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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峽兩岸高校設計類學生學術交流及聯誼活動簡介 

南京理工大學在各校及有關單位的大力支持下，過去 3 年間成功舉辦了多次

設計文化交流活動活動。謹訂於暑假期間，2015 年 8 月 17 日至 8 月 24 日再

次舉辦以“中華竹文化、紫砂文化”為題的設計交流活動。此次交流聯誼活動，擬

邀請臺灣雲林科技大學、臺北科技大學、中國文化大學、東華大學、臺北藝術大

學等多所院校的師生參與此次活動。 

為期八天的活動包括開營儀式，2 日的實地考察、學生聯誼晚會、設計研究

與實踐以及最後的成果彙報。學術交流擬以“中華竹文化、紫砂文化”的設計為主

題，通過互動調研活動，讓兩校學子領略豐富多彩、獨具特色的中國竹文化以及

古樸、典雅，氣韻生動的紫砂文化。交流活動將根據報名學生的人數，設定活動

小組；即每個組都有來自於不同院校的學生，人數不超過 6 人。首先對竹文化和

紫砂文化進行前期資料收集，然後前往宜興及溧水南山竹海竹文化博物館和紫砂

文化博物館進行實地調研，實地感受、學習操作紫砂產品與竹製品的製作工藝，

各組利用一天時間自行安排調研與設計活動。最後，以小組為單位，全體進行課

題總結以及設計成果發表展示。 

 

活動人員構成：建議各校分別選派 2 名帶隊教師，10 名學生報名參加活動。 

費用說明：南京理工大學免費提供住宿、餐飲、集體交通以及前往宜興調研等費

用，臺灣至南京的往返機票自理。 

地址：中國，江蘇，南京玄武區孝陵衛 200 號 

聯絡人：高亢 +86-25-84315429 

Email：gaokang@njust.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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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表 

時間 
活動內容 

（以下行程內容僅供參考，將依實際狀況調整） 

備註 

第 1 天 

2015.8.17 

（週一） 

上午 接機，到達；報到入營。  

下午 接機，到達；報到入營。  

晚上 

<推薦行程>搭乘 2 線地鐵，前往新街口購買生

活用品 

(晚餐自理 ) 

宿南理工 

第 2 天 

2015.8.18 

（週二） 

上午 

9:00-10:00，開營儀式； 

10:00-11:30，分組，佈置文化采風任務： 

 兩種文化的起源和發展脈絡； 

 兩種文化有哪些代表性的特徵； 

 中國人對於兩種文化的情結，歷史上有哪些

著名的故事跟竹和紫砂有關； 

 中國有哪些跟竹與紫砂相關的代表性設計； 

 從兩種文化中提煉出來的設計項目有什麼； 

 如何利用兩種文化提煉出的元素進行產品

設計； 

 設計項目的提煉、應用方法是什麼。 

11:30，午餐（紫麓教工餐廳） 

場地：校學術交

流中心 

下午 14:30-17:30，竹文化、紫砂文化講座  

晚上 
18:30-20:00，聯誼晚會並晚餐 

20:00-22:00，分組活動 
宿南理工 

第 3 天 

2015.8.19 

（週三） 

上午 

7:00，啟程赴江蘇溧陽 

8:45，入住酒店 

9:30，遊覽南山竹海 

午餐，自帶部分食品、水 

 

下午 
12:00-17:30 參觀竹文化博物館；瞭解蘇南地區

的竹文化與竹製品（功能、造型、結構、工藝）。 
 

晚上 
18:30，晚餐 

19:30-22:00 分組活動 
宿溧陽 

第 4 天 

2015.8.20 

（週四） 

上午 

8:00，退房 

9:00，遊覽天目湖 

12:30，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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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活動內容 

（以下行程內容僅供參考，將依實際狀況調整） 

備註 

下午 

14:00-15:30，品嘗、採購溧陽土特產 

15:30-16:30，啟程赴宜興 

16:30-18:00，入住，小憩 

 

晚上 
18:00-19:30，晚餐 

19:30-22:00，分組活動 
宿宜興 

第 5 天 

2015.8.21 

（週五） 

上午 

9:00-11:30，參觀紫砂博物館、紫砂生產企業，

瞭解宜興紫砂的歷史與發展脈絡，學習紫砂產品

的製作技藝、工序。 

11:30-13:00，午餐 

 

下午 
13:00-17:00，參與紫砂產品的手工製作活動 

17:00-18:00，自由活動 
 

晚上 
18:00-19:30，晚餐 

19:30-22:00，分組活動 
宿宜興 

第 6 天 

2015.8.22 

（週六） 

上午 

9:00，退房 

9:30-11:30，返回南京理工大學 

11:30，午餐（紫麓教工餐廳） 

 

下午 
14:00-18:00，基於竹文化與紫砂文化的設計研究

與實踐活動（分組活動） 

場地：74 棟，設

計藝術與傳媒學

院會議室 

晚上 
18:00-19:30，晚餐 

19:30-22:00，分組活動 
宿南理工 

第 7 天 

2015.8.23 

（週日） 

上午 

8:30-10:30，基於竹文化與紫砂文化的設計研究

與實踐活動（分組活動）； 

10:30-11:30，成果彙報並結營儀式。 

11:30，午餐（紫麓教工餐廳） 

場地：校學術交

流中心 

下午 13:00-18:00，南京自由行  

晚上 18:00-20:00，歡送晚宴（紫麓賓館餐廳） 宿南理工 

第 8 天 

2015.8.24 

（週一） 

全天 送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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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資訊 

南京理工大學是隸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業和資訊化部的全國重點大學，坐

落在鐘靈毓秀、虎踞龍蟠的古都南京。學校北依紫金山，西臨明城牆，校園占地

3118 畝。校園內曲塘瀲灩，佳木蔥蘢，碧草如茵，景色宜人，與中山陵風景區

渾然一體，是修身治學的理想園地。 

 

1995 年，學校成為國家首批“211 工程”重點建設高校；2000 年，獲教育

部批准成立研究生院；2011 年，獲批建設“985 工程優勢學科創新平臺”。學校

堅持“以人為本，厚德博學”的辦學理念，以“進德修業，志道鼎新”為校訓，

以“團結、獻身、求是、創新”為校風，以服務國家戰略需求、推動社會進步為

使命，致力於建設國內一流、國際知名的特色高水準研究型大學。 

 

學校設有機械工程學院、化工學院、電子工程與光電技術學院、電腦科學與

工程學院、經濟管理學院、能源與動力工程學院、自動化學院、理學院、外國語

學院、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材料科學與工程學院、環境與生物工程學院、設計

藝術與傳媒學院、知識產權學院（國內首個部省共建的二級學院）等 14 個專業

學院，建有研究生院、教育實驗學院、國際教育學院、繼續教育學院，並與合作

方聯合創辦了南京理工大學紫金學院和南京理工大學泰州科技學院兩個獨立學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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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立足精英教育，培養基礎寬厚，知識能力、素質協調發展的高級專門人

才，造就一大批具有國際視野、求真務實，能夠開拓創新、引領發展的工程精英

和社會中堅。六十多年來，學校累計為國家培養輸送了 16 萬餘名各類高級專門

人才，其中 11 人當選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院士，許多人成為高校、科研機

構、企業和政府部門的領導和骨幹。 

 

 

學校努力推進大學國際化進程，與美國卡內基梅隆大學、俄羅斯鮑曼國立技

術大學、德國慕尼克工業大學等 100 多所海外知名高校建立了密切的合作關係，

開展各類人才聯合培養和學術交流合作工作。2011 年以來，與國外高校和知名

企業建立了 9 個國際聯合實驗室，與美國卡內基梅隆大學、英國考文垂大學等開

設了經教育部批准的中外合作辦學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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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相關資訊 

溧陽·竹 

溧陽隸屬於江蘇常州，地處長江三角州。土地總面積 1535 平方公里。北緯

31°1`31°4`，東經 119°08`-119°36`。距上海、杭州 200 公里，距南京、蘇州、張家

港百餘公里。與周邊大中城市全程高速公路貫通。 溧陽屬亞熱帶季風氣候，幹

濕冷暖，四季分明，雨量充沛，無霜期長，全年平均溫度 17.5℃。 

南山竹海生態旅遊區位於江蘇省溧陽市南山景區管委會、戴埠鎮李家園村，

東距宜興各類著名溶洞 20 公里，南連安徽太極洞 15 公里，西靠江南第一石壩

10 公里，北接溧陽市區 30 公里，是國家 AAAAA 級旅遊區。 

南山竹海景區內分為五大功能區，分別為：靜湖娛樂區、休閒娛樂區、歷史

文化區、壽文化區以及登山遊覽區。主要的景點有：靜湖、小鳥天堂、古官道、

中國第一壽星、吳越弟一峰、撞鐘祈福等。 

 

南山竹海竹文化博物館

占地面積約 4000 平方米，整

體建築分為前後兩個館，而館

的西側休息長廊，整體建築格

局栩栩如生，形象地勾勒出一

個“竹”字造型。展廳內向我

們展示的是竹雕刻藝術的精

美表現手法及栩栩如生的工

藝，在此集中展示了翻黃竹刻、徽派竹刻、嘉定竹雕、金陵竹雕等精品藝術，其

中徽派竹雕與金陵、嘉定並稱三大地方竹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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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興·紫砂 

宜興市，簡稱宜，古稱“荊邑”、“陽羨”，位於江蘇南部，太湖西岸。    

宜興素有“陶的古都，洞的世界，茶的綠洲，竹的海洋”之稱。宜興是“紫

砂壺”原產地，擁有石灰岩溶洞 80 多個，茶園 3500 餘公傾，竹海縱橫八百里。

宋代大詩人蘇東坡在宜興留下“買田陽羨吾將老，從初隻為溪山好”的詩句。宜

興人文薈萃，誕生了 4 位狀元、10 位宰相、26 位兩院院士，被譽為院士之鄉。

2011 年 1 月 24 日，國務院將宜興市列為中國歷史文化名城。 

 

宜興紫砂器（壺）是漢族特有的手工製造陶

土工藝品。製作原料為紫砂泥，原產地在江蘇宜

興丁蜀鎮，故得名。在拍賣市場行情看漲，是具

有收藏的“古董”，名家大師的作品往往一壺難

求，正所謂“人間珠寶何足取，宜興紫砂最要

得”。 

從明武宗正德年間以來紫砂開始製成壺，名

家輩出，500 年間不斷有精品傳世。據說紫砂壺

的創始人是中國明朝的供春。古來名壺，從明正

德嘉靖年間供春的樹癭壺、六瓣圓囊壺，每一把

壺都獨具匠心，在壺的欣賞性上下功夫。因為有了藝術性和實用性的完美結合，

紫砂壺才這樣珍貴，令人回味無窮。更加上紫砂壺泡茶的好處、和茶禪一味的漢

族文化內涵，這就又增加了紫砂高貴不俗的雅韻。 

 

 

陶都宜興保存的明代龍窯遺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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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往活動記憶 

南京理工大學曾於 2013 年、2014 年，先後兩次主辦了“海峽兩岸高校設計

類學生學術交流及聯誼活動”。 

2013 年，活動是以“文化傳承，設計創新”為目的的“南京足跡”調研。

以“南京足跡”為活動核心，通過領略南京城市文化，觀賞城市風光，感受城市

魅力；重點遊覽南京總統府和南京中山陵兩個著名景點，以獲得對南京這座城市

的歷史文化和現代設計的認知。 

 

2014 年，圍繞“徽文化”這一地域文化的熱點議題展開。參加活動的有臺

灣雲林科技大學、實踐大學和南京理工大學的師生；文化營安排了赴安徽省黃山

市黟縣的宏村和西遞的參觀遊覽，並就“徽文化及其精神內涵”、“徽文化在當

代的傳承與創新設計”等不同主題，展開研討和設計實踐與交流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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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與交通 

住宿 

境外學生來校住宿部分由本校統一安排入住位於校內的交流生宿舍： 

1.宿舍為兩室一廳公寓，兩臥室，一客廳，一茶水室，一衛生間。每個臥室設有

上下兩張床位。 

2. 宿舍設備：床、衣櫃、書桌椅、無線網路、空調、洗衣機、冰箱、熱水器。 

3. 入住時每人發放入住須知，入住期間，請遵守須知上的相關規定。 

  

臥室（上下鋪臥室配置相同）                      客廳 

   

                    茶水間                                衛生間 

交通 

本校位於南京著名風景區紫金山南麓，交通便利，可乘坐地鐵 2號線到達下馬坊

（近 3號門）或孝陵衛站（近一號門）。從機場或火車站可乘坐以下公共交通： 

1. 機場：機場線至[南京南站]，轉乘地鐵 1 號線至[新街口]，轉乘地鐵 2 號線

至[下馬坊]下車，從 1號口出來直走 400米左右，到達南京理工大學 3號門。 

2. 火車站：地鐵 1 號線至[新街口]，轉乘地鐵 2 號線至[下馬坊]下車，從 1 號

口出來直走 400米左右，到達南京理工大學 3 號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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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理工大學臺灣地區學生來校參加夏令營申請表 

姓名  性別  

請貼照片 
臺胞證號碼  

出生 

日期 

 

學校  

專業及 

年級 

 

行動電話及 

緊急聯絡電話 

 

 

 

電子郵箱  

聲明: 

一、本人已經瞭解在南京理工大學交換期間所需生活費，並承擔這些費用。

我願意遵守南京理工大學的相關規定，如有重大違反管理及規定者，經查實，本

人願意接受終止活動處分，絕無異議。 

二、本人並未同時申請大陸其他高校交流研修活動。 

三、本人自行承擔旅行醫療意外保險，交流期間產生醫療費用自行承擔。 

四、本人保證提供資料真實可信。 

五、本人保證在貴校活動結束之後，遵照大陸相關規定按期返回臺灣。 

 

簽名：                       日期：                     

注意：該表由參加學生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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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理工大學臺灣地區學生來校參加夏令營人員總名冊 

序號 姓名 性別 學校 

教師職務或學生

專業和年級 

年級 

      

      

      

      

      

      

      

      

      

      

      

      

      

      

      

注意：該表由參加學校統一填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