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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大學

2019年陸生交流團

簡章

P.2

校址：台北市士林區華岡路55號

電話：886-2-28610511

聯絡人：畢玉成副處長 楊昕嬛專員

電話：886-2-28610511分機18801、18805

手機：886-930046350、886-962012909

Email：

ycpi@sce.pccu.edu.tw

YXH5@ulive.pccu.edu.tw

2019年7月21日(日)-2019年8月4日(日)，共15天

mailto:ycpi@sce.pccu.edu.tw
mailto:YXH5@ulive.pccu.edu.tw


中國文化大學陸生交流團-簡介

自2011年暑假開始，在兩岸有關部門的支持下，本校成功的舉辦多屆暑

期及寒假短期研修課程，邀請在各領域極有知名度的教授針對其專業開闢短

期課程，開創了兩岸交流的新模式，是一個新氣象，很成功的高等教育學術

交流模式。

2019年暑假，於7月21日至8月4日舉辦15天，為期2週短期的陸生交流

團，安排專業課程及交流活動，學生們能利用課餘時間一窺台灣的美麗風光、

人文與藝術等休閒活動、在地文化等。

在此誠摯的歡迎有興趣的學生來台灣學習及交流，中國文化大學歡迎您！

活動期間

2019年7月21日(日)-2019年8月4日(日)，共15天

活動地點

中國文化大學、台北、新北、南投、嘉義、台南、高雄

住宿安排

校內住宿6人一室、校外住宿2人室

活動團費

新台幣$39,750(人民幣以繳費當日匯率為準)

(1)含入台證簽證費、學校課程教材費、校內外住宿、營期間保險、旅遊活動費、基本盥洗用品。

(2)不含台灣大陸往返機票，機票請自理。

(3)不含早餐及部分餐食自理之行程(詳見行程表)。

報名方式

請聯繫港澳台辦承辦老師，並掃右上方二維碼或至以下網址進行網申。

https://recruit.sce.pccu.edu.tw/ExchangeStud/default.aspx?py=

2019&pn=8&pt=30

務必詳閱「報名須知」，行程景點如因氣候或不可抗因素需做變動時，

本校得保留更動之權利。

↑報名請掃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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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大學陸生交流團-行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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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9年7月21日
至2019年8月4日

行程內容
(以下行程內容僅供參考，依實際狀況調整)

<推薦行程>為搭乘公車捷運前往

住宿
地點

第1天
7/21(日)

上午
接機、入住中國文化大學宿舍、整理行囊 文大

校舍
下午
晚間 <推薦行程>搭乘紅5公車前往士林夜市購買生活用品

第2天
7/22(一)

上午
09:00-10:00開營儀式
10:00-12:00團隊建立與分組(破冰、組呼、組名)
12:00-13:30享用午餐 文大

校舍
下午

13:30-15:30校園導覽(曉峯圖書館、博物館、體育館)
16:00-18:00領隊老師會議(隨隊老師參與)

晚間 18:00-21:00歡迎會(餐會-火鍋大會)

第3天
7/23(二)

上午 09:00-12:00【專業課程1】注音符號V.S漢語拼音，難?不難！
文大
校舍

下午 13:30-16:30【專業課程2】用手機拍生活-影像拍攝與剪輯
晚間 <推薦行程>台北101及附近商圈

第4天
7/24(三)

上午 09:00-12:00【專業課程3】台灣原住民生活技能與傳說(少數民族)
文大
校舍

下午 13:30-16:30【專業課程4】台灣原住民傳統歌舞文化(少數民族)
晚間 18:00-21:00青春歌手演場會暨歌唱大賽

第5天
7/25(四)

上午

08:00出發
08:00-08:30車程至故宮博物院
08:30-11:30【文物體驗課程】故宮博物院
11:30-13:00享用午餐

文大
校舍

下午

13:00-13:30車程至美麗新淡海影城
13:30-16:00電影欣賞
16:00-16:15車程至紅毛城
16:15-17:00【歷史古蹟體驗課程】紅毛城
17:00-17:30車程漁人碼頭
17:30-18:00漁人碼頭

晚間 18:00乘車返回文大校舍(淡水老街商圈-晚餐自理)

第6天
7/26(五)

上午 09:00-12:00【專業課程5】布袋戲傳承與當代性
文大
校舍

下午 13:30-16:30【專業課程6】玩轉*掌中乾坤(劇本創作與操偶)
晚間 <推薦行程>三創園區、華山文創園區

第7天
7/27(六)

上午

09:00出發
09:00-10:00車程至野柳地質公園
10:00-12:00【北海岸地質體驗課程】野柳地質公園
12:00-12:30車程至餐廳 文大

校舍
下午

12:30-14:00享用午餐
14:00-15:00車程至福隆海水浴場

晚間
15:00-19:30貢寮國際海洋音樂祭(晚餐自理)
19:30乘車返回文大宿舍

第8天
7/28(日)

上午
07:00發車
07:00-11:00車程至九族文化村(中停休息站)

日月潭下午

11:00-15:00【原住民文化體驗課程】
九族文化村(發放餐卷於園區午餐)

15:00-16:00搭乘纜車鳥瞰日月潭
16:00-17:30日月潭遊艇遊湖

晚間
17:30-19:00享用晚餐
19:00乘車返回酒店休息



中國文化大學陸生交流團-行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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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9年7月21日
至2019年8月4日

行程內容
(以下行程內容僅供參考，依實際狀況調整)

<推薦行程>為搭乘公車捷運前往

住宿
地點

第9天
7/29(一)

上午
08:00出發
08:00-11:30日月潭單車環湖
11:30-12:30享用午餐

阿里山
下午

12:30-15:00車程至阿里山森林遊樂區
15:00-17:00【神木體驗課程】阿里山森林遊樂區

晚間
17:00-18:30享用晚餐
18:30乘車返回酒店

第10天
7/30(二)

上午

04:00搭乘阿里山小火車至山頂觀看日出
08:00-09:30酒店享用早餐
09:30-10:30車程至鄒族原住民部落
10:30-13:00【原住民文化體驗課程】

原住民部落(園區內享用午餐)

高雄下午
13:00-16:00車程至高雄
16:00-18:00【文創體驗課程】駁二藝術特區

晚間
18:00-18:15車程至六合夜市
18:15-20:00六合夜市(晚餐自理)
20:00乘車返回酒店休息

第11天
7/31(三)

上午
08:30發車
08:30-09:30車程至奇美博物館
09:30-12:00【藝術體驗課程】奇美博物館 文大

校舍下午
12:00-14:00享用午餐
14:00-16:30【文創體驗課程】十鼓仁糖文創園區

晚間 16:30-21:00乘車返回文大校舍(中途享用晚餐)

第12天
8/1(四)

 上午
休整、心得發表會準備(PPT、視頻)

文大
校舍

 下午
 晚間

第13天
8/2(五)

 上午 08:30-11:30心得發表會準備(彩排)

文大
校舍

 下午
13:00-16:00心得發表會
17:00-18:00車程至餐廳

 晚間
18:00-20:30歡送會(欣葉日本料理信義店)
20:30自行返回校舍休息

第14天
8/3(六)

上午
做一日台北人、訪親友、購書

文大
校舍

下午
晚間

第15天
8/4(日)

上午
全天送機下午

晚間



中國文化大學陸生交流團-校園資訊

中國文化大學的校園環境可以用「三館齊下，e 路領先」來
形容：所謂的三館，就是「體育館、圖書館與博物館」的人文
建設 E 路領先，就是指數位華岡-e校園與綠校園設計

中國文化大學位在陽明山華岡，鄰近國家公園，鳥語花香，
風光明媚，堪稱全國最美的校園。除了典雅優美的宮殿式建築，
文大擁有最新穎的教學設施，與最先進的資訊設備，已發展成
為永續經營的「綠校園」，及結合科技與良善規劃的「數位華
岡 e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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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館齊下 e路領先

體育館
中國文化大學多功能體育館，擁有地下 4 層、地上 10

層的超大空間 ，是全亞洲最大的室內體育館。籃球排球場

之外，網球、羽球場和符合奧運規格的田徑跑道，以及大

陸同學最為 喜愛的乒乓球館都是獨步全台的設施。奧運標

準的室內短水道游泳池，有 10 個水道；另有一個練習池與

一個熱水按摩 池 ，兼供教學及健康運動中心的功能 。柔

道教室、重量訓 練室、角力教室、技擊教室等，特別的是，

還設有一間運動傷害防護室，內有冷熱水療機、製冰機、

治療床、量血壓 機、熱療機、超音波器、保健椅和腿部傷

害包紮椅等完善的設備。
日月潭
因應現代人的健康養生觀念，體育館還有男、

女 SPA 泡湯區，除了 SPA 池外， 水療床，淋浴

間、蒸氣室、烤箱 等設備一應俱全。地下一樓同

時有韻律教室、撞球教室、跆拳道教室與體操教

室，提供完整的運動機能。

華岡位於陽明山海拔四百公尺處，文化大學

體育館特別設計了景觀電梯和觀景露台，台北盆

地盡收眼底以及101大樓近在咫尺的美景，實可

媲美 400 年前「全台首學」之台南孔廟，有過之

而無不及。



中國文化大學陸生交流團-校園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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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館齊下 e路領先

圖書館

長久以來，無論是硬體建設或書籍期刊

的購 置，文化大學圖書館都是名列台灣大學

中之前矛。目前藏 書量達近一百一十萬冊，

為私立大學之冠，在全國公私立 大學中則排

名第五位。目前圖書館有包含中文、日文、

韓 文、西班牙文、英文等在內的一千多種中

外文期刊，大量 視聽資料如 CD、DVD、

VCD、互動式光碟、錄音帶、錄影 帶、縮影

單片、縮影捲片等。
日月潭

圖書館同時引進「Muse電子資源整合查詢系統」，讓全校師生可以快速而有效率的

搜尋資料典籍，引進「Endnote書目管理系統」，讓師生可以透過e 化快速取 得研究資訊。

此外，圖書館添購自助借書機，讓學生自行操作，就可 以快速的完成借書手續。文大圖書

館也是全國大學圖書館中第一個建 構視障者使用的網站，全館的硬體設備也都有無障礙空

間，保障身心障礙者使用的權利。

為加強圖書資源的流通，文大圖書館也與台大、政大、師大、

淡 大等校組成館際合作，五個學校的師生可共享五座大學圖書館

七百五 十萬冊的書籍，只要填好借書單，每天有專車巡迴（宅配

服務）這五 校收送書籍，師生所需的學術資料，只要三個工作天

就可以拿到；國 外資料也可立即方便下載免費打印，對於學術研

究都有極大之便利。



中國文化大學陸生交流團-校園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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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館齊下 e路領先

博物館

「華岡博物館」是全台第一個綜合性大學博物館，擁有五萬多件典 藏品，包括近現

代名家水墨畫、晝法、史蹟及肖像畫、郎靜山攝影、中 國歷代陶瓷、民俗文物及民俗版

畫等。此外，嶺南畫派宗師歐豪年捐給 文化大學一百幅書畫作品，由博物館另設「歐豪

年美術中心」，定期展出歐豪年的作品，成為國內外研究歐豪年畫作的重鎮。

博物館經由實物展示，讓師生與校外參訪者從事研究與鑑賞，而在 e 化時代，館方也

利用文大資訊中心資源， 建置書畫數位資料庫，同 時開發數位博物館系統，以增進珍貴

文物在教學、研究、展示、管理及出版的應用。

日月潭

只要進入華岡數位博物館網站，就可以透過書畫檢索與作家索引，

查詢每幅書畫的後設資料， 進行書畫賞析，更可以透過「虛擬特展」

的功能，達到在虛擬博物館觀展的效果。

除了 e 化館藏外，華岡博物館網站更提供多項貼心服務。書畫檢索

除了可透過固定放大尺 寸及彈性放大尺寸來欣賞外，更提供每幅書畫

之後設資料以協助書畫賞析。作家索引提供題名 及作者二種查詢檢索

模式，並以每頁十幅作品方式介紹。另外，也可藉由虛擬特展、互動學

習、 計畫簡介等功能來瞭解華岡博物館，讓你不需親臨博物館，透過

網站，也可以完全滿足視覺上的享受。

文大擁有這座傲視全台的大學博物館，歸功於文大

創辦人張其昀的遠見。當年他創立中國 文化大學時，堅

持「圖書」與「文物」並重，因此在1971年就成立華岡

博物館，張創辦人將名家贈給自己的作品，都捐給博物

館，經過蓽路藍縷的經營，很多收藏家看到華岡博物 館

的用心，紛紛捐贈收藏品，也有很多單位或個人基於博

物館的專業保存能力，將大批作品託 管或寄存，例如國

畫大師溥心畬的遺作託管小組，就將溥心畬的一百多件

畫作給博物館託管。



中國文化大學陸生交流團-報名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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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潭

填寫線上報名表
https://recruit.sce.pccu.edu.tw/ExchangeStud/

default.aspx?py=2019&pn=8&pt=30

線上報名檢附
(1)兩吋半身彩色照片電子檔
(2)在學(在職)證明書掃描檔
(3) 身分證正反面掃描檔

由大陸姊妹校對台辦公室
統一轉交中國文化大學

資料審核

通過

本校統一發出邀請函至姊妹校

通知大陸姐妹校
轉告學生補齊資料

不通過

本校協助陸生申請入台許可證 大陸姊妹校持邀請函辦理
(1)入台許可證

(2)大陸居民往來台灣通行證
寄發入台許可證至大陸姊妹校

日月潭陸生抵台、接機、入住

日月潭入學報到、註冊

日月潭專業課程與寶島旅遊活動

日月潭營隊結束、送機

寄發修業證明

↑線上報名二維碼↑

https://recruit.sce.pccu.edu.tw/ExchangeStud/default.aspx?py=2019&pn=8&pt=30


中國文化大學陸生交流團-注意事項

一、申請人須於大陸學校規定時間內，備妥身份證正反面與3個月內開立之在學證明
書（在職證明書）及相片等相關資料，於4月30日(二)前上傳至報名網址，承辦人
以校為單位亦於4月30日(二)前將團體名冊e-mail 達本校審查。因涉及辦理入台許
證停留時間限制，按選定行程辦理證件，一經選定即無法變更，請特別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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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潭

二、網頁檢附資料如下: 

1. 每位報名參加師生填寫線上報名表，連結:
https://recruit.sce.pccu.edu.tw/ExchangeStud/default.aspx?py=2019&pn=8&pt=30

2. 提供公民身分證號碼、出生日期、英文拼音(護照)、出生地、
居住地址、聯絡地址、手機號碼、電子郵件、入學日(到職日)、
學校及專業、親屬資料。

3. 繳交證件照電子檔白底彩色二吋、最近6個月內所攝彩色半身、
正面、脫帽、五官清晰、白色背景之相片。相片中人像不得
配戴有色眼鏡，眉、眼、鼻、口、臉、兩耳輪廓及特殊痣、
胎記、疤痕等清晰、不遮蓋，相片不修改且不得使用合成相
片，足資辨識人貌。以頭部及肩膀頂端近拍，臉部佔據整張
相片面積的70~80%(如右圖所示)。

4.3個月內開立之在學證明(在職證明)全彩掃描檔案。

5.身分證正反面掃描檔。

6.團體報名名單請填寫於『團體名冊』，以學校為單位以e-mail寄送至

YXH5@ulive.pccu.edu.tw。

三、繳費：
報名完成後於6月初將透過支付寶機制繳交費用(繳費資訊另行通知，預計於
5月底寄送本校學生專區帳號密碼發給學生登陸後連結至支付寶繳費頁面)
報名並辦理入台許可證件後,如不克參加者,仍需繳交證件辦理等行政費
用2,000元台幣。

四、至本校報到時需備證件:

1. 台灣地區入出境許可證。

2. 大陸居民往來台灣通行證。

https://recruit.sce.pccu.edu.tw/ExchangeStud/default.aspx?py=2019&pn=8&pt=30
mailto:WSH6@ulive.pcc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