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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本校设计学院屡屡获奖，在新一代设计展、德国红点设计大奖等是常胜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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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叶大学简介 

创立于 1990 年 3 月，旨在建立一所德国式工业大学，以「理论与实务并重」、「人文与

科技整合」的理念，透过「师徒传承」与「产学合作」的作法，培育具有「创意与质量」的专

业人才。 

大叶大学有「工学院」、「设计暨艺术学院」、「管理学院」、「外语学院」、「生物

科技暨资源学院」、「观光餐旅学院」及「护理暨健康学院」七大学院，学生一万二千余人。 

近年来大叶大学在学术研究方面表现卓越，据台湾 ESI 论文统计，学校工程领域进入世界

前 1%(以论文被引用次数计算)；学生学习表现更是优异，屡获国际比赛「德国红点(RedDot)

设计」、「德国纽伦堡国际发明展」、「莫斯科俄罗斯阿基米得国际发明展」、「意大利国际

发明展」、「日本国际微机构竞赛」、「韩国首尔女性影展」殊荣，足见本校在国际间的学术

研究及专业表现备受肯定。2016 年台湾大专院校环保节能车大赛中，本校机械与自动化系与

工业设计系同学更是各展所长，携手合作勇夺--大会总锦标奖、电动车竞赛第一名、省油车竞

赛第三名(2006 年省油车曾以 838.7Km/1 破纪录夺得第一)、车辆制作第一名、第二名及第三

名等六项超级大奖！在在证明本校确实培育出「肯学、肯做、肯付出、肯负责」之优质大叶生。 

2016 年 6 月初中国校友会网公布最新之两岸三地大学学科专业排行榜，本校以杰出的学

科专业实力，在 170 多所大学中评选为第 42 名，继 2013 年后，本校连续登上港澳台最佳

50 大学排行榜。显见本校于各方面之努力已受海内外之肯定。2016 年大叶大学获得教育部补

助经费新台币 1 亿 2 千万元，获奖金额全台第三高，连续八年荣获教育部教学卓越补助的新

纪录。是台湾教育主管部门直属重点大学。 



 

二、可申请之系所 

七大学院 专业学系 

工学院 

 电机工程学系 

 机械与自动化工程学系(也有车辆工程相关) 

 工业工程与管理学系 

 环境工程学系 

 资讯工程学系(计算器科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系 

管理学院 

 企业管理学系 

 国际企业管理学系、人力资源暨公共关系学系 

 会计信息学系 

 财务金融学系 

外语学院 

 英语学系 

 应用日语学系 

 文创产业国际人才学士学位学程、 

 欧洲语文学系 

设计暨艺术学院 

 传播艺术学士学位学程(广播、新闻、电影电视) 

 空间设计学系(结合环境、建筑、室内及展演等空间的专

业设计领域) 

 工业设计学系 

 视觉传达设计学系 

 造形艺术学系(绘画组、雕塑组、工艺组三大类) 

 多媒体数字内容学位学程(2D/3D游戏设计、2D/3D动画

设计、数字影音处理及 虚拟/扩增实境等) 

生物科技暨资源 
 生物产业科技学系、分子生物学系 

 药用植物与保健学系、生物资源学系 

观光餐旅学院 

 观光旅游学系、烘焙与饮调学士学位学程 

 餐旅管理学系 

 休闲事业管理学系 

护理暨健康学院 
 运动事业管理学系 

 



 

三、时程表 

报名阶段 

项目          日期 备注 

报名期间 即日起至 2017 年 6 月 6 日(二)  

入台前 

本校提供邀请函、行程表

等证明文件 

提交本校应缴材料后 4 个工作天 

 

入台证发证日期 提交本校应缴材料后 5~8 个工作天  

入台温馨提示通知文件 

入台前本校将提供入台前注意事项，敬

请按照内容提示购买入台、离台机票 

 

入台后 

研
修
起
迄
及
重
要
日
程 

抵台报到日 9 月 11 日(一)  

入学生活座谈会 9 月 12 日(二)  

开学及注册日 9 月 13 日(三)  

离台日 2018 年 2 月 9 日(五) 暂定 

届时以”入

台温馨提示

文件”通知

为准 

 



 

四、来校研修预估费用(學雜費) 
 

七大學院 年級 学杂费(单位：人民币) 

1. 工学院 1~4 7500 元 

2. 管理学院 1~4 7500 元 

3. 设计暨艺术学院 1~4 7500 元 

4. 外语学院 1~4 7500 元 

5. 生物科技暨资源学院 1~4 7500 元 

6. 观光餐旅学院 1~4 7500 元 

7. 护理暨健康学院 1~4 7500 元 

※缴交方式：  

1.支付宝支付，或是 2.新台币现金缴交。  

※保险申请建议报名学校统一在大陆当地保险公司投保(理赔范围包含台、港

澳地区)， 以完整保障学生理赔权益。  

※在台湾研修期间之保险申请，采个人意愿制办理(视研修学生需求)。 

可依照自己专业研修本校任何專業，也可跨系，只要是确认贵校可以认抵的

学分，本校欢迎学生修读任何一门科目。例如:英文系大一，可跨读其他專業

或读二年级，也可修读其他的必、選科目。缴交一笔学杂费，可以修不同課

程，建议就读上下限如下: 大一~大三，最低须修 16 学分，最多修 25 学分

大四，最低得修 9 学分，上限 25 学分修越多，学生学到的越多。 



 

四、来校研修预估费用(其他費用) 

以台币费用回算为人民币(汇率假设以 1:5 计价) 

类别 说明 
费用 

(单位：人民币) 
备注 

单次入出境许可证 

提供学生来台期间研修之许可证

件，本费用仅为本校代为支付予台

湾「内政部移民署」。 

 

120 元 

另与学杂费和靖

并缴交 

授课书籍费 

视学生所选修课程需要采购书籍，

并非全部课程需要采购书书籍。 

200~400 元  

校内用餐费 

学校工学院及外语学院有提供食堂

供餐服务。(含早、午、晚餐) 

30~40 元/一天  

台湾机场接机服务 

为服务友校，以校为单位，必须团

进团出，本校免费提供台湾「桃园

机场」或「台中机场」往返接送。 

0 元 

未团进团出学生

者，则须另行缴

交专车接驳费 



 

四、来校研修预估费用(住宿) 

 

学生宿舍收费标准表(暂定) 

※学期结束后，预收水电费依实际使用量采「多退少补原则」※ 

以台币费用回算为人民币(1:5 计价) 

 

宿舍别 房型 

住宿费 

(单位：人民币) 

 

 

 

 

 

预收水电费 

(单位：人民币) 

 

小计 

(单位：人民币) 

 
大叶学舍(女生) 4、5、6 人 2200~2400 400 2600~2800 

四肯学舍(女生) 4 人 2200 400 2600 

业勤学舍(男、女生) 4 人 2450 400 2650 

国际村(女生) 3、4、5 人 1500~1850 400 1900~2250 

乐群学舍(男、女生) 2、4 人 2800~3400 400 3200~3800 

 

※住宿其他支出项目※ 

类别 说明 
费用 

(单位：人民币) 

宿舍寝具费 冬夏季两用床垫、冬季或夏季被子、大枕头 300 元 

宿舍钥匙保证金 学期结束归还钥匙后将退还予学生 40 元 

个人生活盥洗用品 

搭机来台当天，会统一安排专车载学生至大买场自

行采购所需用品 

学生自费 

 



 

五、申请人资格及注意事项 
 

1.须为与本校合作良好学校之大陆地区大专院校在学学生。 

2.须为品性端正、在学成绩良好、与人互动关系佳、对两岸文教交流有热忱之学  

生。 

3.须经由在学之学校推荐，依规定程序向本校提出申请。 

4. 搭机来台前须至当地合格医院进行「身体健康检查」，取得 「国际旅行-健 康

检查证明书」，并请学生随身携带来台湾缴予本校。 



 

 

缴交材料及注意事项 
 

编号 填写及缴交数据名称 格式 注意事项 

1.  个人白底2吋大头照电子文件，制

作大叶大学学生证和办理入台

证用。 

 

请特别注意照片格式，以避免被退

件，导致办证延迟。 

彩色.jpg檔 (彩色电子档案) 

一、 分辨率150~300dpi ，  

二、 格式为jpg。  

三、 照片宽度需介于 430 像素至 500 

像素之间。  

四、 照片高度需介于 570 像素至 660 

像素之间。  

五、 应为最近 1 年内拍摄之2吋彩色 

照片。  

六、 以头部及肩膀顶端近拍，使头部高 

占据整张照片高度约为三分之二。  

七、 人像需脱帽，五官面貌清晰， 正面 

之照片。  

八、 背景需为白色、不得配戴深色镜片  

     眼镜、不得使用生活照或合成相片。  

十一、其他规格如国民身分证相片规格。 

十二、档案大小需为 512kb 内 

2.  大陆地区居民身分证扫描档案 彩色.jpg檔 正、反面，扫描在同一张档。 

3.  学校开立在学(或职务)证明 彩色.jpg檔 需盖有学校印章，扫描件。 

4.  中华民国台湾地区入出境申请表 Excel檔 

 

依照表格内所需要之方式填写 

5.  團體名冊 Word檔 

 

本表由就读学校承办人統一汇整即可 

6.  
 

健康检查证明书 1 份。 紙質 

文檔 

于入台前自行检验，开学报到时缴交纸本 

(以省市立医院证明为主)。 

7.  学生证扫描档案 彩色.jpg檔 正、反面，扫描在同一张，提供电子文件。 



 

 

特别篇-大叶大学两岸校园菁英交流大使 

海峡两岸校园菁英交流大使 

吴采雯 

母校:湖洲师范学院，生物科学类专业。 

就读大叶大学，生物科技暨资源学院 生物产业科技

学系。 

 

摄于大叶大学行政大楼 
 

 

吴采雯，外号老雯，是湖洲师范学院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因参与当时大叶代表至该校

的交流讲座的接待与场布，因缘际会下也报名并开展赴大叶大学的学习之旅。期间除

本专业学习外，也参与系上各种活动并举办陆生联谊会，展现专业外的能力，活泼、

笑脸迎人，积极推广两岸学生交流，深受师长与同侪喜爱。获选本校海峡两岸校园菁

英交流大使之首。 

 

扫一扫关注老雯在网络上的赴台心得。 

 



 

 

 

海峡两岸校园菁英交流大使 

李思思 

母校:贵州大学，财务管理学专业。 

就读大叶大学，管理学院财务金融学系。 

 
 

李思思，大叶大学百度贴吧吧主，自发性的成为吧主，在网络不同平台上解答许多在

台生活和大叶大学各面向的问题，深耕两岸文化交流，推广台湾文化特色，热心尽责、

积极主动，是大叶大学海峡两岸校园菁英交流大使最佳典范之一。 

 

 

 

 

 

扫一扫关注思思在百度贴吧的赴台心得感想及为各

位小伙伴回答所有赴台之前的所有咨询呦。 



 

 

海峡两岸校园菁英交流大使 

张炜君 

母校:北京工业大学，设计艺术专业。 

就读大叶大学设计暨艺术学院视觉传达设计学系。 

 

摄于台北。 

背景说明:当时台湾台北市中山

区两个遭到台风苏迪勒侵袭而

掉落的招牌砸歪的邮箱，由于其

造型可爱而获得民众的高度关

注。之后中华邮政响应民众的要

求而同意考虑将歪斜的邮箱予

以保留，并且进一步发展成为台

北市另类景点。(背景说明取自

网络百科) 

 

 

喜爱台湾，熟知台湾风土人文民情及交通，是台湾本

地生眼中的「台湾通」，令人佩服。 

欢迎专注炜君微博，了解更多关于台湾和大叶大学的

学习、生活大小事。 

 

 

 

 

 

 

 

 

 

扫一扫观看张炜君微博 



 

 

海峡两岸校园菁英交流大使 

吴 瑛、陈春禹、李丹丹、聂 婷 

母校:铜仁学院(贵州)，国际学院英语专业。 

就读大叶大学，外语学院 英语文系。 

 

摄于彰化县员林市棒球场。 

背景说明:四位同学一同与观看柯子超老

师棒球赛，赛后在球场试玩棒球与合影。 

 

四位大使回到母校后，靠着真实在大叶学

习的状况给学弟妹分享，许多学弟妹因为

他们的介绍而选择来大叶大学，是人气王。 

 

 

背景说明:赴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

场景精诚中学，距离大叶大学约 25 分钟，在

精诚中学一样的电影场景里模仿电影主角的

动作。 

 

 

 

扫一扫看看四位的心得视频 

 

 

 



 

 

 

海峡两岸校园菁英交流大使 

辛月 

母校:上海商学院，连锁经营管理。 

就读大叶大学，管理学院企业管理学系。 

 

 

 

扫一扫观看辛月生活心得 

(食衣住行) 

非常全面介绍了在大叶学期的

食衣住行，本文章已成为陆生在

大叶的生活指南。 

 

 

欢迎专注微博，了解更多关于台湾和大叶大学的学习、

生活大小事。

http://tw.weibo.com/ROVERYY/3932786165603886 

 

http://tw.weibo.com/ROVERYY/3932786165603886


 

 

海峡两岸校园菁英交流大使 

常轩琪 

母校:上海商学院，管理学院 物流管理。 

就读大叶大学，管理学院企业管理学系。 

 

 

 

 

 

 

欢迎观看常轩琪同学制作的心得视频「台湾一起的那

些天」，了解更多关于台湾和大叶大学的学习、生活

大小事。 

 



 

 

海峡两岸校园菁英交流大使 

陈超 

母校:贵州民族大学，体育学院 社会体育专业。 

就读大叶大学，护理暨健康学院 运动健康管理学系。 

 

陈超与台湾同班同学古浩文在

贵阳超越游泳俱乐部留影(左三

白色衣服) 

 

 

 

 

扫一扫观看贵州民族大学 14 人

团体心得视频 

照片说明: 2014 年，陈超(照片左一)前往大叶大学运

动健康管理学系学习，和台湾本地生古皓文(照片右

一)同班，关系情如弟兄，2015 年夏天，古皓文受陈

超邀请，往贵州省贵阳市游学与实习，在陈超开设的

贵州超越游泳俱乐部游泳池担任教练，先后在贵阳

市、遵义市执教，也在贵州认识了许多新朋友，执教

空闲时间，参观了贵州的西江苗寨，黄果树大瀑布，

荔波小七孔等自然风光。两岸交流最佳实例。 



 

 

海峡两岸校园菁英交流大使 

齐旦岚

 

照片说明:齐旦岚接受台湾三大报

「自由时报」采访关于在台体验

的生活 

 

照片说明:齐旦岚(左二)的大叶台

湾任课老师谢智玲教授(左三)与

同学特别庆祝生日为之惊喜超体

贴。 

母校:青岛黄海学院，人文教育与艺术学院 学前教育

专业专业。 

就读大叶大学，主修企业管理学系、辅修教育学程。 

四个月，在这个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的时间里，我，幸

运地来到了大叶大学，经历了这一辈子十分难忘的日

子。我想，如果有可能，我希望一直待下去，因为我

真的很爱台湾，很爱这片土地上善良的人们。 

来台湾的第一天，我的感觉就非常好，在飞机上遇到

的热心人，善良的司机大叔，敬业的柯子超老师以及

好听的台湾腔，我在心里想着，没来错。 

由于我是教育专业的学生，所以我对教育相关的课程

听的十分认真，特别是萧教授的性别教育，不仅让我

对性别方面的认识更加全面客观，激发了我对男女平

等的追求，更加开发了我对事情的思考，多角度多方

面，换位思考。行政教育和亲职教育也让我对教育事

业更加地了解、热爱，也发现台湾比中国大陆更加完

善、人性化的教育。而对于其他的课程，比如有氧舞

蹈，婚姻与家庭等，都让我受益匪浅。 

对于实习，真的感谢台湾老师同学的热情帮忙，在亲

职教育这门课上，谢智玲教授和两位已在工作的学姐

利用自己的工作岗位和人脉，帮我在南投的一所国立

幼儿园找到了见习工作。因为她们在南投工作，所以

还会接我回学校，住在她们家里，真的为我提供了很

大的方便。但最重要的还是我在见习中学习到的。我

觉得台湾的教育很重视感恩、礼貌，教育的范围很广

很细，很注意学生到卫生。我深深意识到教育是国家

发展的根本，孩子是祖国的未来，台湾的教育确实很



 

 

 

照片说明:与学校组织的户外之旅

-日月潭环湖一日游 

好，所以全民素质高，难怪一句中国的文化在台湾。 

台湾回来之后，爸妈都觉得我懂事了不少，渐渐用大

人的眼光对待我，我开始渐渐懂得一些人情世故，会

帮爸妈做事，会去体谅父母，最重要是我独立了不少，

不再是原来那个稚嫩的我，还带了一身的礼貌回来。 

对于台湾，我只想说，等我，我还会来。对于这趟交

换之旅，我还是感谢，感谢上天，感谢父母，感谢学

校，给我这么宝贵的机会。你让我成长。 

 

 



 

 

海峡两岸校园菁英交流大使 

冷晨星 

母校:贵州民族大学，人文学院 中文系。 

就读大叶大学 传播艺术学系。 

 

 

灿若星辰、寥若晨星，大家好，我是冷晨星！蓦然回

首在宝岛台湾的日子，点滴记忆都让我备受感动，在

台湾的「公视」、「中天」电视台录像，受到蔡康永先

生、林心如小姐、曾国城先生等的鼓励，在台湾中央

广播电台采访老师，得到家人、老师和同学的赞扬，

后来在即将结业的时候联动港台的同学以及邀请英

国外教 Philp 老师拍摄小小纪录片、留下来的是无价

的影像记忆，后来获得「海峡两岸校园菁英交流大使」

觉得受之有愧、却又无比荣幸。生活如此多娇，永远

坚信「机会只垂青有准备的人」，保持乐观积极的态

度善待生命，生命也自然而然会善待你！这次弥足珍

贵的经历要多谢省教育厅、贵州民族大学与大叶大学

等单位给予的宝贵学习机会，也多谢身边家人、老师

与其他朋友们的支持与爱护。 

 

 

 

 

 

扫一扫观看冷晨星在台湾制作的美食视频 



 

 

 

2017 大叶大学海峡两岸校园菁英交流大使 

  下一位就是你!，欢迎报名来台体验 

 

 

 

 

      

想来大叶?欢迎随时加柯子超

老师微信聊聊 

大叶大学 优酷网 大叶大学 微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