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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東海在羅馬暑期異地教學課程簡介及報名須知 

 

緣起 

建築教育中很重要的一部份便是旅行，透過實地的參訪，親身的體驗我們才能對建築

與文化有深刻的了解，特別是對那些有深遠建築文化的國家與城市而言，其所能提供

給建築學子的刺激與影響，更是至為深厚。許多的建築大師與前輩都是透過旅行而得

到建築觀念的啟發，這其中尤其以義大利的羅馬為最具代表性，作為西方建築及文明

的搖籃，自古便是文人、藝術家和建築師絡繹不絕的朝聖地。 

 

因此東海大學建築系自 2006 年起，開始與美國康乃爾大學接觸，租借其教室和宿舍

以提供東海學生進行為期一個月之暑期課程，我們希望藉由這一個月的時間，提供學

生深度的研習建築與都市空間的機會。為了避免一般遊學團走馬看花式的行程，我們

課程的規畫分成兩部份，一部分是開放給創藝學院和外系學生的歷史導覽課程，內容

涵蓋建築、景觀(villa 和花園)、藝術的基本和深度認識；另一部分則是有關建築設計

的課程，一方面讓學生可以放慢腳步的觀察、學習，另一方面也透過設計的演練，來

完整地擴展學生個人建築的視野與設計思考的能力，同時學生也有足夠的時間，自行

體驗羅馬在地的生活。 

 

我們相信透過這樣親身體驗、長時間的建築異地教學課程，讓學生置身在一具有豐富

歷史的環境中來進行認識、思考、質疑和自省的學習過程，必定會對學生的學習生涯

產生正面和積極的意義，這也是東海建築教育一貫的理想與方向，更是我們開設此課

程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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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內容 

一、先修課程 

出發前一學期(107 學年第二學期)，建築系將開一門課，供報名參加同學增加對義

大利和羅馬都市與建築之認識，並作為工作營設計之準備。 

■課程名稱：「羅馬和佛羅倫斯的建築和都市設計」，兩學分，課程含兩部分，一部

分將提供同學對歐洲城市形式與建築的基本歷史的認識，另一部分透

過講解與學生的實例分析來訓練學生觀察和分析的能力。 

二、 在羅馬的課程 

在羅馬當地的課程分成兩部分： 

1. 導覽和建築與城市歷史課程「義大利的建築和城市文明」，2 學分(所有參加學生必

選課程)。 

■主題一羅馬 

包含講堂課和實地參訪(約 15 個行程)，由老師們講授不同專題課程，涵蓋古代、

中世紀、文藝復興、巴洛克至現代的羅馬，著重在羅馬的歷史建築和都市空間發

展的相互關係。 

■主題二. 大城小鎮(Townscape) 

為期五天四夜(待確認)的托斯卡尼之旅，將以義大利中部的文藝復興大城佛羅倫斯，

以及附近山城(Siena, San Gimignano, Pienza, etc.)為參訪地，提供同學對義大利城鎮特

有之空間及建築發展的認識。 

    
2. 建築設計工作營課程，2 學分(建築系必選課程)，課程內容： 

■主題－設計工作營 

在羅馬的課程(四週)，以設計 studio 為主。設計課將由實地參觀記錄為起點，以羅

馬城市建築的特徵為視覺研究對象，並以工作室的討論來發展一個設計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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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師資  

本系老師：  

黃業強 (課程策劃、教學) 

東海大學建築系教授 

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建築碩士 

美國魏斯敏神學院宗教文學碩士 

美國維勒諾瓦大學電腦碩士 

東海大學建築學士 

 

謝宗諺 (設計工作營教學) 

東海大學建築系講師 

米蘭 Domus 設計學院建築及都市碩市 

東海大學建築碩士 

輔仁大學應用美術系室內設計組學士 

 

曾韋翔 (設計工作營教學) 

 東海大學建築系講師 

挪威 Bergen Arkitekthogskole, BAS 建築碩士 

東海大學建築學士 

 

外籍老師：  

Jan Gadeyne 

PH.D. in Archaeology and Art history at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Louvain 

Cornell Rome Program Visiting Critic 

 

Luca Galofaro 

Architect, IaN+ 

Cornell Rome Program Lecturer 

 

地點 

教學地點： Cornell University Rome Campus 

位於羅馬市中心，萬神殿附近，交通便利(附近有巴士及輕軌站)，主要參觀地點均在

步行範圍內。Cornell University 的羅馬校區 2016 年初遷入新址，包括全新設備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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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工作室、演講廳、圖書館等設施比原校區大。由於近年學生都有自己的筆記型電腦，

新校區不再提供公用電腦，而提供無線網路。 

  

住宿地點： 在教室附近，為康乃爾大學公寓式宿舍，每戶均含約 2-4 間臥室及客、

餐廳，臥室為 2-3 人一間之寢室(不同公寓內配置會有些許不同)，每戶內均有衛浴和

廚房，並且有冰箱、洗衣、烘乾機等設備。 

 

   

 

學習及生活 

在學習上每週一至五均安排有課程，包括演講課和設計課，設計課包含在外參訪和工

作室內之工作，參訪部份將由老師提供講解並配合現場的觀察與速寫記錄，工作室則

為老師指導的討論與評圖，部分週末則為自由活動時間。學期中另安排羅馬城以外參

觀行程(佛羅倫斯與托斯卡尼地區參訪)，此行程包含在所繳費用內。 

 

生活上為了使學生可以體驗羅馬的生活，因此除了上課時間外，學生生活上均自主管

理，如前文所述，康乃爾大學所提供之公寓內基本設施一應俱全，但民生必需品或食

材須依個人需求自行購買，飲食上學生可以自己烹飪，也可以在外用餐，附近有餐廳

與超市，提供民生必需，有關生活上須注意之細節將另行說明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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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計費用 

本系學生： 四週在羅馬的住宿、工作室租金、機票和一次義大利境遠程教學費(在羅

馬市內均為步行和公車)及保險金共 NT 175,000*元整。(注意：因行程與機位費用

會些許浮動，最後總教學費以建築系官方網站公告為準。費用包括課程安排景點之

參觀門票**、不包括三餐費用、生活費和東海學分費。) 

 

本校非建築系學生：四週在羅馬的住宿、機票和一次義大利境內遠程教學費(在羅馬

市內均為步行和公車)及保險金共 NT 145,000*元整。(注意：同上。費用包括課程

安排景點之參觀門票**、不包括三餐費用、生活費和東海學分費。此價格不含工作

室租金，若要使用工作室則價格同本系學生。) 

 

外校建築系學生： 參與設計工作營者，四週在羅馬的住宿、工作室租金、機票和一

次義大利境內遠程教學費(在羅馬市內均為步行和公車)及保險金共 NT 175,000 元

整，加上行政作業費 2,000 元，共計 177,000*。(注意：同上。費用包括課程安排景

點之參觀門票**、不包括三餐費用、生活費和東海學分費)。若不參與設計工作營，

基本費用視同本校非建築系學生，加上行政作業費 2,000 元。 

 

校外人士：四週在羅馬的住宿、機票和一次義大利境內遠程教學費(在羅馬市內均為

步行和公車)、保險金及行政作業費共 NT 145,000*元整，加上行政作業費 2,000 元，

共計 147,000*。(注意：同上。費用包括課程安排景點之參觀門票**、不包括三餐

費用、生活費和東海學分費。) 此價格不含工作室租金，若要使用工作室則價格

同外校建築系學生。 

 

*請注意由於機票會隨匯率、油價及保險而變動，最後費用會隨之調整。 

**屬於課程必要參觀之景點，其門票包含在旅費中，旅費不包含自行參觀門票。 

 

   

 

報名須知： 

一. 報名日期：2018 年 11 月 12 日(一)起至 12 月 7 日(五)中午 12:00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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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報名資格：建築系修畢三年級設計課及西洋建築史(一)、(二)者及研究生。 

  外系三年級以上。 

三. 錄取名額：原則上本系 16 位，外系最多 4 位。(最後名額視審核結果而定) 

四. 報名所需附件： 

1.報名表。(報名表請在本系網站下載。) 

2.大學或研究所成績單。 

3.本系(校)請送至建築系辦公室，外校可郵寄至建築系請註明:「羅馬暑期異地教學

課程」(地址：407 台中市台灣大道四段 1727 號東海大學建築系，截止日期以郵

戳為憑)。 

五. 本系學生清寒助學金： 

為了讓本系家境清寒的同學得以成行，107 學年度本系將輔助家境清寒同學 1-

2 名，由羅馬課程委員及系上相關參與老師共同審核，欲申請之同學，請於報名同

時附上獎學申請文件。 

  ■申請助學金者所需文件：  

1. 前述第四點報名表及成績單。 

2. 經濟能力說明。(簡述目前家庭經濟狀況及去羅馬營所缺金額，未能繳交說    

   明者，將視資格不符無法補助) 

3. 清寒證明。(若無清寒證明，請於上項中說明) 

4. 取得助學金的同學，若在課程中表現太差，本系得取消助學金。 

      報名時請將所有資料於 12 月 7 日中午 12:00 前交到系辦公室。 

六. 入選名單公佈時間： 

本系學生入選名單公佈時間(含正取/備取及獎助)： 最遲 2018 年 12 月 28 日

(系公佈欄)，外系(校)另行通知。 

七、說明會 

日期：2018 年 11 月 15 日(星期四) 

時間：中午 12:20 

地點：建築系館大評圖室 

 

繳費方式及退費規定： 

1. 訂金(50,000 元)繳交時間： 2019 年 3 月 15 日。因故無法參加者，須於 2019 年 5

月 1 日前通知建築系辦公室，可領回全額訂金。逾期者則不予退還。 

2. 已繳付訂金者須於 2019 年 5 月 17 日前繳清其餘費用，逾時者視同放棄參加資格，

由備取替補。 

3. 2019 年 5 月 1 日後欲退出行程者，可退回部份費用(系行政費、康乃爾大學訂金及

旅行社作業費用恕不退還)。 

4. 在羅馬活動期間，因故無法繼續參加者，恕不退費。 

聯絡及詢問方式： 

東海大學建築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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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    話： 04-23590263 轉 211 或 212 系辦助理 

04-23590263 轉 216 黃業強老師 

傳    真： 04-2359-5581 請註明「東海建築在羅馬」 

電子信箱：黃業強老師，huangyc@thu.edu.tw  

網    站：東海建築系網站 http://arch.thu.edu.tw。 

mailto:shaoyu30@thu.edu.tw
http://arch.th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