人的畫筆下重生，免除被拆

除的命運；五顏六色的繽紛色彩及充滿童趣及喜感的圖騰，重新賦予眷村新的生命

力。眷村牆壁上及地板上全部塗滿繽紛亮麗的圖騰，而這些圖案全都來自被稱為彩

虹爺爺的老榮民--黃永阜先生，原本僅以畫畫做為單純的休閒活動，沒想到卻深受

歡迎，也讓干城六村成為台中地區的新興拍照勝地。 

晚上 傍晚至遠百物流特區，本區域為台中市新興地標，你可在此自由品嚐地道之台灣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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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晚餐自理。 

住宿台中。 

第 5 天 專題研討 

上午 
專題演講五：社會輔導與校園諮商 

主講：呂素卿主任 

下午 

台中市城市建築實例探訪 

探索台中近年新建築-國家歌劇院，之後前往審計新村-宮原眼科-草悟道綠帶-臺中

潮文化特區-范特喜文創區-勤美誠品書店-茉莉二手書店尋寶。 

台中歌劇院 

位於台中市西屯區，是極具特色的大型公有展演空間，由日本建築師伊東豊雄設

計，以人類最原始的「洞窟」、「地穴」的概念設計成世界獨一無二的美聲涵洞曲牆

建築，歷時五年時間完成、耗資 43.6 億元，終在 2014 年 11 月 23 日落成啟用，

內部規劃有大劇院、中劇院及小型實驗劇場，共可容納約三千餘人。 

審計新村 

鄰近馬路卻獨出一格的審計新村，是臺中市第三批臺灣省政府員工宿舍群之一，凍

省之後成了閒置空間荒廢多年，這片將近半世紀歷史的老宿舍，老舊的建築充滿了

時代痕跡，經由政府再規劃，成功轉型為青年創業基地，透過青年活力與創造力，

激盪出令人目不暇給的空間韻味與獨特氛圍。 

宮原眼科 

原名為宮原武雄氏眼科醫院，創立於 1930 年代日治時期，是當時台中是最大規模

的醫院，2010 年，台中鳳梨酥名店-日出購入建築，重新整建裝修，內部全部改建，

外觀保留部分元素及騎樓，並保留「宮原眼科」招牌，成功將老屋命運重塑。 

晚餐自理。住宿台中。 

晚上 自由活動。晚餐自理。 

第 6 天 認識台灣文創及時尚文化 

全日 

前往國立故宮博物院、松山文創園區，探訪千年歷史軌跡與新創力量。 

故宮博物院 

前身為西元 1925 年在北平紫禁城建立的故宮博物院，1933 年為躲避日本軍事攻

擊，將文物南遷，後來國共內戰，國民政府再將文物運往臺灣，1965 年故宮現址

落成、定名為中山博物院、俗稱「臺北故宮」。 

松山文創園區 

臺北市目前最重要的文化創意、創新的展現平台，前身為「松山菸廠」，臺北市市

定古蹟。2011 年後，成為台北原創發展基地，提供給藝文界、非營利團體及個人

使用的藝術展覽、設計、視覺產業等活動場地，並且不定期舉辦創意市集。之後前

往 Taipei101，樓高 508 公尺，地上 101 層，曾經是全球第一高樓，除底部裙樓為

購物商場外，更是臺北金融商業重鎮。住宿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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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天 南台灣海洋文化體驗-墾丁沙灘踏浪 

全日 

前往恆春半島墾丁體驗台灣海洋文化。上午：墾丁沙灘踏浪。國家公園內的白砂灣，

是由海洋生物殼體所組成的貝殼砂灘，形成的一片長約 500 公尺，寬約 40 公尺的

潔白砂灘而得名，沙粒均勻，晶瑩明亮。 

下午：前往墾丁公園，當地是台灣最早建立的國家公園，位於台灣最南端之恆春半

島，本日全天海邊遊覽，包括墾丁國家公園、貓鼻頭、鵝鑾鼻、帆船石等。貓鼻頭

是墾丁著名地標之一，這有觀景高台，飽覽巴士海峽及台灣海峽，觀賞群礁海岸，

鵝鑾鼻是台灣最南端的燈塔，園內亦有多種熱帶濱海植物及珊瑚礁地形，及美麗的

濱海步道。夜遊墾丁大街。 

第 8 天 美濃客家文化體驗暨高雄參訪 

全日 

高雄美濃地區為南部客家人主要之聚居地，全鎮百分之九十以上屬客家籍

人口，並通用客家語言，加上地形獨立及親族觀念濃厚等因素，使得美濃

在語言、衣飾、美食、屋宅建築、音樂等人文方面，仍保存傳統客家風俗

與生活方式，美濃客家文化園區將美濃客家文化以故事性呈現為主題，營

造成一座深具客家文化特色之園區。 

之後 前往高雄，參訪西子灣、打狗文化園區。 

「打狗文化園區」建於西元 1865 年，是台灣目前尚存的西方近代建築中，年代最

久遠的一棟，1987 年列入二級古蹟，建築風格屬於後文藝復興時代的巴洛克式風

格，紅磚的外觀、竹節落水管都是清朝末年當時的建築特色，為英國人所設計，特

殊的花欄、石雕和圓拱都是打狗文化園區的不同之處。 

晚餐後返回東海大學。住宿台中。 

第 9 天 台灣原民文化探索 

全日 

前往日月潭國家風景區、中台禪寺 

日月潭國家風景區 

位於南投縣魚池鄉水社村，是全台最大的淡水湖泊，故日月潭有人稱為『海仔』或

『水社海仔』；因潭景霧薄如紗，水波漣漣而得名為『水沙連』，四周群巒疊翠，海

拔高 748 公尺，面積 116 平方公里，全潭以拉魯島(光華島)為界，南形如月弧，北

形如日輪，所以改名為『日月潭』，潭面景像萬千，為出色的天然大湖，稍後前往

向山，如果時間天氣許可將可租用自行車遊覽日月潭湖光山色。(日月潭自行車道被

票選為世界十大最美自行車道之一) 

中台禪寺 

又稱中台山，由惟覺老和尚創辦，是一個位在台灣南投縣埔里鎮的佛教寺廟，樓高

達 136.0 米，三十七樓，為目前世界及台灣最大、最高的佛教寺廟及世界第二高東

方、佛教建築，完工後曾獲「台灣建築獎」、「國際燈光設計獎」等獎項。 

晚上返回東海大學，舉行歡送晚宴。住宿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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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 天 賦歸—專車接往機場返回中國大陸溫暖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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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飲食新文化-餐旅文創冬令營 
1.活動說明：東海大學為台灣知名之學府，有相當多元的系所與課程，旨在培養學生多角度思考能

力及加深人文素養底蘊，堅強的師資陣容，也培育了許多傑出人才，本次規劃飲食新

文化-餐旅文創冬令營，主要在飲食的過程中，加入台灣記憶及文創新元素，讓飲食

和人產生新連結，也讓學員們找到發掘新事務的熱情。 

2.活動時間：2018/1/28(日)至 2/6(二)，共 10 天。參考網址 http://www.thucamp.com/ 

3.報名截止：2017 年 11 月 5 日。 

4.參加資格：大學或學院本科生及研究生在校同學。(本課程亦適合非餐旅管理領域同學參加) 

5.參加人數：每梯次 40 名，依報名優先順序為準。(住宿床位有限，報名請速) 

6.費    用：東海大學補助後，每人美金 950 元(含全程餐費、住宿費，住宿本校學生宿舍或校外

酒店 4 人一間;參訪費用、機場接送、200 萬台幣之平安保險、演講費、講義費、入台

證件費等。不含機票及個人花費)。 

7.預定行程：11/5 招生截止、11/10 辦理入台申請。12/15 前核發入台申請、2018 年 1/12 開始

繳交費用，1/15 完成費用繳交。 

8.結業證書：參加本活動結訓，將頒發「飲食新文化-餐旅文創冬令營」結訓證明書。 

9.預排師資： 

李貴宜博士(美國堪薩斯州立大學餐旅管理學系博士，餐旅系專任副教授兼系主任) 

朱惠玲博士(美國維吉尼亞州立理工大學餐旅管理博士，餐旅系專任副教授) 

陳錚中博士(成功大學企管博士，餐旅系專任助理教授) 

張亦騏博士（英國瑟瑞大學餐旅服務業經營管理學博士 、東海大學餐旅系助理教授） 

方鳳玉博士（雲林科技大學設計學研究所博士，餐旅系兼任副教授） 

羅紫正理事長(中華傳統民俗技藝團理事長) 

10.暫定行程說明： 

第 1 天 機場專車接機至台中東海大學 

接機 
於桃園國際機場或台中清泉崗機場接機，驅車前往美麗的東海大學，享受大自然洗

禮。住宿東大附中宿舍或校外酒店。 

第 2 天 始業典禮&專題演講 

上午 

開學典禮 

主題：食育大學堂-產地到餐桌之旅 

主講：李貴宜博士 

下午 

主題：餐旅新視界~談餐旅文創 

主講：張亦騏博士 

校園導覽－東海大學校園腹地廣大，校園座落著中國傳統的學院建築群，夾道的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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凰木宛若綠色隧道，有最美麗的校園封號。由專人帶領沿著仿唐式建築－文理大道，

參觀貝聿銘建築大師代表作－路思義教堂，經文學院及理學院至東海湖，品嘗東海

牧場新鮮牛乳。 

晚上 

台灣夜市文化-逢甲夜市體驗。 

逢甲夜市是全臺灣最大且著名的觀光夜市，以「便宜又大碗」吸引各地的民眾，每

逢假日人潮更讓附近道路塞得水泄不通；逢甲夜市更是創意小吃的發源地，如起士

洋芋、章魚小丸子、蜂蜜檸檬蘆薈等著名美食。晚餐自理。 

住宿台中。 

第 3 天 專題研討及企業拜訪(彰化地方特色文化參訪) 

上午 
主題：國際禮儀與餐桌文化 

主講：朱惠玲博士 

下午 專車至白蘭氏雞精博物館、鹿港古街 

晚上 
傍晚前往高美濕地觀賞日落返回東海大學。晚餐自理。 

住宿台中。 

第 4 天 專題研討及傳統文化體驗 

上午 
主題：綠色餐廳 

主講：陳錚中博士 

下午 
主題：中華傳統文化巡禮—龍鬚糖 DIY、客家擂茶 

主講：羅紫正理事長 

晚上 
自由活動 

住宿台中。 

第 5 天 專題研討及台中市參訪 

上午 
主題：餐旅空間美學 

主講：方鳳玉博士 

下午 

臺中城市建築參訪(臺中歌劇院、審計新村、宮原眼科)   

台中歌劇院 

位於台中市西屯區，是極具特色的大型公有展演空間，由日本建築師伊東豊雄設計，

以人類最原始的「洞窟」、「地穴」的概念設計成世界獨一無二的美聲涵洞曲牆建築，

歷時五年時間完成、耗資 43.6 億元，終在 2014 年 11 月 23 日落成啟用，內部規劃

有大劇院、中劇院及小型實驗劇場，共可容納約三千餘人。 

審計新村 

鄰近馬路卻獨出一格的審計新村，是臺中市第三批臺灣省政府員工宿舍群之一，凍

省之後成了閒置空間荒廢多年，這片將近半世紀歷史的老宿舍，老舊的建築充滿了

時代痕跡，經由政府再規劃，成功轉型為青年創業基地，透過青年活力與創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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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盪出令人目不暇給的空間韻味與獨特氛圍。 

宮原眼科 

原名為宮原武雄氏眼科醫院，創立於 1930 年代日治時期，是當時台中是最大規模的

醫院，2010 年，台中鳳梨酥名店-日出購入建築，重新整建裝修，內部全部改建，

外觀保留部分元素及騎樓，並保留「宮原眼科」招牌，成功將老屋命運重塑，改為

販售糕點、飲料、甜品等精緻商業空間。 

晚餐自理。住宿台中。 

晚上 台中益民商圈、一中街探訪，晚餐自理。住宿台中。 

第 6 天 認識台灣文創及時尚文化 

上午 

前往國立故宮博物院、松山文創園區，探訪千年歷史軌跡與新創力量。 

故宮博物院 

前身為西元 1925 年在北平紫禁城建立的故宮博物院，1933 年為躲避日本軍事攻

擊，將文物南遷，後來國共內戰，國民政府再將文物運往臺灣，1965 年故宮現址落

成、定名為中山博物院、俗稱「臺北故宮」。 

松山文創園區 

臺北市目前最重要的文化創意、創新的展現平台，前身為「松山菸廠」，臺北市市定

古蹟。2011 年後，成為台北原創發展基地，提供給藝文界、非營利團體及個人使用

的藝術展覽、設計、視覺產業等活動場地，並且不定期舉辦創意市集。之後前往

Taipei101，樓高 508 公尺，地上 101 層，曾經是全球第一高樓，除底部裙樓為購

物商場外，更是臺北金融商業重鎮。住宿台中。 

第 7 天 南台灣海洋文化體驗-墾丁沙灘踏浪 

下午 

前往恆春半島墾丁體驗台灣海洋文化。上午：墾丁沙灘踏浪。國家公園內的白砂灣，

是由海洋生物殼體所組成的貝殼砂灘，形成的一片長約 500 公尺，寬約 40 公尺的

潔白砂灘而得名，沙粒均勻，晶瑩明亮。 

下午：前往墾丁公園，當地是台灣最早建立的國家公園，位於台灣最南端之恆春半

島，本日全天海邊遊覽，包括墾丁國家公園、貓鼻頭、鵝鑾鼻、帆船石等。貓鼻頭

是墾丁著名地標之一，這有觀景高台，飽覽巴士海峽及台灣海峽，觀賞群礁海岸，

鵝鑾鼻是台灣最南端的燈塔，園內亦有多種熱帶濱海植物及珊瑚礁地形，及美麗的

濱海步道。夜遊墾丁大街。 

第 8 天 美濃客家文化體驗暨高雄參訪 

上午 

高雄美濃地區為南部客家人主要之聚居地，全鎮百分之九十以上屬客家籍

人口，並通用客家語言，加上地形獨立及親族觀念濃厚等因素，使得美濃

在語言、衣飾、美食、屋宅建築、音樂等人文方面，仍保存傳統客家風俗

與生活方式，美濃客家文化園區將美濃客家文化以故事性呈現為主題，營

造成一座深具客家文化特色之園區。 

之後 前往高雄，參訪西子灣、打狗文化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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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狗文化園區」建於西元 1865 年，是台灣目前尚存的西方近代建築中，年代最久

遠的一棟，1987 年列入二級古蹟，建築風格屬於後文藝復興時代的巴洛克式風格，

紅磚的外觀、竹節落水管都是清朝末年當時的建築特色，為英國人所設計，特殊的

花欄、石雕和圓拱都是打狗文化園區的不同之處。 

晚餐後返回東海大學。住宿台中。 

第 9 天 台灣原民文化探索 

上午 

前往日月潭日月潭國家風景區，位於南投縣魚池鄉水社村，是全台最大的淡水湖泊，

故日月潭有人稱為『海仔』或『水社海仔』；因潭景霧薄如紗，水波漣漣而得名為『水

沙連』，四周群巒疊翠，海拔高 748 公尺，面積 116 平方公里，全潭以拉魯島(光華

島)為界，南形如月弧，北形如日輪，所以改名為『日月潭』，潭面景像萬千，為出色

的天然大湖，稍後前往向山文創區、如果時間天氣許可將可租用自行車導覽日月潭

湖光山色。 

下午 

南投紙教堂 

名為 Paper Dome 的「紙教堂」，是一座來自海外的建築，1995 年阪神大地震後，

日本建築師坂茂為燒毀的神戶鷹取教會所設計，紙教堂的結構變於拆卸、移動與重

建，當時撫慰無數阪神地震災民，如今搬遷至埔里的桃米社區變成埔里民眾的集會

中心，並兼作教會星期天的彌撒場地。 

晚上返回東海大學，舉行歡送晚宴。住宿台中。 

第 10 天 賦歸—專車接往機場返回中國大陸溫暖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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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大學 2018 大學冬令營隊報名須知- 

1.報名時間：自即日起至 11 月 5 日報名截止，11 月 10 日起證件需齊備送相關單位辦理入台證，

凡以自由行辦理入台老師或同學，亦請在 12 月 30 日前完成。 

2.申請人須於所屬大陸學校規定時間內，備齊下列資料繳交至各校港澳臺事務辦公室，並於 11

月 10 日前統一送達本校辦理入台手續。 

（1）繳交資料 

1.大陸地區人民入出臺灣地區申請書電子檔【WORD 格式】。 

2.相片-白底兩吋證件彩色照片電子檔【JPG 格式】。 

3.學校在學證明【JPG 格式】。(教師請附在職證明)。 

4.學生證彩色電子檔【JPG 格式】 

5.大陸地區身份證正反面彩色電子檔【JPG 格式】【放大須能清楚檢視】。 

如有護照英文名字必須同護照。 

請參閱  http://eec.thu.edu.tw/13.docx   

＊ 團體報名表格（.xls）及繳交資料請以學校為單位電子郵件寄送。 

（2）大陸地區人民入出臺灣地區申請書 

請至 http://www.immigration.gov.tw/public/Data/781710411729.pdf 下載 

3.營隊費用繳交：12/15 日前核發入台證，2018 年 1 月 15 日完成費用繳交。 

款項請匯至： 

金融機構：兆豐國際商業銀行榮總分行 

(Mega International Com. Bank Co.,Ltd. Rung Tzung Branch) 

銀行地址：臺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 4 段 1650 號 

(No.1650, Sec. 4, Taiwan Blvd., Xitun Dist, Taichung City 407, Taiwan(R.O.C) 

銀行電話：+886-4-23500190 

銀行傳真：+886-4-23591281 

SWIFT：ICBCTWTP083 

戶名：東海大學(Tunghai University) 

帳號：08310283799 

4.聯絡方式： 

資料郵寄地址：台灣台中市東海大學 1175 號信箱 郵編：407 

收件人：程國強組長、張玲華組長 

電話：886-4-23593664 分機 662、657、208 手機：886-930989567 

email: kchiang@thu.edu.tw，1610200735@qq.com 或 irenet77@thu.edu.tw 

南京聯絡人王歆老師電話：25-66021020  15651997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