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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大學　函

地址：111臺北市士林區華岡路55號

聯絡人：江煦年

電話：(02)27005858#8141

傳真：(02)27069121

受文者：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6月1日

發文字號：校廣字第1060001996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1060001996_Attach1.pdf、1060001996_Attach2.pdf)

主旨：檢送本校推廣教育部辦理「第一屆多彩貴州非遺傳統工藝

暑期工作坊」活動海報暨報名資料，請貴校惠予公告，並

鼓勵學生踴躍報名參加，請查照。

說明：

一、活動宗旨：兩岸青年學子透過工作坊共同體驗當地獨特文

化，激盪出具文化特色概念之設計作品，達到兩岸青年學

子友好互動與瞭解交流之目的。

二、活動日期：106年7月19日至28日。

三、活動招生對象：台灣各大專院校擁有工藝設計經驗之在學

生(含學、碩、博生)，預計招收20名。

四、受理報名時間：即日起至106年6月25日止。

五、招生海報與報名表如附件，敬請協助將活動海報張貼公告

並轉知學生事宜。

六、本案聯絡人：江煦年老師，電話：(02)2705858，分機：8

141，電子信箱：hnchiang@sce.pccu.edu.tw。

正本：大葉大學、大漢技術學院、中華大學、中華學校財團法人中華科技大學、仁德醫

護管理專科學校、光宇學校財團法人元培醫事科技大學、元智大學、文藻學校財

團法人文藻外語大學、世新大學、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永達技術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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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廣亞學校財團法人育達科技大學、明志科技大學、長庚大學、南華大學、建

國科技大學、真理大學、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高雄市立空

中大學、高雄醫學大學、國立中山大學、國立中央大學、國立中正大學、國立中

興大學、國立交通大學、國立成功大學、國立宜蘭大學、國立東華大學、國立空

中大學、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國立政治大學、國立高雄大學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國立清

華大學、國立陽明大學、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國立嘉義大學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國立臺中科技大學、國立臺中教育大

學、國立臺北大學、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國立臺北護理健康

大學、國立臺東大學、國立臺東專科學校、國立臺南大學、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國立臺灣大學、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國

立臺灣藝術大學、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國立體育大學、

朝陽科技大學、華夏學校財團法人華夏科技大學、華梵大學、慈濟學校財團法人

慈濟科技大學、萬能學校財團法人萬能科技大學、義守大學、實踐大學、臺北市

立大學、輔英科技大學、遠東科技大學、銘傳大學、龍華科技大學、國立高雄餐

旅大學、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崇右技術學院、崑山科技大學、淡江大學、健行學校財團法人健行科技大學、蘭

陽技術學院、景文科技大學、慈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大

學、僑光科技大學、嘉藥學校財團法人嘉南藥理大學、臺北醫學大學、台南家專

學校財團法人台南應用科技大學、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輔仁大學、德明財經科

技大學、黎明技術學院、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樹德科技大學、中信學校財團

法人中信金融管理學院、亞太學校財團法人亞太創意技術學院、靜宜大學、環球

學校財團法人環球科技大學、中國文化大學、佛光大學、逢甲大學、中原大學、

台北海洋技術學院、德霖技術學院、吳鳳學校財團法人吳鳳科技大學、東南科技

大學、中州學校財團法人中州科技大學、東方學校財團法人東方設計學院、康寧

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亞東技術學院、南亞科技學校財團法人南亞技術學院、

中國醫藥大學、大華學校財團法人大華科技大學、中臺科技大學、長榮大學、中

山醫學大學、明新科技大學、玄奘大學、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美和學校財團法人

美和科技大學、東吳大學、致理學校財團法人致理科技大學、和春技術學院、城

市學校財團法人臺北城市科技大學、大同技術學院、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

大學、長庚學校財團法人長庚科技大學、國立臺灣戲曲學院、東海大學、大同大

學、台灣首府學校財團法人台灣首府大學、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敏惠醫護管

理專科學校、高美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南臺科技大學、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明

道學校財團法人明道大學、國立臺北商業大學、醒吾學校財團法人醒吾科技大學

、臺灣觀光學院、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弘光科技大學、國立金門大學、修平學

校財團法人修平科技大學、育英醫護管理專科學校、高苑科技大學、聖約翰科技

大學、中國科技大學、大仁科技大學、嶺東科技大學、亞洲大學、聖母醫護管理

專科學校、崇仁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國立屏東大學、國

立聯合大學、開南大學、法鼓學校財團法人法鼓文理學院、南開科技大學、馬偕

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學院、學校財團法人中華浸信會基督教台灣浸會神學院、臺

北基督學院、財團法人一貫道天皇基金會一貫道天皇學院

副本：本校推廣教育部 2017-06-01
13:51:24



活動日期：2017.07.19~2017.07.28 (10天)

計畫目的：兩岸青年學子透過工作坊共同體驗當地獨特文
化，激盪出具文化特色概念之設計作品，達到兩岸青年學
子友好互動與瞭解交流之目的。

十大特色行程參訪(主辦單位擁有活動異動權利)：

1) 貴州少數民族傳統文化講座

2) 黃平泥哨製作工藝、革家蠟染技藝

3) 朗德上寨苗族文化

4) 丹寨古法造紙及蠟染

5) 三都水族馬尾繡及蠟染技藝

6) 岜沙村盈門儀式、成人禮

7) 肇興堂安梯田、侗族大歌

8) 侗族蠟染、油布技藝

9) 古寨Home Stay

10)貴州工作坊實作&競賽

報名資格：全台大專院校在校大學與研究生；擁有工藝與
設計相關經驗者尤佳。

遴選名額：台灣學生20名、貴州學生20名。

活動費用：個人自行負擔機票、護照、台胞證之費用；主
辦單位將負責住宿、保險、用餐、交通、門票等活動相關
安排。

2017 第一屆多彩貴州
非遺傳統工藝暑期工作坊

指導單位：大陸國台辦交流局

主辦單位：貴州省台辦、中國文化大學、貴州大學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2017年6月25日止

報名方式：

1) 於FB粉絲專頁或來信索取報名表

2) 拍攝自介影片(限3分鐘、300mb內、格式限mpg、
內容需包含自我介紹&參與動機)

3) 整理相關作品集與附件(參考報名表說明)

4) 填妥報名表後同相關附件寄至
hnchiang@sce.pccu.edu.tw

5) 收到回信與google網路硬碟上傳權限後上傳影片；

6) 收到報名代碼，即代表報名成功

面試日期：2017年6月28日。

錄取公告：2017年6月30日。

行前說明會：2017年7月5日。

團隊組成方式：台灣學生和貴州學生混和編組。

招生說明會：2017年6月16日，14:00，中國文化大學
大夏館，B206教室(地址：台北市建國南路二段231號)。

活動聯絡人：中國文化大學海外項目合作中心
江煦年老師 電話：02-27005858分機：8141

Email: hnchiang@sce.pccu.edu.tw
鄭紀茱老師 電話：02-27005858分機：8143



第一屆多彩貴州非遺傳統工藝暑期工作坊 報名表 

基本資料 

姓名  性別  

出生年月日  身份證字號  

聯絡手機  Email  

聯絡地址  

家長姓名  家長電話  

就讀學校  科系(所)  

護照號碼  護照到期日  

台胞證號碼  台胞證到期日  

Wechat 帳號  Line 帳號  

學生作品集(請列舉，並於報名時一併附上相關作品集作為附件)： 

1.                                      2.                                      

3.                                      4.                                      

活動說明會 

時間：2017 年 6 月 16 日，14:00-15:00。 

地點：中國文化大學，大夏館，B206 教室 (台北市建國南路二段 231 號)。 

報名網址：https://goo.gl/forms/Y2Hjn8FLsEd0fv5H3  

繳交備審資料 

1. 報名表 (掃描 PDF 檔) 

2. 自介影片 (標題為： 第一屆多彩貴州非遺傳統工藝暑期工作坊_學校_姓名；限時 3 分鐘、300mb、格式

限 mpg，內容需包含自我介紹與參與動機)；  

3. 在學證明、成績單 (正本掃描)； 

4. 報名動機與預計收穫 (word 或 PDF 檔，限 1500 字內)； 

5. 作品集影本 (掃描 PDF 檔；可能包含：作品照片、影片、文字說明等，若無免附)； 

6. 其它相關附件 (例如：文創、工藝學習證明、獎狀等)。 

報名與繳交資料方式 

1. 請於報名截止日 2017/06/25(日)前，將活動報名表與上述備審資料附件以 Gmail 寄至

hnchiang@sce.pccu.edu.tw。 

2. 收到回信與 google 網路硬碟上傳權限後上傳自介影片。 

3. 收到報名代碼，即代表報名成功。 

https://goo.gl/forms/Y2Hjn8FLsEd0fv5H3
mailto:hnchiang@sce.pccu.edu.tw


遴選標準 

1. 自我介紹影片 (30%) 

2. 作品集與附件 (30%) 

3. 面試 (40%) 

中國文化大學活動事項告知暨同意/保證書 

1. 本人同意所提供之報名與備審資料皆為正確，若有造假或不實資料，本校保有活動資格之最終決定權。 

2. 本人同意所提供之報名資料供本校作為活動後續行政與聯絡之用。 

3. 本人保證錄取後，不任意缺席活動，若有無故退團情況，本校將註記並供相關活動單位參考。 

4. 本人同意配合本校活動行程規範、聽從老師指導、並保證不擅自離開團體與活動行程。 

5. 學生需自行負擔機票(約 16,000 元)、護照與入台證費用；落地後主辦方接待，若有非相關衍伸費用則須自

行承擔。 

6. 錄取活動學生需自行攜帶必要之器具(視情況)如：電腦、相機、設計工具等。 

7. 主辦單位擁有活動成品之所有權。 

8. 學生身體狀況是否有特殊之處？(基於保護學生之立場，請配合下列調查) 

□否 

□是，(請說明)                         ，但仍願參加本次活動，並自行負責。 

本人已閱讀並同意以上之活動告知事項與保證。 

同意人簽名(未滿 20 歲由法定代理人簽名)：                    日期：                          

家長/監護人同意書 

茲同意本人子女                (姓名)，參加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之中國文化大學 2017 多彩貴州非遺傳統工藝工作坊： 

□本人已確實督促子女承諾於活動期間遵守相關之安全規定與上述之告知事項。 

□本人已詳閱相關活動資訊，並瞭解活動之行程安排與性質。 

立書同意人：                           日期：                               

活動聯絡人 

中國文化大學 海外項目合作中心 江煦年 老師 

電話： 02-27005858 #8141 

Email: hnchiang@sce.pccu.edu.tw 

中國文化大學 海外項目合作中心 鄭紀茱 老師 

電話： 02-27005858 #8143 

 

mailto:hnchiang@sce.pc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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