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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开南大学简介 
一、缘起： 

本校原名「开南管理学院」，创立于 2000年。由「开南商工」十万校友为落实开南学园理想，
展现再创新境的决心，经过校友们逐年筹措挹注经费而创建。由于师资优良、教学卓越，办学绩效

良好，获得 2004年度大学评鉴之优良评价及各界肯定，故奉准于 2006年 8月 1日正式改名「开南
大学」，并在 2006年至 2011年系所评鉴获全数通过。 
二、地理环境优越、校舍典雅与宏伟兼具： 

本校地理位置优越，是北台湾国际机场、商业港口及高铁系统等重要运输物流汇集枢纽。自创

立以来，一直朝「追求教学卓越、提升学生的国际观与竞争力、朝向成为全球顶尖学府」努力迈进，

积极投入培育工商企业在经营营销、跨国投资、财务管理、会计信息及航管观光等高级专业人才的

行列，目前设置商学、信息、运输、人文社会及健康照护管理 5个学院、25个学系、19个研究所
和 8 个硕士在职专班，以完整学术领域，培植具独立思考及创新能力之专才，俾提供迈向二十一世
纪经济建设之人力资源需求。 

本校校区规划与建筑系委托国际知名建筑师李祖原先生设计，颇具气派的建筑外观与校园环境

融为一体，典雅及宏伟兼具。现代化的建筑与邻近田园风光自然结合，彰显「关怀本土、立足台湾、

放眼世界」的雄心，并希望以「发展国际化、校园人性化、教学卓越化」的教育目标，持续引领本

校师生共同开拓大学教育的新局。 
三、至诚、卓越、自由、豪迈，重视基本素养与核心能力： 

本校是一所以教学研究与培养学生就业职能为重心的大学，学习环境优质，秉持「至诚、卓越、

自由、豪迈」之校训，以提升国家整体竞争力为办学宗旨，采教学、研究、服务及辅导四者兼顾，

德、智、体、群、美五育并进的原则，涵养学生具备新世纪国民所需之工作价值、专业伦理、团队

合作、人文关怀等基本素质与专业知识、沟通表达、基本外语、问题解决的核心能力，透过精心设

计专业课程、核心课程与通识课程，以培植兼备完整人格及专精学识之高等教育人才，期能为国家

社会培植具独立思考及创新能力之专才，增进社会安定繁荣与进步。 
四、重视国际视野，推动学用合一，培养就业即战力： 

为迎接「国际化」与「全球化」趋势，培养具有国际视野与开阔胸襟的「世界公民」，本校非

常重视国际化及学生对多元文化的了解，积极开办「国际荣誉学程」，学生除了来自台湾各地外，

目前更与 18国 100校签订姊妹校或各项学术与交流活动。外籍及境外生来自日本、韩国、越南、
美国、加拿大、冈比亚、匈牙利、俄罗斯、斯威士兰、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是一个「学

习的联合国」，学生在这里不但认真学习、研究，参加社团及各种服务学习，生活上更得到妥善照

顾与协助，既与本地生相处愉快，还结交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彼此交流，不但认识多元文化，更

增进包容与尊重，是一个健康、快乐的大家庭。 
此外，本校推动学用合一，加强产学合作，与台湾产业界保持相当密切的合作关系，学生每年

均有机会赴台湾知名的大公司实习，让学生在校期间即具备职场所需的多元能力与服务精神。 
五、愿景与未来 

本校创校迄今已迈向第 17 年，在颜董事长文隆及梁校长荣辉的卓越领导下，校务蒸蒸日上，
不管教学行政、品格教育、服务学习、就业辅导都深获各界肯定。未来将以更前瞻的思维与时俱进，

开创学校的优势和特色，涵养学生多元创新能力与团队合作精神，朝国际精致卓越一流大学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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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校史概况 

开南商工成立于 1917 年 4 月 20 日，是全台湾历史最悠久的私立职业学校，创

校九十九年来，在历届董事会、校长和全体教职员的经营下，秉持「至诚」校训，

兢兢业业戳力以赴，为国家社会培育了无数优秀人才，更见证了台湾工商业发展的

脉动。 

长久以来，众多开南校友基于感念母校和永续开南的信念，莫不期望藉由母校

开南商工的办学经验为基础，向上提升及拓展教学服务的层面；1985 年 3 月，开南

商工第十一届董事会在众多校友的企盼下，议决成立「开南升格筹备小组」，感谢全

体校友及历届董事的共同努力与奉献，开南管理学院在 2000年 9月终于成立，并开

始招生，2006 年更升级为开南大学，不但达成了九万余位校友的愿望，更树立「薪

火相传」的典范，为开南开创了一个崭新的里程碑。 

 

 

「开南」校名的由来： 

（1） 1935年（日治昭和十年）日本占领台湾四十周年纪念会上，拓务省大臣儿玉

秀雄氏表示－台湾岛系日本帝国的南方要冲，和南支那（中国大陆华南地区）、

南洋保有密切关系，所以应增进彼此间的贸易往来。由此可证日本当时确将

台湾视为重要「南进」根据地。 

（2） 在教育上，台湾也成为日本「南进人才」训练基地。「财团法人私立台湾商工

学校」，终于在 1939 年（日治昭和十四年）获准成立「开南工业」及「开南

商业」两所甲种实业学校。 

（3） 定名「开南」实为寓意「开」拓「南」洋（方）。 

（4） 查 1924年（日治大正十三年）台湾商工校友同学录的封面，业已明示「开南」

二字，足证本校在台湾教育史上系有历史意义的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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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活动行程表 

自 2018 年 1月 21 日(日)至 2018 年 1月 31日(三) 
以下行程内容（活动及住宿地点）仅供参考，将依实际状况调整。 

日期 时间 课程主题 

第一天 
1月 21日(星期日) 

全天 机场接机、报到、入住学校、整理行囊 
晚上 【专车】家乐福商场、采购日用品 

第二天 
1月 22日(星期一) 

上午 开营仪式、校园导览 

下午 
专题讲座(一)：许悦玲教授 

专题讲座(二)：林基煌教授 

晚上 欢迎晚宴 

第三天 
1月 23日(星期二) 

上午 
✪历史及在地文化体验课程 

故宫博物馆 

下午 渔人码头、淡水老街 

第四天 
1月 24日(星期三) 

上午 专题讲座(三)：郭毓仁教授 

下午 
★名人讲座(一)：陈峙嘉医师 
★名人讲座(二)：李孔智教授 

晚上 台茂购物中心 

第五天 
1月 25日(星期四) 

上午 
✪文化创意体验课程 

国父纪念馆、台北 101 
下午 西门町 

第六天 
1月 26日(星期五) 

上午 
✪客家及中台湾人文体验课程 

内湾老街、客家擂茶 
下午 勤美诚品绿园道 
晚上 逢甲夜市 

第七天 
1月 27日(星期六) 

下午 
✪南台湾海洋生态文化体验课程 

海洋生物博物馆、南湾、龙盘大草原 

晚上 垦丁大街自由行 

第八天 
1月 28日(星期日) 

上午 ✪自然生态体验课程 

阿里山森林游乐区、体验森林小火车 下午 

第九天 
1月 29日(星期一) 

上午 
✪原住民文化体验课程 

九族文化村、日月潭游湖 
晚上 用餐后返回学校 

第十天 
1月 30日(星期二) 

上午 专题讲座(四)：陈伟杰教授 

下午 台北捷运任我行 
第十一天 

1月 31日(星期三) 
依航班状况 送机、办理退税及登机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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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超强师资群 

名人讲座(一)：台湾著名医药界郭富城 

题目:【时尚中医乐活人】 

 

陈峙嘉 医师 

◎ 现任: 

雅丰唯心中医诊所 院长 

◎ 学历: 

台北医学大学药学系学士 
台北医学大学药学研究所硕士 
台北医学大学药学研究所博士研究 
中国医药大学学士后中医学系 
◎ 经历: 
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中医部医师 

★两岸各大电子、平面媒体健康讲座咨询 

◎ 台湾各大电子媒体：请你跟我这样过、姐妹淘心话、沈春华 Woman Show、新
闻 new一下、从心看世界、乐活在人间、康熙来了、五花八门金银岛、现在才
知道、私房话老实说、别让身体不开心、食在好健康、飞碟电台、台视新闻、

东森新闻、TVBS新闻等，健康咨询讲座贵宾。 
◎ 台湾各大平面杂志：模漾、Bazaar、大美人、7-LOHAS、联合报、ELLE、Vouge、

单车志等健康咨询。 
◎ 大陆深圳卫视《辣妈学院》健康讲座。 

课程大纲 

一、 中医养生观。 
二、 建构美好的下半生。 
三、 如何吃出好身材。 
四、 轻松窈窕密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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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讲座(二)：台湾著名人际关系讲座 

题目:【以沟通建构优势的人际关系】 

 

李孔智 助理教授 

◎ 现任: 

中国文化大学中山与中国大陆研究所专任助理教授 

华中师范大学台湾与东亚研究中心副主任 
和春技术学院董事会董事 
两岸关系发展协会秘书长 
消费者文教基金会公共政策委员会委员 

◎ 学历: 

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博士 
政治大学、台湾师范大学双硕士 

◎ 经历: 

中国文化大学国际暨两岸事务处处长 

万能科技大学主任秘书、国际企业系主任 
立法委员国会办公室主任 

★大陆东南卫视、海峡卫视资深时事评论员。 

课程大纲 

一、小游戏：发觉别人的优点，欣赏别人的长处！ 
二、小故事：被尊重的重要！ 
三、何谓沟通？Communis原意指彼此分享，建立共同看法 
四、沟通的重要 
五、沟通的意义 
六、沟通的复杂历程 
七、沟通的特质 
八、沟通者应具备条件 
九、有效沟通的技巧 
十、非语言沟通（肢体语言） 
十一、说话的态度与艺术 
十二、How To Win Friends＆ Influence People by Dale Carnegie 
十三、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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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讲座(一) ：资深空乘服务专家 

题目:【空乘服务管理实务】 

 

许悦玲 副教授 

◎ 现任: 

开南大学空运管理学系系主任 

◎ 学历: 

英国克兰菲尔德大学航空运输管理研所博士 

◎ 经历: 

开南大学通识教育中心主任 
中华航空公司航航务处 Six Sigma Project 
Manager 
中华航空公司空服处空服员 

课程大纲 

一、 中国民航史与空服员。 
二、 空乘招募、训练与服务。 
三、 客舱安全管理。 
四、 客舱安全提示示范与演练。 
五、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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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讲座(二)：台湾知名金融管理权威 

题目:【全球化时代大学生如何提升竞争力】 

 

林基煌 教授（暂定） 

◎ 现任: 

开南大学财务金融学系专任教授 

◎ 学历: 

美国俄克拉何马州立大学财务博士 
美国俄克拉何马州立大学会计硕士 

◎ 经历: 

开南大学学术副校长兼国际及两岸事务处处长 
政治大学学术发展基金会执行长 
政治大学财务管理学系主任暨所长 

二十余年海内外推广教育经验 
考试院典试委员 

课程大纲 

一、 动荡时代的回顾。 
二、 发展中的态势。 
三、 展望未来。 
四、 全球化与动荡时代的策略。 
五、 在全球化时代如何装备好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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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讲座(三)：亚洲园艺治疗权威 

题目:【低技术高报酬的园艺治疗技术】 

 

郭毓仁 教授 

◎ 现任: 

开南大学健康照护管理学院院长 
开南大学养生与健康营销学系主任 
财团法人华冈兴业基金会园艺治疗研究中心主

持 
中华国际人才培训与发展协会(ACP)专家顾问 

◎ 学历: 

美国伊利诺大学香槟校区自然资源与环境

科学系硕士、博士 

◎ 经历: 

园艺治疗研究中心主持人 
台北市立大学特殊教育学系兼任副教授 
国立台北护理健康大学生死教育与辅导研究所

兼任副教授 
国立阳明大学通识中心兼任副教授 
Researcher, Department of Forest & Natural 
Resources,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中国文化大学景观学系专任副教授 
中国文化大学教务处研发组主任 

★著作：遇见园艺治疗的盛放 

课程大纲 

    利用园艺治疗处方的实务操作及案例介绍让学员了解
园艺治疗的操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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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讲座(四)：两岸文教交流重要推手 

题目:【冬令营心得分享会】 

 

陈伟杰 助理教授 

◎ 现任: 

开南大学通识教育中心专任助理教授兼 
两岸人才培育中心主任 
考试院国家文官学院讲座 
新竹县政府县政总顾问 

◎ 学历: 

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博士 

◎ 经历: 

立法委员国会办公室主任 

 课程大纲 

一、 欢乐开场与交流。 
二、 各校代表上台心得分享。 

(用一个「字」或「词」形容此次活动) 
三、 现场征求同学上台心得分享。 
四、 颁发结业证书。 
五、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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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活动花絮 

 

 
在国际会议厅聆听讲座课程 

 
疗愈园艺治疗师讲座课程 

 
在机舱教室进行讲座课程实作 

 
超完美人际沟通讲座课程 

 
历史文化体验课程 

 
体育竞赛体验课程 

 
台湾在地文化体验课程 

 
南台湾海洋生态文化体验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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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校园环境概况 

 

 

一、 学生宿舍 
(图为校内第二宿舍照片，仅供参考，入住宿舍须以学校实际安排为准) 

  

  

二、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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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开南之美 

  

四、体育馆 

  

五、国际会议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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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是一部改編自日本漫畫《流星花園》的校園愛情劇，為臺灣第一部偶像劇。 

2
 是一部題材另類的臺灣偶像劇，由張韶涵、楊士萱、陸廷威主演。 

3
 2015 年三立華人電視劇週五檔系列的第八部作品，映畫傳播製作，李國毅、林予晞、雷瑟琳、周群達領銜主演。 

六、偶像剧热门拍摄景点 

 

《流星花园》1、《爱杀 17》2、等偶像剧到此拍摄 

 

《料理高校生》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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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报名注意事项 

 

檢附(1)冬令營報名表一份 
(2)白色背景照片電子檔 
(3)在學證明書 
(4)具結書一份 
(5)大陸地區人民入出臺灣地區申請書 
(6)身分證正反影本 

由大陸姊妹校統一轉交電子檔材料至開南大學 

資料審核 

不通過 
通知大陸姊妹校 

轉告學生補齊資料 

通过 

本校統一發出邀請函至大陸姊妹校 

學生抵台、接機、入住 

入學報到、註冊 

上課、課外活動－寶島四日遊 

冬令營結束、送機 

寄發修業證明 

各高校持邀請函辦理入台手續

及大陸居民往來臺灣通行證 

本校協助學生申請入台許可證 

寄發入台許可證至大陸姊妹校

校 

填寫開南大學冬令營申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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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须知※ 

1、申请人须于所属大陆学校规定时间内，备齐下列数据缴交至各校港澳
台事务办公室，并于 12月 1日(五)前送达本校审查。 
(1) 冬令营报名表一份。 
(2) 在学证明书（JPG檔）。 
(3) 具结书一份（报名表下方）。 
(4) 大陆地区人民入出台湾地区申请书。 
(5) 身分证正反复印件（JPG檔）。 
(6) 缴交相片电子文件（文件名：姓名.jpg）请以学校为单位电子邮件寄送。 

   (7)团体报名表格电子文件（.xls）请以学校为单位寄送。 
2、至本校报到时需备证件： 

(1) 台湾地区入出境许可证。 
(2) 大陆居民往来台湾通行证。 

3、时程及课程： 

报名期间 2017年 10月 11日(三)至 12月 1日(五) 

活动时间 2017年 1月 21日(日)至 1月 31日(三) 

报到及离校 
报到时间：2017年 1月 21日(日) 
离校时间：2017年 1月 31日(三) 

招生对象 大陆各高校在学本科生及研究生。 

证书授予 由本校发给修习证明书。 

 
 

数据寄送地址：开南大学两岸人才培育中心 
（33857 桃园市芦竹区开南路一号 B113-1室） 
联络人员：蔡佩吟老师、刁圣峰老师 
联络电话：+886-3-341-2500＃4139、4140 
联络传真：+886-3-341-3252 
移动电话：+886-955120198、+886-936033353 
E-mail：knu1917@gmail.com 
QQ：2558063677、2487049423 

 

mailto:knu1917@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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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交费用一览表- 
 学杂费用 

项  目 内    容 
费    用 

(新台币) 
备   注 

☆学分费 讲座课程 4,500元  

☆住宿费 宿舍由本校统一安排 4,000元  

☆参访活动费 一日游、宝岛四日游 15,000元 
详细内容如下列旅游活

动一览表 

☆杂费 入台证申请等相关行政支出 4,000元 
报名后因故无法参加， 
仍需缴交杂费 4,000 元 

合计 27,500元  

※报名后亦完成在线缴费后，因故无法参加者，收取费用如下： 

   (1)报名后通知不参加者，需收取新台币 4,000元。 

   (2)活动开始前第二十一日至第三十日以内通知不参加者，需收取新台币 5,500元。 

   (3)活动开始前第二日至第二十日期间内通知不参加者，需收取新台币 8,250 元。 

   (4)活动开始前一日通知不参加者，需收取新台币 13,750 元。 

(5)活动开始日或开始后退出或未通知不参加者，不退费。 

※申请退费作业约需 30个工作天(不含假日) ，扣除需收取费用后汇款返还剩余费用（皆以台币计价）。 

 

校外参访活动一览表 

项目 时间 内容 
备   注 

*单位：每人，含车资、
门票等。 

文化探索 
一日行程 

1月 23日 故宫博物馆、渔人码头、淡水老街 不含早餐 

1月 25日 国父纪念馆、台北 101、西门町 不含早餐 

经典宝岛 
四日行程 

1月 26日 
至 

1月 29日 

内湾老街、勤美诚品绿园道、海洋生物

博物馆、南湾、龙盘大草原、阿里山森

林游乐区、森林小火车、九族文化村、

日月潭-游湖 

含 4天活动中之车资、住
宿、餐费、门票等。 
不含第一天早餐 

＊每人缴交费用合计：新台币 27,500元整(约人民币 5,500元)。 
（团费不包含往返机票及个人消费） 

＊欢迎会及校外参访活动统一安排用餐，其他为自理。 
（每餐约新台币 50～1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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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开南大学 2018 陆生冬令营报名表 

报名日期：2017/     /     

身分证号(护照证号)：□□□□□□□□□□□□□□□□□□ 

中 文 姓 名  
英文姓名 

(须与护照同) 
 

出生年月日 公元     年    月    日         性别 □男  □女 

照片电子文件 
通 讯 地 址  

联 络 电 话 (H)                   (手机) 

E-Mail  

原就读学校  就读科系  

具 结 书 

一、 本人保证于贵校入学研修期间，确实遵守贵校大陆地区学生入学研修之相关 规定，如
住宿规定、生活辅导规定等；如有不符或违反规定，情节重大者，经查证属实时，本人

愿意接受贵校终止研修处分，绝无异议。 

二、 本人并未同时申请台湾地区其他大学院校研修学分或活动。 

三、 本人所提供之所有相关数据(包括在学证明等相关档之正本或复印件)均为合法有效之
文件，如有不符规定或变造之情事，经查证属实即取消研修资格，且不发给任何有关之

证明。  

四、 上述任一事项，本人同意授权贵校查证，如有不实或不符规定之情事，于入学后经查证

属实者，本人愿意接受贵校注销研修申请之处分，绝无异议。 

五、 本人同意于贵校入学研修期间，如遭遇危及身心健康或发生生活不适应之情事，得由双

方学校进行评估与研议，以决定是否立即终止研修。 

六、 本人保证于贵校入学研修期程结束后，必遵守大陆地区人士入台申请相关规定返回大陆

所属居住地，如有逾期滞留未归等违反规定之情事，本人愿意承担所有责任，绝无异议。 

申请(具结)人是否确实详读：    是□     否□ 
申请(具结)日期： ________ 年 ________ 月 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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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历届活动成果 

开南大学 2015 陆生冬令营(2015.2.6于颜文隆国际会议中心) 

 

开南大学 2015 陆生夏令营(2015.8.15于行政楼 N407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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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南大学 2016 陆生冬令营(2016.1.24于至诚楼 A105国际会议厅) 

 

开南大学 2016 陆生夏令营(2016.7.25于图书馆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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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南大学 2017 陆生冬令营(2017.1.15于图书馆前) 

 

开南大学两岸中心全体同仁热烈欢迎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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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单位：开南大学国际及两岸事务处 
主办单位：开南大学两岸人才培育中心 
联络地址：33857 桃园市芦竹区开南路一号 B113-1 室 
联络人员：蔡佩吟老师、刁圣峰老师 
联络电话：+886-3-341-2500＃4139、4140 
联络传真：+886-3-341-3252 
E-mail：knu1917@gmail.com 

开南大学两岸中心微信平台，欢迎关注！ 

 

 

mailto:knu1917@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