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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 简史简史简史简史    

 远东集团创办人徐有庠先生在从事工商创业历数十年，秉持「取

诸社会，用诸社会」意旨及追怀先翁元智公心愿，自 1986 年起积极筹设

元智工学院，敦请对大学 教育及工业发展有研究、有经验学者专家近

20 人担任咨询顾问，参与筹设工作，将计划付诸实施。1987 年 4 月教育

部同意私立元智工学院筹设，1988 年 4 月因学校校地问题教育部暂缓元

智设立，至 1989 年 4 月教育部同意元智工学院大学部自 78 学年度起立

案招生，第 1 年设立电机工程学系等 5 系，每系招生 1 班，每班 30 名，

研究所则暂缓。元智的筹设至成立，前后历时 3 年余 。 

 

  元智的 20 年历史，创校伊始躬逢台湾高等教育开放扩充期，建校

10 年迄今则置身高等教育多元变革期。1994 年 1 月的大学法修正是一个

分水岭，1998 年 起全力推动的教改运动一项重要冲击，2005 年 12 月的

新大学法修正更是一个大松绑，而私立学校法修正在 2007 年年底经立法

院三读通过则是教育发展史的 一大跨步。台湾高等教育除了各项内部因

素的变化外，加上近 20 年来台湾加入 WTO 的全球化冲击、信息科技发展

的影响、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终身学习理念的 推动、环保意识的成长，

以及国际间不同种族文化宗教间之问题日趋复杂等外部因素，面临着种

种严峻的环境与挑战，高等教育的经营与发展，愈形复杂及困难。元 智

20 年来在高等教育界中，与信息科技、台湾经济、全球局势同步成长，

一路走来，必须时时面对与承受政策的转变与时代的冲击，并非一帆风

顺。 

 

  创立 20 年来，元智在王国明校长、詹世弘校长及彭宗平校长的引

领下，经历台湾整体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走向民主化、自由化，

以及国际化，也见证 高等教育环境的改革与推展。20 年来，3 任校长的

治校理念与校务推展，有其相互延续与承先启后之处，更有因应时代需

求之新契机，所创造的高等教育新作为。 当然，也有顺应教育主管机构

政策及高等教育环境变化，配合调整或转弯的校务发展政策，调整者如：

2005 年设置教学卓越中心、聚焦发展两个顶尖研究中心 等；转弯者如：

97 学年度师资培育中心的退场与停招，98 学年度制造工程与管理技术系

等 8 个二年制在职专班技术系的退场、管理学院不分系学士班的停招等。 

但整体而言，20 年来的努力经营，元智大学办学成效有目共睹，不只在

大桃园地区绽放光彩，更在台湾高等教育舞台展露头角。1989 至 2009

年间，20 年的元智历史，在 3 任校长不同的领导风格与校务重点下，学

校的发展可分成「成长与茁壮」、「飞腾与跃升」，以及「蜕变与创新」等

3 个阶段。    

一一、、大大学学简简介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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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第第第 1111 个个个个「「「「成长与茁壮成长与茁壮成长与茁壮成长与茁壮」」」」阶段阶段阶段阶段，，，，是元智从是元智从是元智从是元智从 1989198919891989 年获准立案招生年获准立案招生年获准立案招生年获准立案招生起起起起

的的的的 10101010 年年年年，，，，又可区分为工学院时期又可区分为工学院时期又可区分为工学院时期又可区分为工学院时期（（（（78~8178~8178~8178~81 学年度学年度学年度学年度）、）、）、）、大学准备时期大学准备时期大学准备时期大学准备时期（（（（82~8582~8582~8582~85

学年度学年度学年度学年度），），），），以及大学发展时期以及大学发展时期以及大学发展时期以及大学发展时期（（（（86~8786~8786~8786~87 学年度学年度学年度学年度））））等等等等 3333 个时期个时期个时期个时期。。。。在工学院

时期，元智以成为国内一流工学院为努力目标；在大学准备时期，元智

致力于申请及建置一所大学所需要的必备条件，诸如符合教育部颁订大

学设立标准之院系所架构成长、硬件建设，以及图仪设备充实等方面努

力，经过 3 度向教育部提出改名为元智大学的计划书申请，并于 1997

年 8 月 1 日正式升格，此后校务发展步入大学发展时期，1998 年及 1999

年更分获远见杂志评选为「未来十年最具发展潜力大学」及「私校学术

声望排名」、「企图心最强」、「进步最多」3 项第 1 名大学。10 年内

创建并树立之特色计有：完善的整体性校务规划、重视专业咨议、严谨

的师资晋用、系统化的教学品保体系、强调学生辅导、全面性的激励制

度，以及素质高且表现优异的职技同仁等。 

 

                        第第第第 2222 个个个个「「「「飞腾与跃升飞腾与跃升飞腾与跃升飞腾与跃升」」」」阶段阶段阶段阶段，，，，是从是从是从是从 1999199919991999 至至至至 2005200520052005 年的年的年的年的 6666 年年年年，，，，也是也是也是也是

元智飞腾发展的关键元智飞腾发展的关键元智飞腾发展的关键元智飞腾发展的关键 6666 年年年年。。。。在飞跃 2000 千禧年之 际，元智为接下来的

第 2 个 10 年设定了三大任务，第 1 是致力培育具国际观的公民、第 2

是成为在特定研发领域中受到国内外肯定的大学、第 3 是建构一个提供

终身学习机会的大学 ；因此在全员参与并历时一年的跨世纪脑力大激

荡及系统性思考之下，研定出学校未来的发展蓝图及方向，即元智将以

「教育理念」为根本，实施「开源节流」政策，发展「绿色科技与管理」

与「信息社会」为特色，并以成为「亚洲新大学典范」为共同愿景 。

2003 年元智获得行政院第 14 届「国家质量奖」，成为全国第 1 及唯一

获得质量最高殊荣之大学，2004 年更被香港明报月刊称誉为「台湾高

等教育界中的传奇」，2005 年 5 月则获选为教育部第 1 次推动教学卓

越计划之全国 13 所奖助大学之一。 

 

                        从从从从 2005200520052005 年迄今年迄今年迄今年迄今，，，，是元智的是元智的是元智的是元智的「「「「蜕变与创新蜕变与创新蜕变与创新蜕变与创新」」」」阶段阶段阶段阶段。。。。走过 20 世纪，

台湾高等教育的扩张已从大众期走向普及期 ，在面临大学数量激增、

教育经费稀释、少子化的现象、两岸加入 WTO 的走向、教育主管机构政

策的摆荡，以及全球化竞争等整个世界大环境的趋势与影响；其中 「全

球化」及「少子化」两大发展趋势，对台湾的高等教育发展，产生重大

的冲击。身处台湾高教的多元变革时期，元智的大家长期许以全新的视

野与大格局的思考，以「蜕变」、「差异化」，以及「国际化」做为校

务发展策略主轴，强调「弹性」、「创新」，以及「质量」，积极朝向

「人文化、国际化、信息化、实务化、 适域化之新大学典范」愿景迈

进。2005 年 10 月元智跻身为教育部 5年 5 百亿「迈向顶尖大学计划」

12 所顶尖大学之林，唯经过两年努力后争取顶尖大学计划之延续却因

政策因素失利，自 2008 年起改为重点补助学校，奖助燃料电池研究领

域之发展。元智虚心检讨，并在创校迈入 20 周年之际提出「Vision 20」

计划，希望以重整、前瞻的精神，以元智 20 岁的豪情壮志，为下一个

20 年勾划更美好的蓝图与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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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 科系介绍科系介绍科系介绍科系介绍    

  本校目前有教学、研究及行政三大体系。教学体系现有二十六系

二十二所（含六独立所），依系所性质划分为工程学院、电机通讯学院、

管理学院、信息学院、及人文社会学院五个学域。工程学院设有机械工

程学系所、化学工程与材料科学学系所、工业工程与管理学系所、资源

与环境科学技术系、生物科技与工程研究所及先进能源研究所；电机通

讯学院设有电机工程学系所、通讯工程学系所、制造工程与管理技术系

及光电工程研究所；管理学院设有企业管理学系所、财务金融学系所、

国际企业学系所、会计学系所、管理学院不分系、经营管理技术系、管

理研究所及领导研究所；信息学院设有资讯工程学系所、信息管理学系

所、信息传播学系所、信息管理技术系、信息网络技术系及信息社会学

研究所；人文社会学院设有应用外语学系所、中国语文学系所、应用中

国语文学系、应用外语学系(二年制)、 社会暨政策科学学系、幼儿保育

技术系、艺术管理研究所、及艺术创意与发展学系。此外，本校并设立

有跨学域之通识教育部、终身教育部、军训室、及体育室。通识教育部

下设有国际语言文化中心及师资培育中心，九十六学年度新设有全球在

地文化筹备处及自然生命科学教研中心筹备处，以因应社会之需求与脉

动。 

 

3.3.3.3. 地理位置地理位置地理位置地理位置    

  元智位于桃园与中坜间之内坜省道旁。就地理上而言，位居中坜

市远东路 135 号的元智，离台北市约一小时车程，而由内坜火车站步行

约十五分钟即可抵达校区，交通可算十分便捷。元智拥有傍于繁华都会，

却享有田园恬美的闹中取静学习环境，是个十分适合培育人才、发展学

术的场所，更是个城乡间的最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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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时间时间时间时间    活动内容活动内容活动内容活动内容    指导人员指导人员指导人员指导人员    地点地点地点地点    

07/23（五） 1330－1700 机场接机 Danielle、接待人员 桃园国际机场 

 1700－2000 晚餐 国际语言中心王润华主任 

国际事务室   彭姿榕 

             张君祺 

接待人员 

中坜 

07/24（六） 0830－0900 早餐 接待人员 R70301 

0900－1200 趣味运动竞赛 国际事务室   彭姿榕 

接待人员 

元智校园 

1200－1330 午餐 R70301 

1430－1700 慈湖、大溪老街 桃园大溪 

1700－2000 欢迎晚宴 国际语言中心王润华主任 

国际事务室   彭姿榕 

接待人员 

中坜海丰餐厅 

07/25（日） 0830－0900 早餐 国际事务室   彭姿榕 

接待人员 

R70301 

0900－1030 开幕式、校园导览 国际事务室  余念一主任    

            彭姿榕 

接待人员 

元智校园 

1030－1200 台湾现况、电影赏析 国际语言中心王润华主任 

1200－1330 午餐 国际事务室   彭姿榕 

接待人员 

R70301 

1500－1700 莺歌陶瓷体验营 莺歌 

1700－1830 晚餐 国际事务室余念一主任 

国际语言中心王润华主任 

国际事务室   彭姿榕 

接待人员 

1830－ 中原夜市 国际事务室  彭姿榕 

接待人员 

中原 

07/26（一） 

 

 

 

 

 

0830－0900 早餐 接待人员 R70301 

0900－1030 中国结教学 外聘老师 元智校园 

1030－1200 台湾美食 DIY 国际语言中心杨佩岚老师 

1200－1330 午餐 国际事务室  张君祺 

            潘祖安 

接待人员 

1430－1700 企业参访 新竹 

 1700－1830 晚餐 

二二、、活活动动行行程程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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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0－ 新竹城隍庙 

07/27（二） 0830－0900 早餐 接待人员 R70301 

0900－1030 国画 艺创系   沈桢老师 元智校园 

1200－1330 午餐 接待人员 台北 

1330－1500 国立故宫博物院 国际事务室  张君祺 

            潘祖安 

接待人员 

1500－1700 台北 101 台北信义区 

1700－1830 晚餐 台北 

1830－ 士林夜市 台北士林 

07/28（三） 

 

 

 

 

 

0830－0900 早餐 接待人员 R70301 

0900－1200 宜兰传艺中心 国际事务室  张君祺 

            潘祖安 

接待人员 

宜兰 

1200－1330 午餐 

1330－1700 冬山河公园 

1700－1830 晚餐 

1830－ 归赋 接待人员 元智校园 

07/29（四） 0830－0900 早餐 接待人员  

0900－1200 学院导览 国际事务室  张君祺 

            潘祖安 

接待人员 

元智校园 

1200－1330 午餐 

1330－1500 知识趣味竞赛 接待人员 

1500－1700 闭幕式 国际事务室  张君祺 

            潘祖安 

接待人员 

1700－2000 闭幕晚宴  桃园中坜 

07/30（五） 0830－0900 早餐 国际事务室  张君祺 

            潘祖安 

接待人员 

TBC 

0900－ 送機 桃园国际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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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队领队领队领队        林秀文林秀文林秀文林秀文    LIM SIEW MUN    

   

 职    称：助理高级执行员 

 单    位：新纪元学院公关与国际事务处 

 地    址：Lot 5, Seksyen 10, Jalan Bukit, 43000 Kajang, 

           Selangor. 

 电    话：603-87392770 ext 301           

 传    真：603-87336799 

 电    邮：siewmun.lim@newera.edu.my 
 

    

    

    团员团员团员团员        庄庄庄庄翠玲翠玲翠玲翠玲    CHONG CHUI LING    

 

  

 科    系：美术与设计系 

 年    级：专业文凭班三年级 

 地    址：121, Jln Kaloi 19, Tmn Permai 70200, Seremban, 

           N. Sembilan. 

 电    话：6010-2114846            

 电    邮：chongchuiling@hotmail.com 

    

    

    

    

团员团员团员团员        李湄娴李湄娴李湄娴李湄娴    MICHELLE LEE BEE XIAN    

 

  

 科    系：美术与设计系 

 年    级：专业文凭班三年级 

 地    址：629, Jln Ahmad Boestaman, 35800 Slim River, 

           Perak Darul Ridzuan. 

 电    话：6016-6835272 

 电    邮：styleness@hotmail.com 

    

 

    

 

三三、、团团员员简简介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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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员团员团员团员        文佩依文佩依文佩依文佩依    MUN PEI YEE    

 

  

 科    系：美術與設計系 

 年    級：專業文憑班三年級 

 地    址：No.71, Jln Mewah 13, Desa Mewah, 

           43500 Semenyih, Selangor. 
 电    话：6016-3434911 

 电    邮：winnie1112@hotmail.com 
 

    

    

    

    

团员团员团员团员        黄森豪黄森豪黄森豪黄森豪    WONG CHIN HAO    

 

  

 科    系：美术与设计系 

 年    级：专业文凭班三年级 

 地    址：46, Jln ½, Tmn Dusun Jaya, 43000 Semenyih, Sel. 

 电    话：6016-2504349 

 电    邮：elvis9074497@yahoo.co.uk 
 

    

    

    

    

    

团员团员团员团员        黄嘉敏黄嘉敏黄嘉敏黄嘉敏    WONG GAH MIN    

 

  

 科    系：媒體研究系 

 年    級：專業文憑班二年級 

 地    址：No.1754, Jln Rasah Moksum Garden,  

           70300 Seremban, Negeri Sembilan. 
 电    话：6016-6510357 

 电    邮：happy_90elsa@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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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员团员团员团员        陈汉泯陈汉泯陈汉泯陈汉泯    CHAN HON MUN    

 

  

 科    系：媒体研究系 

 年    级：专业文凭班二年级 

 地    址：No.16, Jln Pandan Indah 2/11, Pandan Indah, 

           51000 Kuala Lumpur. 
 电    话：6016-3063034 

 电    邮：honmun_10@hotmail.com 
 

    

    

    

团员团员团员团员        陈蓓宁陈蓓宁陈蓓宁陈蓓宁    CHAN PUI LENG    

 

  

 科    系：媒体研究系 

 年    级：专业文凭班二年级 

 地    址：No.637, Jln 27, Salak South Baru, 57100 KL. 

 电    话：6016-9145102 

 电    邮：pauchukang@yahoo.com.tw 
 

    

    

    

    

    

    

 

    

团员团员团员团员        刘忆雯刘忆雯刘忆雯刘忆雯    LOW YEE VEN    

 

  

 科    系：媒体研究系 

 年    级：专业文凭班二年级 

 地    址：No.5, Jln Bunga Raya 2/1, Tmn Bunga Raya, 

           71700 Mantin Negeri Sembilan. 

 电    话：6016-2481851 

 电    邮：lavenderlow@hotmail.com 



2010201020102010 年元智大学企业文化暑期参访营年元智大学企业文化暑期参访营年元智大学企业文化暑期参访营年元智大学企业文化暑期参访营    

 2010201020102010 年年年年 7777 月月月月 23232323 日日日日～～～～30303030 日日日日 
 

9 

 

团员团员团员团员        刘美莹刘美莹刘美莹刘美莹    LOW MEI YENG    

 

  

 科    系：媒体研究系 

 年    级：专业文凭班二年级 

 地    址： 

 电    话：6016-2481851 

 电    邮：mini_yeng@hotmail.com 
 

    

    

    

    

团员团员团员团员        官姵杉官姵杉官姵杉官姵杉    KON PUI SAN    

 

  

 科    系：媒体研究系 

 年    级：专业文凭班二年级 

 地    址：No.107, Jln 2/149 G, Tmn Sri Endah, 

           Sri Petaling, 57000 Kuala Lumpur. 
 电    话：6016-2481851 

 电    邮：evergreen_ctred@hotmail.com 
 

    

    

    

    

团员团员团员团员        陈玉燕陈玉燕陈玉燕陈玉燕    TING YOKE YENG    

 

  

 科    系：媒体研究系 

 年    级：专业文凭班二年级 

 地    址：No.21, Jln Mawar 7, Tmn Mawar, 81700, 

           Pasir Gudang, Johor. 
 电    话：6016-2481851 

 电    邮：Dophin890702@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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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公关与国际事务处职员林秀文

带领媒体研究系和美术与设计系共 11

名学生，搭乘早上 10 点、亚航 D72672

班机飞往桃园国际中正机场，并于下

午约 3 点抵达。由元智大学国际暨两

岸事務室职员彭姿榕小姐、张君祺小

姐和潘祖安先生，以及数位目前就读

于元智大学的外籍学生（包括新院校

友谢淑霜和骆垚蒨）前来接机。过后，

前往中坜太平洋 Sogo 百货、晚餐和入

住元智大学宿舍。 

 

 

 

 

 

 

 

 

    第二天行程，早上前往参观蒋介石

其中一个行宫、也是摆放蒋介石棺木成

为谒陵的『慈湖』 ；下午则到郭元益糕

饼厂用午餐，并且在这里体验凤梨酥的

制作过程。晚上则和南方学院会合，共

进晚餐。 

 

    慈湖原称埤尾，因临百吉隧道出口

又称为洞口，蒋介石善爱此地景致似故

乡奉化，于 1959 年完成『慈湖行宫』 ，

并为思念慈母王太夫人，于 1962 年改名

为慈湖。慈湖是于近一、两年才开放让民众参观，慈湖除了谒陵，最重要的观光

景点是仪队的换班仪式，每逢周末的卫兵交接仪式，最让国内外游客们喜爱，人

潮总是络绎不绝。 

 

 

2

Day 1  23/7（（（（五五五五）））） 

吉隆坡出发吉隆坡出发吉隆坡出发吉隆坡出发    →→→→    元智大学接机元智大学接机元智大学接机元智大学接机    →→→→    中坜太平洋中坜太平洋中坜太平洋中坜太平洋 SogoSogoSogoSogo 百货百货百货百货    →→→→    晚餐晚餐晚餐晚餐（（（（谭英谭英谭英谭英

雄火锅雄火锅雄火锅雄火锅））））    →→→→    入住元智宿舍入住元智宿舍入住元智宿舍入住元智宿舍    

 
  与元智大学国际暨两岸事務室职员与元智大学国际暨两岸事務室职员与元智大学国际暨两岸事務室职员与元智大学国际暨两岸事務室职员 

  合影合影合影合影。。。。左为彭姿榕左为彭姿榕左为彭姿榕左为彭姿榕、、、、张君祺和潘祖安张君祺和潘祖安张君祺和潘祖安张君祺和潘祖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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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2  24/7（（（（六六六六）））） 

早餐早餐早餐早餐    →→→→    慈湖慈湖慈湖慈湖    →→→→    午餐午餐午餐午餐、、、、糕饼糕饼糕饼糕饼 DIYDIYDIYDIY（（（（郭元益郭元益郭元益郭元益））））    →→→→    晚餐晚餐晚餐晚餐（（（（中坜海丰餐厅中坜海丰餐厅中坜海丰餐厅中坜海丰餐厅））））

→→→→    返回返回返回返回元智宿舍元智宿舍元智宿舍元智宿舍    

三三、、行行程程简简介介  

  慈湖行宫一景慈湖行宫一景慈湖行宫一景慈湖行宫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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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元益为百年老店，传承至

今已是第四代了。为了保存中国

糕饼珍贵丰硕的历史资产，并纪

念郭钦定、郭施阿巧夫妇，2001

年于桃园杨梅幼师工业区创设

郭元益糕饼博物馆。馆内拥有两

百坪的馆内规划，包括参观教

学、动手做糕饼及展示糕饼历史

与礼俗的发展等，让人回味过去

几十年来的台湾糕饼文化。整个

展区共分为：郭元益历史陈列 

 区、原物料展示区、生命礼俗区、怀旧童玩区、台湾糕饼主题区、古六礼模型 

 区、婚嫁礼俗区、喜饼演进区、节庆礼俗区、多媒体区等。之后，则到了临近 

 一家同样拥有几十年历史的台湾女性保养品和护肤品公司-雅闻参访。 

 

  

 

 

 

 

 

 

 

 

 

 

 

 

 

 

  

 

 

 

 

 

 

 

 

 

 

 

  于郭元益糕饼厂制作凤梨酥于郭元益糕饼厂制作凤梨酥于郭元益糕饼厂制作凤梨酥于郭元益糕饼厂制作凤梨酥。。。。 

  

 

 郭元益糕饼博物馆一景郭元益糕饼博物馆一景郭元益糕饼博物馆一景郭元益糕饼博物馆一景。。。。  雅闻公司大楼雅闻公司大楼雅闻公司大楼雅闻公司大楼。。。。 

 雅闻导览人员在雅闻导览人员在雅闻导览人员在雅闻导览人员在讲解如何使用产品讲解如何使用产品讲解如何使用产品讲解如何使用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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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天早上行程为开

幕仪式，由元智大学国际语

言中心王润华主任致开幕

词，并由国际暨两岸事务室

余念一主任作了一个简短

的校园介绍。紧接着就进行

简单的校园导览，过后再由

元智大学管理学院的叶日

崧教授主讲“台湾现况”，

让首次到台湾的学生了解

台湾的历史和现在的发展。 

 

      下午则到了著名的莺歌陶瓷博物  

  馆和老街参观，并在老街的一间陶瓷店 

  让学生体验如何做陶瓷。莺歌陶瓷博物 

  馆为全国首座陶瓷专业博物馆，历经三 

  位县长，耗时 12 年筹建，最后终于在 

  2000 年 11 月 26 日开馆。陶瓷博物馆 

  的建筑形式以清水模、钢骨架、透明玻 

  璃穿透内外环境，使陶博馆的空间产生 

  无限延伸和虚实的变化，呈现质朴的美 

  感，它衬托出博物馆展品的重要性。博 

  物馆以台湾 200 年来烧窑技术及常民 

  文化建构台湾陶瓷文化的主体性和展示内容。同时更以教育服务为导向，结合 

  信息科技，塑造各种情境，让陶博馆成为知性、感性、可亲、可游的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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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3  25/7（（（（日日日日）））） 

早餐早餐早餐早餐    →→→→    开幕式开幕式开幕式开幕式、、、、校园导览校园导览校园导览校园导览    →→→→    上课上课上课上课（（（（台湾现况台湾现况台湾现况台湾现况））））→→→→    午餐午餐午餐午餐    →→→→    莺歌陶瓷莺歌陶瓷莺歌陶瓷莺歌陶瓷

体验营体验营体验营体验营    →→→→    晚餐晚餐晚餐晚餐、、、、中原夜市中原夜市中原夜市中原夜市    →→→→    返回宿舍返回宿舍返回宿舍返回宿舍    

 
 在简单的开幕式后来一张大合照在简单的开幕式后来一张大合照在简单的开幕式后来一张大合照在简单的开幕式后来一张大合照。。。。 

   莺歌陶瓷博物馆入口处莺歌陶瓷博物馆入口处莺歌陶瓷博物馆入口处莺歌陶瓷博物馆入口处。。。。 

    学生捏陶的陶趣天堂学生捏陶的陶趣天堂学生捏陶的陶趣天堂学生捏陶的陶趣天堂。。。。   学生在学习如何捏陶学生在学习如何捏陶学生在学习如何捏陶学生在学习如何捏陶。。。。 



2010201020102010 年元智大学企业文化暑期参访营年元智大学企业文化暑期参访营年元智大学企业文化暑期参访营年元智大学企业文化暑期参访营    

 2010201020102010 年年年年 7777 月月月月 23232323 日日日日～～～～30303030 日日日日 
 

13 

 

 

 

 

 

 

 

 

    今天早上的行程，则由元智大学艺术创意 

系的沈祯教授教导如何画国画。同学下笔之前， 

老师也一一介绍了国画的历史与由来，当中包 

括介绍了画国画必须具备的“文房四宝”。 

 

    下午至晚上则安排到企业作参访和游览 

古迹。午餐过后，元智大学安排我们到远东新 

世纪股份有限公司作企业参访。这家公司在各 

个领域都有涉猎，包括化学纤维、水泥、海陆 

运输、医疗、金融、百货、电信、饭店和营造 

等。此趟企业参访还参观了他们公司的果园、 

污水处理厂和货物装箱集散中心。晚上则到了 

新竹知名的城隍庙参观。 

 

    城隍的信仰，在中国源远流长。一般人均认为阴界与阳间一样，也有其 

社会组织，城隍即为阴间的父母宫。儒家的敬天畏神即承认世界有阴阳之隔。 

但有城隍的观念却是从道家开始；易经有载： 『城复于隍，勿用师』即为 

证明。但设置城隍并建庙祭祀却是道教成为民间的宗教信仰以后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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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4  26/7（（（（一一一一）））） 

早餐早餐早餐早餐    →→→→    上课上课上课上课（（（（国画国画国画国画））））    →→→→    午餐午餐午餐午餐    →→→→    企业参访企业参访企业参访企业参访    →→→→    晚餐晚餐晚餐晚餐、、、、新竹城隍庙新竹城隍庙新竹城隍庙新竹城隍庙    →→→→    返返返返

回宿舍回宿舍回宿舍回宿舍    

   沈祯老师现场画钟馗沈祯老师现场画钟馗沈祯老师现场画钟馗沈祯老师现场画钟馗。。。。 

  

  参参参参观货物装箱集散中心观货物装箱集散中心观货物装箱集散中心观货物装箱集散中心。。。。   新竹城隍庙新竹城隍庙新竹城隍庙新竹城隍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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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天早上行程，元智大学安排另一门

具有中国文化历史悠久的手艺课－中国结给

同学学习。这次元智大学外聘了黄忠义老师

前来给我们上课，并示范如何手打过程极度

繁杂的中国结。 

 

    而下午的行程则是学生最感兴趣和喜欢

的国立故宫博物馆、台北 101 大楼。晚上则

到了台北市最人气鼎盛的士林夜市。学生除

了边参观之余，也可以在上述这几个名胜地

购买自己喜欢的物品外，也可以购买伴手礼

送给亲朋戚友。 

        

      故宫博物馆前身为中华民国政府与  

  1925 年 10 月 10 日在北京紫禁城所建立的故 

  宫博物馆。1948 年因国共战乱，因为将故宫 

  博物院南迁文物精品至台湾。1965 年 11 月 

  12 日位于台北市士林区外双溪的现址落成， 

  为了纪念孙中山先生，因而定名为『中山博 

  物院』。一般为了与“北京故宫”有所区别， 

  所以俗称“台北故宫”。国立故宫博物院以收 

  藏中华文化历代古物、图书、文献为主，主 

  要承袭自宋、元、明、清四朝宫廷的皇家收藏，  

  数量达 655,707 件。由于宫内典藏多为中国历朝传世之宝，遂有『中华文化宝 

  库』之誉。  

 

    台北 101(TAIPEI 101)，原名台北国际金融

中心（Taipei Financial Center），是位于台湾

台北市信义区的一栋摩天大楼，由建筑师李祖原

及其团队设计、KTRT 团队建造，其以美国权威建

筑机构世界高楼协会所订定的高度标准计算，台

北 101 是目前世界第二高楼，其曾于 2004 年 12

月 31 日～2010 年 1 月 4 日时为世界第一高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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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5  27/7（（（（二二二二）））） 

早餐早餐早餐早餐    →→→→    上课上课上课上课（（（（中国结中国结中国结中国结））））    →→→→    午餐午餐午餐午餐    →→→→    国立故宫博物馆国立故宫博物馆国立故宫博物馆国立故宫博物馆    →→→→    台北台北台北台北101 101 101 101 →→→→    晚晚晚晚

餐餐餐餐、、、、士林夜市士林夜市士林夜市士林夜市    →→→→    返回宿舍返回宿舍返回宿舍返回宿舍    

 
  老师示范如何手打中国结老师示范如何手打中国结老师示范如何手打中国结老师示范如何手打中国结。。。。 

 
  国立故宫博物馆国立故宫博物馆国立故宫博物馆国立故宫博物馆。。。。 

 
  台北台北台北台北 101 大楼大楼大楼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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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行程则属于知性与文艺之旅，安排到 

宜兰的传统艺术中心、冬山河和兰阳博物馆参观。 

 

    『传统』意味着历史传承的意涵，『艺术』则 

是人类对生活的感触所加以创造、并兼具美感的 

产物，传统艺术的创作灵感多来自于基层百姓的 

日常生活当中，能具体呈现该地的民俗风情、思 

想价值、宗教信仰及衣食住行育乐等现况。 

 

    传统艺术扎根于生活，是民间生活艺术之美， 

先民薪传文化之源，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是表 

演艺术，如音乐、歌谣、舞蹈、杂技、说唱、小 

戏、偶戏、大戏等等；二是造型艺术，其重心在 

工艺类，尤其是传统手工艺，如雕刻、编织、绘 

画、捏塑、剪黏、陶瓷、金工等等，更是传统艺术中的精华。 

 

    传统艺术中心于民国92年 10月

正式对外开园营运，成为台湾第一个

由政府主导筹建的民俗技艺园区。传

艺中心除了负责统筹、规划全国传统

艺术与民俗之图书视听资料采集、出

版等业务及传统表演艺术、传统工艺

与民俗典藏文物之传习、展演、推广、

人才培育等计划外，藉由设立以 

   传统农业生活形态再现的固定性

展演场所，涵盖寺庙及传统店铺、住 

   宅，呈现台湾传统文化的缩影，并为运用园区深具特色的传统式建筑及民俗 

   色彩的活动展现规划，让民众亲炙传统艺术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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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6  28/7（（（（三三三三）））） 

早餐早餐早餐早餐    →→→→    宜兰传艺中心宜兰传艺中心宜兰传艺中心宜兰传艺中心    、、、、冬山河冬山河冬山河冬山河→→→→    午餐午餐午餐午餐    →→→→    兰阳博物馆兰阳博物馆兰阳博物馆兰阳博物馆    →→→→    晚餐晚餐晚餐晚餐    →→→→    返返返返

回宿舍回宿舍回宿舍回宿舍    

   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大街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大街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大街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大街。。。。 

   园区导游在为我们解说园区导游在为我们解说园区导游在为我们解说园区导游在为我们解说。。。。 

    传统艺术中心园区一景传统艺术中心园区一景传统艺术中心园区一景传统艺术中心园区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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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山河亲水公园于民国 76 年

完成园区设计并开始施工，然后于

民国82年6月3日开园。『亲近水、

拥有绿』是亲水公园规划的主题。

计划的主题是充分利用冬山河水

域的特性，将其开发成一个『水与

绿』结合的开放空间，以『水』本

身规划成不同的利用方式，而达到

观光、休闲、游憩与教育的不同目

的。为了实践『亲近水』的理念， 

在陆地与水接触的地方，多半都设 

    计成阶状平台，层层没入水中，或将陆地以斜坡状伸入水中，让人与水能更 

    亲近，唤回人类亲水的天性，重建人与水之间的自然伦理。 

 

        兰阳博物馆的所在地乌石礁遗址，为 

    清代的乌石港，因港域内有三大块黑色礁 

    石而得名，为宜兰货物进出之咽喉，万商 

    云集，『石港春帆』为兰阳八景之一。民 

    国 89 年，行政院核定在乌石渔港区兴建 

    兰阳博物馆，并指定乌石礁遗址并规划为 

    公园，结合各项海洋文化设施，连接头城 

    旧市区的历史空间、东北角风景区等，形 

    成一旅游廊道，在区域行人文观光资源区 

    带上，扮野人文旅游的窗口，展现宜兰自 

    然与人文的多样性，再现乌石春帆的风华 

    。长期以来兰阳博物馆与兰博家族共同推 

    动『宜兰就是一家博物馆』的理念与运动 

    ，聚集了许多有志一同的人们，在沟通与 

    熟悉后决定携手共同成长。而结合了公私 

    立博物馆与整合横向资源的兰博家族地方文化馆，共同期盼博物馆的经营理 

    念（保存珍惜宜兰的珍贵资产）与营运机能（研究、典藏、展示、教育）将 

    深植兰阳这块醇厚的生命大地。 

 

    只要进入兰阳平原就可以感觉

到山、海交融的经验，因此在展场内

提供一个类比宜兰特有的地理空间

经验。因此，兰阳博物馆主要分为四

层楼设计：山层、平原层、海，以展

现宜兰整体的地理环境、人文轨迹、

延伸民众广大的想象空间。 

 

 

   好山好水好山好水好山好水好山好水、、、、景致优美的冬山河景致优美的冬山河景致优美的冬山河景致优美的冬山河。。。。 

   外形极具特色的兰阳博物馆外形极具特色的兰阳博物馆外形极具特色的兰阳博物馆外形极具特色的兰阳博物馆。。。。 

 
  兰阳博物馆内的其中一个展示区兰阳博物馆内的其中一个展示区兰阳博物馆内的其中一个展示区兰阳博物馆内的其中一个展示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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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行程则全天候安排元智大学各个学院的导览，让首次到元智大学的 

学生对各学院与相关科系有更深一层的了解，若于往后想到元智大学继续就 

读，可以及早作好资讯的搜集。而下午的行程除了继续参观校园外，同时在 

闭幕晚宴之前，元智大学也安排了趣味竞赛让学生参与，然后再前往出席闭 

幕晚宴。 

   

 

 

 

 

 

 

 

 

     今天参观的科系与设备包括：管理学院、资讯学院、化学工程与材料 

     学学系、工业工程与管理学系和其实验室、艺术创意与发展学系和其创意 

     操作工作坊、中国语文学系图书馆、社会暨政策科学学系民意调查研究中 

     心、应用外语学系的自学中心、IC 设计中心、电子电路实验室、物理光学 

     实验室，以及整合型天线量测实验室。其中，管理学院院长陈家祥教授和 

     资讯工程学系系主任黄依贤教授也出席接待我们的到访，并亲自介绍了管 

     理学院和资讯学院的概况。学院导览结束后，团员们则进行了趣味竞赛， 

     晚上则到餐厅进行闭幕晚宴，王润华主任和余念一主任也参与其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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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7  29/7（（（（四四四四）））） 

早餐早餐早餐早餐    →→→→    学院导览学院导览学院导览学院导览    →→→→    午餐午餐午餐午餐    →→→→    学院导览学院导览学院导览学院导览、、、、趣味竞赛趣味竞赛趣味竞赛趣味竞赛    →→→→    闭幕晚宴闭幕晚宴闭幕晚宴闭幕晚宴（（（（桃园桃园桃园桃园

中坜绿光花园中坜绿光花园中坜绿光花园中坜绿光花园））））    →→→→    返回宿舍返回宿舍返回宿舍返回宿舍    

  
  学生细心聆听解说员的介绍学生细心聆听解说员的介绍学生细心聆听解说员的介绍学生细心聆听解说员的介绍。。。。   出席管理学院的说明会出席管理学院的说明会出席管理学院的说明会出席管理学院的说明会。。。。 

  

  学生进行趣味游戏竞赛学生进行趣味游戏竞赛学生进行趣味游戏竞赛学生进行趣味游戏竞赛。。。。   全体学生与元智师长于闭幕宴合影全体学生与元智师长于闭幕宴合影全体学生与元智师长于闭幕宴合影全体学生与元智师长于闭幕宴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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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天的行程，安排参观图书馆和部分教学与行政大楼。用过午餐后， 

   就乘搭下午 4 点的班机返回吉隆坡。元智大学图书馆成立于 1989 年，而后 

   在 1997 年迁建新馆，并于 2006 年 2 月完成图书馆扩建，面积为原有的两倍， 

   可容纳六十万册馆藏。新馆空间设计以公共艺术的概念出发，以采光中庭及  

   植栽营造光线与大自然的互动美感，配合特藏及艺文展览区的设置与定期展 

   览，希望为校园加强营造人文艺术氛围，提供更优质的阅览及学习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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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8  30/7（（（（五五五五）））） 

早餐早餐早餐早餐    →→→→    参观图书馆参观图书馆参观图书馆参观图书馆    →→→→    电影欣赏电影欣赏电影欣赏电影欣赏（（（（一一一一页台北页台北页台北页台北））））    →→→→    午餐午餐午餐午餐    →→→→    返回吉隆坡返回吉隆坡返回吉隆坡返回吉隆坡    

  
  元智大学图书馆一景元智大学图书馆一景元智大学图书馆一景元智大学图书馆一景。。。。   元智大学校园鸟瞰图元智大学校园鸟瞰图元智大学校园鸟瞰图元智大学校园鸟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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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媚娴 

美术与设计系－视觉传达设计专业文凭三年级 

 

    从 7月23日至7月30日,我参加了元智大学企

业文化暑假参访营。在第一天的早晨 6 点 30 分大家

在学院集合后就往 LCCT 去了。当时的我已经开始兴

奋了，但由于我没出席 22 日晚上的聚会所以对媒体

系的同学不熟。在计程车上大家都没有睡，除了有

两位男生在睡之外。由于是第一次参加新院带领的

交流营，而且也是我第一次去台湾，心情是雀跃的、

是充满期待的，而且很迫不及待的想抵达台湾。到 

  了机场，把该办的都办好后，大家就在机场的麦当劳里边吃边等上机的时间到， 

  上机前我们拍了大合照。搭乘了大约 4 小时 30 分的飞机终于到了台湾。 

 

      下机领了行李后，我们跟着领队去找代表元智大学接机的师长们。我们在 

  桃园国际机场也和元智的师长们拍了一张大合照。在大合照前大家也都分配好 

  小队辅，过后我们就往元智去。一路上大家都在自我介绍，包括国际事务室的 

  Peter Pan、Danielle、和 Gigi，各队队辅们有锦荣、Kitty、垚倩、淑霜、 Jane 

  和俊彦。在抵达大学前我们到了 Sogo 去逛，当天我们就买了好多零食准备宵  

  夜。逛完了 Sogo,大家一起去用晚餐后才回去大学的宿舍。晚餐吃了火锅，好 

  开心，因为吃饱了还有蛋糕吃，是大家替 7 月份生日的同学与小队辅之一垚倩 

  庆祝生日。第二天晚上我们就和南方学院的同学们会合用餐。那天我们到了郭 

  元益参观、了解、消费和 DIY 凤梨饼和爱心的 cookie. 接下来我们还去了慈 

  湖、莺歌、中原夜市、新竹的新竹城隍庙、国立故宫博物院、台北 101、士林 

  夜市、宜蘭傳艺中心、冬山河公园等。 

 

      此外，大学还为我们准备了一些讲座：企业参访、国画，而且也准备了中 

  国结的教学。让我打开眼界和了解华人的习俗的是故宫博物院。我们还有个知  

  识趣味竞赛。大家要相互传接答案，坐在最前面的同学要把指定的事物或饮料 

  吃完或喝完才能把答案说出。记得当天我要吃布丁。天啊！我吃得还真狼狈， 

  不过还蛮刺激的。在台湾的最后第二天 Peter 还带我们去各学院导览。他们的 

  教学方式与设备都很先进很齐全，我非常喜欢。尤其是他们的图书馆，我已爱 

  上了，同时也有在考虑到这里升学。这次的台湾之旅使我比之前更加认识、了 

  解台湾，因此我已爱上了台湾。 

 

 

 

 

 

四四、、学学生生心心得得分分享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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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森豪 

美术与设计系－视觉传达设计专业文凭三年级    
 

      很高心这次能参与台湾元智大学交流营之旅。很 

  感激元智资助我们在台湾的费用，包括住宿以及餐饮 

  的费用，让我们都有机会参与这交流营。元智的大学 

  生们从迎接我们开始直到送我们回国，在这短短的八 

  天里，一直陪伴与协助我们，这让我觉得非常的窝心 

  体贴。学长姐们都很尽力地达成我们的每一个要求， 

  尽量配合行程的时间，让我们的行程更为顺利和圆满。 

 

住宿方面，学校的宿舍宽大且设备齐全，虽然宿 

  舍有点陈旧，但还是很舒适。每一天每一日的餐饮都

十分丰富及美味，看到餐 

  厅的环境及菜色都似乎很昂贵，让我们大饱口福，好幸福。我们大家期待已久 

  的夜市终于实现了。我们一共去了三个夜市，包括中原夜市，中坜夜市和士林 

  夜市。逛得很开心，买了不少名产与手信，吃了很多美味的小吃及饮料。我们 

  到了很多的旅游景点去观光，例如台北 101、宜兰的传艺中心、新竹的城隍庙 

  等等。 

 

还有一个我本人觉得台湾人真的很有礼貌及很贴心的地方，就是我在中坜 

  夜市逛街时，我看到一双我很喜欢的鞋子，有一位很帅气的女生很友善地出来  

  招待我，为我服务。我真的很喜欢，但因为价钱有点高，我暂时不能买。她还 

  猛扣价给我，还一直说我“口爱”(商业技能吧)。虽然如此，我还是对他们很 

  有好感，太窝心和亲切了。让我毫不犹豫爱上了台湾这国家，因为他们的热情 

  与文化。 

 

完美之下也一定藏有一些负面的事情。听说司机大哥因为某些事情发脾  

  气，虽然不懂什么地方得罪了司机大哥，但我们还是感到很抱歉也很感谢他那 

  八天的辛苦。 

 

      最后，也非常感谢各位让我有个这么珍贵的旅程，也希望还有机会能再到 

  其他的国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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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佩依 

美术与设计系－视觉传达设计专业文凭三年级 

 

    这次有幸参与元智大学的交流营。在这次的

交流营里，比起跟旅行团旅游，更让我体会到台

湾的文化、教育、社会和台湾人都很有礼貌。而

小队辅们都很体贴，全程都顾虑到我们的饮食起

居，也非常照顾我们的安全。 

 

    第一天的相处就能让我倍感亲切。此外，在

我所看到的，他们都很注重教育和回馈社会的付    

出。在这两方面下了不少功夫，在这交流营的行 

程中，有个企业参访，在这里面，我看到它并不 

  只是企业发展，它和马来西亚的企业有所不同，能够在厂内设有自己的幼儿园 

  提供给员工的小孩，还有户外活动参与，最重要的是他们都很顾虑到员工的福  

  利与安全，由此可见出他们对员工的福利之一，是非常照顾的。 

 

在学院导览当中，元智大学的软硬体设备齐全，例如美术系的器材，在元 

  智就可以学习到，但我们在马来西亚要出來工作后才能接触到。另外，他们的 

  研究真的让我见识到，虽然我本身并不善于电子或科学等研究，但他们的设备 

  就可以让我了解到他们平时学习的环境是非常完善的。在整个校园当中，我最 

  喜爱的是他们的图书馆。里面真的有很多关于不同科系的书籍，而且图书馆内 

  的环境有种让人专心阅读，不受他人打扰的氛围。此外，当他们的图书馆内找 

  不到你需要的相关书籍时，就可以通过网络的资源分享，向其他大学借阅。 

 

除了这些以外，元智的运动设备也很不错，有很多类型的运动场地。除了 

  见识到元智校园的广阔、优越的教学方式、出色的企业发展以外，也可以在夜 

  市也了解台湾在地的生活。 

 

      这次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交流营之旅，在此也想谢谢各位在这八天带给我 

  们那么多的欢乐，已经增加我对台湾和元智大学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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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汉泯 

媒体研究系专业文凭二年级 

 

      能参加这次的台湾元智大学暑  

  假交流营是非常开心的。对于这次的 

  交流营，我非常满意和开心，因为可 

  以认识很多的朋友，了解更多的台湾 

  文化，更详细知道关于元智大学的一 

  切。这次的交流营实现了我的梦想， 

  我小时候就想去台湾了，这次能去到 

  台湾，实在要感谢新纪元学院给我这 

  次机会。 

 

      这次交流营我要非常感谢我们新纪元公关与国际事务的林秀文执行员，他 

  一路上的照顾与提醒，非常感动。很高兴能认识到南方学院的执行员和学生， 

  他们人都很好，很谈得来。也非常感谢元智大学的招待，他们的照顾让我受宠 

  若惊。这八天的行程我都玩得很开心，但还是担心成绩，因为那时候等待成绩 

  公布。 

 

在这八天的行程里，要感谢我们新纪元的学长，即现在就读元智大学的学 

  生，谢谢你们做我们的小队辅，感谢三位元智大学的各位师长，谢谢你们的照 

  顾，安排与介绍。 

 

在这次的交流营中最喜欢的是去宜兰参观，喜欢那个导游的介绍，更了解 

  那里的文化。第二个最喜欢的是去夜市，因为去到夜市可以血拼和买当地好吃 

  的食物和饮料。去了士林和中原夜市，那里的饮料好好喝，食物也好好吃，最 

  特别的是走夜市是不会觉得热，因为有风吹来。 

 

      最后，很高兴认识你们，这个交流营有很多开心的回忆，不会忘记你们的 

  付出，感谢你们。如果再有这个交流营的话，一定会参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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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嘉敏 

媒体研究系专业文凭二年级  

 

    这次有幸可以参加台湾元智大学交流营，本 

来就一直想去的国家这次可以好好利用这次机会

看看那里的风景，了解他们的生活方式。满心期

待的日子越靠近就越开心，我想跟我同行的同学

们都会有这种心情吧！这次的交流营本以为只是

我们的学校，原来南方学院也有一同参与，虽然

跟他们不是很熟悉但相处得还不错。出发的第一

天我们大清早就赶去机场带着各自不同的心情出

发，到达时已是大约中午两三点了，当然来接机 

  的就是元智大学的师生，还有在元智留学的新院学长姐们。对于不熟悉他们与 

  台湾的我其实并没有所谓的陌生感，反而感觉还蛮亲切的。一开始给我感觉较 

  特别的是台湾的招牌和路牌都有华语字，这原本是我就已经知道的事，只是亲 

  眼看到时感觉有所不同。而晚餐时吃的火锅我想在大马很少机会吃到，吃过晚 

  餐就回去元智大学。第一次去他们的学校，校园真的很大，也许是晚上没有看 

  清楚不知道整个结构，所以也没多留意。 

 

      到台湾的第一天没什么特别的，看到的就是与我们不同的国度。在台湾的 

  第二天开始，每一天的行程就由早餐开始。他们那里的食物与大马不同的是， 

  台湾的早餐分量蛮大大的，让人有点吃不消。在出发时观察了学校的四周，可 

  以说元智的建筑很特别，也发现這裡也是台湾偶像剧常取景的地方。接着我们 

  前往慈湖和大溪老街。慈湖是蒋介石以前出游度假时的其中一所行宫，里头古 

  色古香，而蒋介石的坟墓也在里头供人们参观祭拜。台湾夏天的天气真的很闷 

  热，一边参观，一边汗流浃背的听着导游讲解。到过了慈湖，下一站去到郭元 

  益去做糕饼 DIY。郭元益是台湾蛮有名的糕饼店，我们到那里体验制作糕饼。 

  对于烹饪嘛！我是没什么心得，所以带着战战兢兢的心情跟着师傅慢慢学习， 

  当然糕饼做出来的效果还不错啦！除了到外面参观，我们也有在学校上课，例 

  如国画和中国结，教学都很有趣，虽然自己做得不怎么好，但都是新的尝试。 

 

      而参观那么多景点，最让我最喜欢与印象深刻的就是宜兰的传艺中心。因 

  为它的建筑非常特别，会让人容易记得宜兰美丽的风景。当然，不能少掉的台 

  湾文化很重要的一环就是夜市，其实台湾的夜市跟大马的夜市没有太大的差 

  异，只是这里夜市卖的小食更让人值得一试。 

  

      这几天下来的行程，虽然很累但也过得充实，学习和见识到不一样的事物， 

  也交到新朋友。元智大学的师长对我们的照顾也非常周到，在这几天也观察到  

  台湾人的好客之道与热情，偶尔在买东西时也会跟我们聊天，一点也不难相处。 

  很荣幸有这个机会可以参加这趟旅程，希望有机会可以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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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姵杉 

媒体研究系专业文凭二年级 

 

      在台湾元智大学度过的八天，每一天都过得既充实又 

  新鲜，像我们的早餐一样那么新鲜，因为每一天起床后， 

  大家一定会讨论的事情，就是今天的早餐会是什么。而每 

  一天的充实，因为总会有不一样的活动、不一样的人事物 

  让我们一一去体验。也体验了疯狂购物的三天，第一次逛 

  夜市直接省略吃和喝，眼睛直接看吃喝以外的东西，也第 

  一次体验了用限定时间的方式逛夜市。 

 

      元智大学的每位人员给了我们很多很多很好的待遇，从接机、每天的三餐、 

  旅程、活动再到送机都做足功夫。尤其给我们安排的晚餐则让我有点受宠若惊， 

  像欢迎晚宴、火锅、桃园的七海乐活天地、韩国餐还有最吸引我的闭幕晚宴— 

  绿光花园，这些餐厅有些实在有点高级了，几乎每顿晚餐近乎山珍海味般，感 

  觉元智大学对我们太好了。可惜这些近乎山珍海味般的晚餐没吃到太多，因为 

  有些不能吃，有的吃不习惯，但也很感谢他们为我们安排的晚餐。 

 

这次是第一次来到台湾，心情自然兴奋无比，因为台湾是其中一个我想要 

  去的国家之一。平时在电视上常常看到电视剧和节目都与台湾脱不了关系，现 

  在终于可以亲身去认识这个地方。虽然这次没有跑透整个台湾，但这八天我们 

  去了不少地方，也看到了台湾和马来西亚的不同。发现台湾很多的建筑用色较 

  为单调，大多都是暗沉的颜色和红砖的建筑，连元智大学的建筑也是一样。记 

  得校园导览时其中一位小队辅说元智七馆的建筑材料拥有环保功效，然而七馆 

  的颜色也是暗色的，那台湾的建筑也是和环保有关系吧。 

 

      说到环保，台湾的环保工作做得比马来西亚好。还记得第一天到 SOGO 百 

  货购物时，我的小队辅在我要付钱时告诉我“塑料袋要额外付钱哦！”，早餐便 

  当都是用纸盒的，而台湾人都习惯自备餐具，垃圾可以随手分类。如果我们可 

  以多学习他们的环保意识，相信马来西亚也会干净些，地球也可能会有救吧。 

  这是我在这个旅程学到最多的一部分。 

 

      此外，谢谢领队的蛋糕，还有一班计划已久的朋友们，谢谢你们给七月生 

  日的我们意外惊喜，感觉就像在台湾度过生日一样！这八天在台湾和元智大学 

  的日子，过得很开心也很温馨，因为我们被照顾着。我亲身去认识了既熟悉又 

  陌生的台湾，也认识了大家！ 

 

 

 

 

 

 

 



2010201020102010 年元智大学企业文化暑期参访营年元智大学企业文化暑期参访营年元智大学企业文化暑期参访营年元智大学企业文化暑期参访营    

 2010201020102010 年年年年 7777 月月月月 23232323 日日日日～～～～30303030 日日日日 
 

25 

 

 

刘忆雯 

媒体研究系专业文凭二年级 

 

    这次到台湾的元智大学进行企业文化参访及 

旅行后，让我得到无数的体会与感触，以及关于

人际关系的理解。虽然在这次参访行程的时间短

暂，可是在这短短的时间内得到不同的体会以及

认识了许多新朋友。在还没前往台湾时，真的非

常期待这次的参访行程。很可笑的是在前往台湾

的前一晚，简直就进入了失眠状态，非常辛苦入

眠，所以就干脆不睡了。 

 

      第一次乘搭飞机的感觉真的很好，也非常期待，这可说是我印象最深刻 

  的，因为这是我这一生以来第一次乘搭飞机。当飞机起飞时的心情可说是飘升 

  到沸点，原来乘搭飞机的感觉就好像搭云霄飞车那样地爽快。当我在半空中时， 

  眼睛向窗外一望，外面的风景，碧蓝的天空非常的干净和漂亮 ,简直就像雨过 

  天晴。其实，简单就是快乐。在台湾的元智大学与大家包括南方学院的学生及 

  元智大学的学生相处虽然才短短一个星期，不过让我在其中深深感受到人与人 

  相处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其实在这现实生活中，人与人就得要真心相对，简单 

  也是种莫名的快乐。 

 

      真正让我最难忘及最喜爱的就是在台湾的美食，每餐都给我无数的惊喜， 

  分量很大而且又便宜，味道也很不错。回来马来西亚后，最让我留恋的就是那 

  边的美食。我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再尝试台湾的总总美食。在那儿，我们到了无 

  数的旅游景点，元智大学也为我们准备了无数的活动，好让我们拥有一段美好 

  的旅程及回忆。我将铭记在心的小角落，真的非常感谢元智大学的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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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蓓宁 

媒体研究系专业文凭二年级 

 

      在这一趟台湾元智大学文化交流营当中，我大概 

  了解到台湾的生活是怎样的。在第一天我们到达台湾 

  的时候，感觉那里的环境很不错。而元智大学的负责 

  人还很亲切的迎接我们，让我感觉到台湾人是很友善 

  的。除此之外，他们还带我们逛 SOGO 这也让我见识 

  到，原来我们女性的需求是这么的多。过后他们还带 

  我们去吃火锅，让我觉得第一天的晚餐就这么的丰富 

  了。 

 

      第二天的早上他们还邀请了导游带我们慈湖，在那里我们可以了解到蒋介 

  石的历史。这也让我了解到他们对蒋介石的尊敬。过后我们就到了郭元益糕饼   

  的工厂，我在那里享用我们的午餐后，就开始亲手自己做凤梨酥和自己设计饼 

  干的图案。在那过程中可以体会到做一颗凤梨酥是不容易的，如果没有把它做 

  好烤出来就不好看。这也了解到做人要有耐心才能把事情完成。 

 

      虽然在这趟文化交流营中，我可以了解到台湾以前的生活方式。台湾的时 

  间虽然和我们马来西亚一样，但是台湾的天亮时间却很快。早上五点钟的天空 

  就已经是七点的时间。除此之外，台湾人的生活就好像我们马来西亚的乡村地 

  方都很早休息睡觉的。但是让我敬佩的是他们的环保意识做得很好。而且我也 

  觉得台湾的道路上都很干净，没有什么垃圾。 

 

  我很感谢元智大学给我这个机会可以让我了解台湾的文化，虽然只是一个 

  星期的时间。这也可以让我觉得台湾是个不错的地方，真希望有机会可以到台 

  湾留学再继续环游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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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美莹 

媒体研究系专业文凭二年级 

     

    在台湾 8 天的交流营，算长不长，算短

不短；相比之下，更让我爱上了台湾。在这

个交流会中，元智更为我们安排了在北部的

行程。到了慈湖、莺歌、新竹、宜兰及台北

等地。 

 

    在这 8 天的行程中，收获也不少。我们

DIY 的部分就到了郭元益 DIY 厂家做糕饼，

到莺歌体验做陶瓷；在大学里学国画和中国   

结，对自己的完成品蛮有成就感的。当然我 

  们的早、午、晚餐，更是丰富、大份的。在玩乐之余，我们都不忘照顾身边的 

  朋友，秀文也很照顾我们。 

 

      到慈湖看蒋介石的历史；到莺歌欣赏陶瓷、中原夜市逛街；到新竹参访远 

  东集团、新竹城隍庙；再到台北 101、士林夜市；还有宜兰传艺中心、乘搭水   

  上巴士游冬山河一圈，再往兰阳博物馆。之后在大学的活动的就是校园导览及 

  学院导览。而我最喜欢的就是宜兰。对我而言，那边给我的感觉就是比较清静 

  和舒服，因此脚步可以放慢些。就不像繁忙的台北市一样，车子来来往往，几 

  乎就只是听着车声的生活，烦死了。宜兰看起来没有台北市那么的繁荣，可是 

  在那边，的确享受着大自然的生活，面对着没有高楼大厦的压力生活着，人总 

  会比较放松。 

 

      虽然舍不得离开，可是天下无不散之筵席。如果还有这样机会，我会再次 

  的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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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庄翠玲 

美术与设计系－视觉传达设计专业文凭三年级 
 

      这次到台湾是一个很新鲜和特别的体验，首次参与 

  元智大学举办的企业文化交流营，让我从中学习和体会 

  不一样的事物。很多第一次的体验，如亲手制作凤梨酥 

  和创意造型饼干，虽然制作过程不会太复杂，但对于首 

  次接触此类手工制作饼干的我来说，非常有意思。当然， 

  最难得的是能够认识一群新朋友，除了同团的新院学生 

  外，还包括南方学院的学生和目前就读元智大学的学长 

  姐。在这一个星期的相处中，彼此互相照顾、关心和一起玩乐，这也是此次交 

  流营另一收获。 

 

      这一次到了元智大学，经过对方给我们安排的几门课和详细的校园导览， 

  让我更认识了元智大学。无论是学校的软硬体设备，还是教学环境，相信在这 

  里学习绝对是一大乐事。不得不提的、也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我们在台湾的每 

  一餐，分量几乎都是超乎想象的大，让平时在马来西亚较少吃分量大的我来说， 

  绝对是一大挑战，当然台湾的美食也令人难忘。当中最让人兴奋的，就是能够 

  到许多不同的观光景点参观，让整个行程更为丰富。 

  

      虽然这次的交流营只是短暂的一个星期时间，但是能够和学院的朋友一起 

  参与，的确为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快乐回忆，最重要的就是从中得到新的体验。 

  当然，要非常感谢元智大学和新纪元学院提供我这个机会，我才可以拥有这一 

  趟非常愉快的学习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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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玉燕 

媒体研究系专业文凭二年级 
 

    这是我第一次去台湾，很不

同的那是去和元智大学进行活动

交流，体验了不少当地的风俗也

得到了不少经验。记得那一天，

我们一大早就在学校集合往飞机

场去，然后乘搭了近 4 小时左右

的飞机才抵达台湾桃园国际机

场。元智大学也派了人来接我们， 

  而当中有几位还是新纪元的校友，他们都好热情的招待我们。另外，让我印象 

  很深刻的是他们用元智大学的专属巴士来接待我们，使我心里想着“好好哦！ 

   

      元智大学还有那么豪华的专属巴士。试问，新纪元何时才会有呢？”元智 

  大学的每一位师长与学长姐都非常的和蔼可亲，所以我们一直都相处的很愉 

  快。在这八天里很感谢他们为我们的精心策划的节目，虽然每天都必须很早起 

  床，有时还要顶着大太阳走在街道上；下着雨跑在街道上，但是再累也是值得 

  的，因此我们都非常珍惜。虽然从第一天直到离开台湾那一天，都蛮不习惯台 

  湾的食物，但是这也是一种不错的体验，每日三餐的食物都相当的丰富且令人 

  惊喜和期待，他们对我们的款待经常让我们惊讶不已，因为那么昂贵的山珍海 

  味是我们平日都不一定能吃到的。 

 

      在他们的节目安排中，都非常的有趣，如亲手 DIY 制作饼干和相框。所有 

  的吃喝玩乐，都不需要我们付钱，真的好好哦！每天这样的生活，让我们感觉 

  到自己的身份彷佛是远道而来的贵宾，瞬间忘了自己还是学生的身份。因为每 

  日三餐与满满的行程活动都有人为我们安排的妥妥当当，完全不用我们顾虑太 

  多，因此真的玩的很开心很愉快。我们也有到过宜兰，看见那里的好山好水真 

  的好漂亮好舒服好自在，回想马来西亚都不晓得还能不能找到像宜兰那优美的 

  景物。另外，让我觉得遗憾的是没能上岸到亲水公园走一走玩一玩，因为实在 

  太美太吸引人了。 

 

      在这一连八天七夜的交流，让我感受到台湾和马来西亚的生活方式有许多 

  不同的地方。撇开大同小异的文化背景，从生活上的小习惯来看，让我深深的 

  了解台湾人是非常的讲究环保概念，尤其在外用餐和购买东西时，他们都不爱 

  用不环保的塑料袋或免洗筷子。还有，最让人值得学习的是台湾人待人的礼貌， 

  无论是在高级的餐厅用餐还是走在夜市的街道上，每个人都是那么的热情那么 

  的有礼貌，而且台湾的夜市街道都不会堆满垃圾，走在路上都觉得舒服干净。 

  

      最后，对元智大学的招待除了感激还是感激，谢谢他们让我们拥有一段很 

  美好的一个旅程以及回忆。但这也要特别谢谢新纪元公关与国际事务处给予我 

  们一个那么好的机会到台湾与元智大学进行交流，还有谢谢林秀文带队老师为 

  我们的尽心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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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语结语结语结语：：：：    

    

        这次参与由元智大学筹办的企业文化暑期交流营，收获甚丰。除了对元 

    智大学历史缘由和目前的整体发展概况外，详细的各个学院与科系介绍亦让 

    我们有了更充分的了解。自缔结姐妹校以来，新纪元学院历年都会推荐学生 

    到元智插班学习。经过这次的交流营，这对于本处往后作升学辅导，有了更 

    充裕的资讯对学生做宣导。另外，学生对元智有了新一番的认识后，也反应 

    出有意愿到元智就读，这可说是元智举办这次交流营最为乐见和最大的收获 

    。唯一稍微较差的部分，则是学生在上课或到企业参访时，在交流环节都较 

    为沉默。学生反应说因为不是属于自己感兴趣的领域，因此较少发言，造成 

    交流环节比较冷清。整体来说，元智大学全程接待非常周到，行程也安排合 

    宜，深获学生好评。而学生在这次交流营中都很守纪律，且与元智的师长和 

    小队辅打成一片，建立深厚的友情，学生更期待来年还有机会参与这类的交 

    流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