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實踐大學服裝設計學系 (暑修)2017 國際時尚設計研習(澳洲) 

報名截止日 2018.3.20（二）下午 5：00 前 

  若報名已達人數上限，系上將停止收件  

  

2018 SPLST / 2 學分 

課程日期：2018 年 6 月 29 日(五)至 7 月 15 日(日)  (6/29 出發) 

授課地點：澳洲 RMIT 

報名表下載：http://scfd.usc.edu.tw/  news 下載 (搜尋課程) 

課程大綱：Workshop Details 

 

參與同學資格： 

對象：服裝設計學系日/進修部 2、3、4 年級學生為主 16 人(額滿為止)。 

1. 英語會話能力（敢講、聽得懂，以不出國當啞巴為主）。 

2. 報名者請繳交報名表、切結同意書、護照影本、四年級應屆畢業生同意書與訂金新台幣

5,000 元繳交至 H402 麗萍老師。 

3. 研習預估費用：基本總花費為新台幣 13 萬元整 (包括來回機票、課程費用、住宿。) 伙食及  

個人花費另計。 

 

備註： 

(1) 課程歸於 106 學年度暑修課程，訂金 5000 元將由系上統一繳給學校 2 學分費用(共 2900

元)，剩餘費用將轉至研習費用。 

(2) 此課程可提供研究生加選，但無法列入研究所畢業學分。 

(3) 課程人數若已達人數上限後系上將停止收件，並有權遴選參加之學生，確認後將再另行通知

開行前說明會。 

(4) 「實踐大學暑期開班授課實施辦法」第五條規定，暑期班上課人數須達十五人以上，方得開

班(承認學分)，若未達 15 人系上將評估是否成團沒有學分。 

 

RMIT: Laser Cutting Workshop 

www.rmit.edu.au 

這次的澳洲 workshop 課程特別安排雷射切割機實務操作演練，使同學有機會比其他人更早使用與學習操作! 

我們將前往澳大利亞墨爾本的皇家墨爾本理工大學深入研究學習新的雷射切割技術，機器和軟件操作。 RMIT 擁

有一個優秀的時裝設計和紡織部門，擁有大量現代化的技術和工具！ 

參加這次的 workshop 除了在美麗的墨爾本校園中學習之外，其中更包括前往 Trotecs 總部的參觀的行程、拜訪

設計師道 Douglas McManus 的工作室，和 Gwyllim Jahn 的談話，MoMA 博物館之旅等...... 許多有趣的行程哦！ 



 
 

Learn Laser Cutting 

at RMIT University 

Melbourne Australia	



報名序號：           報名日期：         

 

2018 服裝設計學系國際時尚設計研習(澳洲) 

 
 

學別 / Degree    ☐ 大學部 undergraduate   ☐ 碩士班 graduate 

班別 / Class  學號 / Student ID  

中文姓名 
Chinese Name 

 
英文姓名 (同護照) 
English Name 

 
(請附上護照影本) 

身分證號碼 

ID Number 
 

手機號碼 
Mobile Numbers 

 

家長簽名  已付訂金 5000 元 

連絡信箱 / E-mail Address  

若為四年級應屆畢業生須填寫   □ 學分已完全修畢   □ 仍有學分尚未修完 
本課程為服裝系暑修密集式課程「國際時尚設計研習(澳洲)」 
• 課程名稱：國際時尚設計研習(荷蘭) 
• 帶隊老師：RA(外籍老師) 
• 開課班級：日服三Ａ(大二~大四均可報名/應屆畢業生將延後拿畢業證書) 歸為 105 學年度暑修課程 
• 報名資格：具英語會話能力（敢講、聽得懂，以不出國當啞巴為主）。 
• 修課人數：16 人(額滿為止) 
• 學分數：2 學分 
• 研習日期：2018 年 6 月 29 日(五)至 7 月 15 日(日)  
• 研習地點：澳洲 RMIT 
• 訂金 5000 元將由系上統一繳給學校暑修課程學分費用(2 學分 2900 元)，剩餘費用將轉至研習費用，其餘

研習費用再額外通知繳交。 
• 「實踐大學暑期開班授課實施辦法」第五條規定，暑期班上課人數須達十五人以上，方得開班(承認學分)，

若未達 15 人系上將評估是否成團沒有學分。 

 

備註：課程人數若已達人數上限 16 人後系上將停止收件，並有權遴選參加之學生，確認後將再另行通知開行

前說明會。 

 
 ☐ 我已詳讀並同意遵守以上規則 

 簽章 __________________  

民國   年  月  日  

 ----------------------------------------------------------------------------------------------------- 

 【收執聯學生留存】 

茲收到               同學報名國際時尚設計研習課程，保證金新台幣 5 仟元整(訂金將先支付暑期學分費，剩

餘費用將轉至帶團老師用於研習活動)，確實無誤。 

承辦人  ：                          

  

 應屆畢業生若學分已完全修畢者，須再簽署同意書並延後拿畢業證書(第 3 頁)。 



報名序號：           報名日期：         

 

 
2018 服裝設計學系國際時尚設計研習(澳洲) 切結同意書 

 

 

 

立切結書人                  ，為實踐大學服裝設計學系/所學生，自願報名參加 2018 服裝設

計學系國際時尚設計研習(澳洲)，課程日期自 2018 年 6 月 29 日(五)至 7 月 15 日(日)，願恪遵以

下幾點規定，茲簽具本切結書，以示負責。 

 

一 
已完整閱讀並充分了解研習營內容(包括費用)及注意事項，蓋無異議，並同意全程配合學校

各項行政作業，遵守一切相關規定。 

二 在海外研修期間恪遵本校及對方學校之一切規定，不得有違反兩校校譽之情事。 

三 學生必須遵守當地政府之法律，嚴禁攜帶違禁品，違者自行負責。 

四 

在團體行動中，服從帶團教師之教導，配合督導及遵守各項規章及生活作息管理，並隨時

注意交通及住宿安全，私自脫隊自行活動或外宿者，需為自己的安全及行為負完全責任，

如有任何不當之行為，本人將自負法律責任。 

五 
研習期間屆滿，即按時返國，不得滯留該地。如有違反以上之情事，願負後續衍生一切法律

責任。 

六 本切結書確為家長/監護人同意並親自簽名，如有假冒簽名者，願負法律上一切責任。 

 

 

此致 

 

實踐大學服裝設計學系所 

 

 

立切結書人：  家長/監護人：  

班級：  與學生關係：  

學號：  行動電話：  

身分證字號：  身分證字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報名序號：           報名日期：         

 

【大四學生才需要填】 

 

 
 
 

四年級應屆畢業生 同意書 

 

 

班別 / Class  學號 / Student ID  

中文姓名 
Chinese Name 

 
手機號碼 
Mobile Numbers 

 

本人為應屆畢業生，因參加 2018 服裝設計學系國際時尚設計研習(澳洲)，願意繳交學分
費，延後領取畢業證書。 

 

 

本人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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