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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臺大臺大臺大臺大 INSIGHT x 芬蘭芬蘭芬蘭芬蘭 Laurea 交換學生計畫簡章交換學生計畫簡章交換學生計畫簡章交換學生計畫簡章 

拉瑞爾應用科技大學介紹拉瑞爾應用科技大學介紹拉瑞爾應用科技大學介紹拉瑞爾應用科技大學介紹  About Laurea University 

 芬蘭拉瑞爾應用科技大學建校於芬蘭大赫爾辛基地區，為專供服務創新並致力促進區域發

展之應用科技大學，核心價值為社群意識、社會責任與創造力；目前約有教職員 500人，學生

8000人。拉瑞爾於服務創新領域創造新職能，並採取 Learning by Developing，(簡稱 LbD)學習系

統推動職業導向教育、區域發展與研發活動。拉瑞爾採用之 LbD學習系統較傳統學習更具挑戰

性，並且要求學生具備獨立研究之意願。由學生於就學期間主動參與研究開發及其他產業合作

計畫，累積實務經驗，俾便學生未來順利進入職場。拉瑞爾致力提升校園國際性並推行採用英

語進行研究，於 Kerava、Leppavaara及 Otaniemi校區提供英語學位學程。 

 Kerava 校區以顧客導向服務為主。如創新產品開發、管理及創業等服務為所有學位之必修

課程。此校區之教學之主要採教師引導與開發任務導向獨立學習之雙軌模式。Leppavaara 校區

專供服務設計，以開發服務創新模式為目標，講求使用者導向服務創新、開發與設計，並以此

結合商務運作、設計與資訊通訊科技。強調學生創業、服務作業與安全性。Otaniemi 校區位於

活動生活村(Active Live Village)，專致福利與商業領域。最著名之創新成就為互動 CaringTV及赫

爾辛基市創業學院之「創業星期二」活動。 

 

計畫源起計畫源起計畫源起計畫源起  How does it start? 

 芬蘭拉瑞爾應用科技大學長期關注生活實驗室(Living Lab)發展，Tuija Hirvikoski教授曾拜訪

臺大智活中心位於淡水三芝的生活實驗室，為此留下深刻印象，並且高度肯定智活中心老人福

祉研究群在雙連生活實驗室做出的研究成果。2011年八月，老人福祉研究群主席康仕仲教授受

拉瑞爾應用科技大學邀請前往芬蘭分享生活實驗室的研究成果，並且簽署臺大與拉瑞爾大學的

校級交換約，雙方同意每年以學期為單位交換四名學生。本中心希望透過交換計畫尋找對高齡

化社會發展趨勢議題以及生活實驗室有興趣的臺大學生，前往芬蘭觀察不同於台灣的高齡化社

會環境，體驗文化差異，並且啟發新思考的能力。 

 

申請條件申請條件申請條件申請條件 

How to apply? 

一、同時具以下條件者，始具報名資格： 

1. 具國立台灣大學學籍之學士生二年級(含)以上、研究生一年級(含)以上。 

2. 具合格語言能力證明：具 TOEFL iBT 79(含)、IELTS 6.0(含)以上成績或全民英檢(GEPT)中

高級(含)以上證書。 

 

二、有以下任一情形者，不具報名資格： 

1. 為本校進修學士班或在職專班學生者。 

2. 之前參加本計畫，獲本校正式推薦後，自願放棄者。 

 

三、書面審查資料： 

1. 填寫「2013臺大 INSIGHT x 芬蘭 LAUREA 交換學生計畫申請表」。 

2. 撰寫「學習計畫」：(每部分各上限 1 頁兩面。字型：12 號字體、行距 1.5 倍行高) 

i. 履歷/自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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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申請動機 

iii. 讀書計畫 

3. 撰寫「高齡化社會的問題與解決方案」：高齡化是目前芬蘭的社會狀態，也是臺灣與全

世界的未來趨勢。可透過資料搜尋或自身觀察，以「高齡化社會的問題與解決方案」

為主題，提出你的看法與見解，最後附上參考資料(上限 2 頁四面。字型：12 號字體、

行距 1.5 倍行高；敘述與圖表等表現方式不限)。 

4. 附上語言成績證明影本、歷年成績單。 

5. 將上述資料備齊繳交紙本與電子檔： 

i. 紙本資料： 

親送親送親送親送-於 2013年 1月 21 日(星期一)下午 5 時前，將紙本資料乙份送達 

     INSIGHTxLAUREA計畫小組：台大土木研究大樓新館 610室-李小姐 

     (臺北市辛亥路三段 188 號 6F 610室)。 

郵寄郵寄郵寄郵寄-於 2013年 1月 18 日(星期五)前[郵戳為憑郵戳為憑郵戳為憑郵戳為憑]，將紙本資料乙份以「限時掛號」 

     寄至：臺北市羅斯福路四段 1 號土木系/INSIGHTxLAUREA交換計畫小組 收 

     ※並務必備註：請轉交 台大土木研究大樓新館 610室  

ii. 電子檔：於 2013年 1月 21 日(星期一)下午 5 時前，以附加檔案方式，將「計畫申

請表」與「學習計畫」與「高齡化社會的問題與解決方案」，三份電子檔彙整成一

份後 e-mail 至 silverstaff@caece.net，郵件主旨為：INSIGHTxLAUREA 交換計畫申請

_XXX(姓名)(例：INSIGHTxLAUREA交換計畫申請_李大明)。 

 

四、徵選項目： 

徵選項目 參加資格 審查方式 
占總成績 

比例 

第 

一 

階 

段 

書面 

審查 

符合申請條件者皆可提

出申請 

依據報名者「學習計畫」與 

「高齡化社會的問題與解決方案」

進行綜合評分 

10% 

第 

二 

階 

段 

實習 

專案 

書面審查成績排名在前 8

名者進入第二階段 ※進入第二階段者需參加臺大智活專案實習*(30 小時實習階段發放工讀金)，並於實習結束後參與英文簡報與口試 

參與臺大智活相關專案，並由各專

案經理進行評分。以「態度」、「觀

察力」、「創意」與「表達能力」為

主要評分項目 

50% 

英文 

簡報 

/ 

口試 

以行銷 INSIGHT/EWPG 為主題，提

出 5 分鐘英文簡報。以「英文表

達」、「內容」與「台風」為主要評

分項目 

40% 

口試 

*專案實習：詳細專案實習內容將於 2/20(三)舉辦實習說明會。 

1. 2013年 1月 29 日(二)公布第一階段入選名單(錄取八名進入第二階段)。 

2. 2013年 4月 15 日(一)公布徵選結果(前四名為正取，其餘為備取，得不足額錄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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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權利與義務： 

1. 以雙週記型式更新 INSIGHT x LAUREA exchange student project 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com/InsightExLaurea

2. 配合參加 INSIGHT主辦之交換計畫相關說明分享會

3. 交換期間從事與本中心相關之推廣活動

4. 以上權利與義務皆有確實遵守者

換學生時期結束後，未盡配合之事宜

 

六、申請時程： 

 

七、出國需知 

1. 必須持有距有效期限超過一年之護照

2. 出國前必須申請簽證，申請簽證約寄送

3. 生活費用：芬蘭為高所得國家

元(請注意不包含其他旅行費用

4. 住宿：赫爾辛基地區租房不易

學生住宿。 

5. 其它細節請參考 Laurea

1/21(一) 17:00 資料送審截止日

1/29(二) 公佈第一階段入選名單

2/20(三) 實習專案說明會

4月中 英文簡報

4月底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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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IGHT x LAUREA exchange student project 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com/InsightExLaurea。 

主辦之交換計畫相關說明分享會，與其他申請同學分享經驗

交換期間從事與本中心相關之推廣活動，可報請工讀金(必須事前提出預算

以上權利與義務皆有確實遵守者，將由 LAUREA University發放交換學生證書

未盡配合之事宜，則本中心有權討回交換學生證書

必須持有距有效期限超過一年之護照。 

申請簽證約寄送香港辦理需 3-7 週，費用約

芬蘭為高所得國家，物價昂貴，生活費用包含住宿及交通每月約

請注意不包含其他旅行費用)。 

赫爾辛基地區租房不易，建議通過推薦後，盡速與芬蘭當地的租屋公司申請交換

Laurea學校網站：http://www.laurea.fi/en/ 

資料送審截止日(紙本&電子檔)

公佈第一階段入選名單(錄取八名)

實習專案說明會

英文簡報/口試

月底前 公佈徵選結果(前四名為正取，其餘為

備取，得不足額錄取不足額錄取不足額錄取不足額錄取)

 

INSIGHT x LAUREA exchange student project facebook 頁面： 

與其他申請同學分享經驗。 

必須事前提出預算計畫)。 

發放交換學生證書；若於交

則本中心有權討回交換學生證書。 

 

費用約 12,000 元新台幣。 

住宿及交通每月約 700-900 歐

盡速與芬蘭當地的租屋公司申請交換

其餘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