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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大學 
電機資訊 

研習營 
103/7/9-7/14 103/5/2 

http://ppt.cc/UaB4 
FB:成大電機營 

政治大學 新聞營 103/7/9-7/13 103/4/26 http://newsinema.pixnet.net/blog 

成功大學 化工營 103/7/6-7/11 103/5/17 http://www.facebook.com/nckuchecamp17th 

師範大學 教育營 103/7/1-7/4 103/4/29 http://2014ntnueducamp.weebly.com/ 

中山大學 物理研究營 103/7/7-7/11 103/5/23 http://www.facebook.com.18thphysicsnsysu 

長庚大學 
中西醫學 

體驗營 
103/7/6-7/11 103/5/16 http://tang1027.myweb.hinet.net 

中興大學 材料科學營 103/7/7-7/11 103/6/8 http://nchumsecampgo.pixnet.net/blog 

輔仁大學 影傳營 103/7/7-7/10 103/5/30 http://fjucacamp4.blogspot.tw 

台灣大學 
心理系 

向陽生活營 
103/7/21-7/26 103/4/23 http://sites.google.com/site/ntusunnycamp2014/ 

師範大學 生命科學營 103/7/7-7/11 103/5/7 http://sites.google.com/site/scntnuls 

中原大學 建築營 103/7/5-7/9 103/5/12 FB:第五屆中原建築營_裸 

成功大學 外文營 103/7/11-7/15 103/4/30 http://myweb.ncku.edu.tw/~b24011325/ 

嘉義大學 行銷營 103/7/5-7/9 103/6/10 http://www.ncyu.edu.tw/marketing 

成功大學 航太營 103/7/7-7/12 103/5/18 http://2014nckuaacamp.blogspot.tw 

中山醫學

大學 
牙醫營 103/7/7-7/12 103/5/12 http://nshdc.blogspot.tw/ 

中山大學 資管營 103/7/7-7/12 103/6/1 http://miscamp.cm.nsysu.edu.tw/ 

中正大學 會資營 103/7/2-7/6 103/5/15 http://ccuait105.pixnet.net/blog 

台北大學 史學營 103/7/7-7/10 103/5/31 
http://ntpuhistorycamp.pixnet.net/blog 

FB:北大史學營 

中正大學 數學營 103/7/7-7/11 103/5/31 http://ccumath2013.pixnet.net/blog 

中山大學 外文營 103/7/1-7/4 103/5/2 
http://nsysudfll2014.pixnet.net/blog 

FB:中山外文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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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醫學

大學 

生物暨醫學

生涯成長研

習營 

103/7/1-7/6 103/5/30 http://biologycamp22th.pixnet.net/blog 

中正大學 法律營 103/7/5-7/9 103/5/24 http://cculawcamp13.pixnet.net/blog 

東海大學 
創意活動 

企劃營 
103/7/7-7/11 

1.103/4/30 
2.103/5/31 

https://www.facebook.com/6th.capc.camp 

成功大學 地科營 103/7/6-7/12 103/5/23 http://escampncku.wix.com/escamp 

中山大學 企管營 103/7/1-7/5 103/5/2 http://nsysubmcamp2014.pixnet.net/blog 

東海大學 法律營 103/7/1-7/5 103/5/30 http://thulsa1982.pixnet.net/blog 

中正大學 電機營 103/7/7-7/12 103/6/15 http://web.ee.ccu.edu.tw/~eecamp/20theecamp 

高雄大學 生科營 103/7/7-7/11 103/5/30 http://2014nuklscamp.weebly.com 

中正大學 
企業管理 

研習營 
103/7/6-7/10 103/5/4 http://2014ccubacamp.blogspot.tw 

成功大學 
科技空間 

資訊營 
103/7/9-7/13 103/5/23 http://myweb.ncku.edu.tw/~f64001216/default.htm 

成功大學 建築營 103/7/8-7/13 103/5/7 http://www.archicamp.url.tw 

政治大學 英文營 103/7/9-7/13 103/5/23 http://nccuenglishcamp.wix.com/nccuenglishcamp5 

中山大學 資工營 103/7/9-7/13 103/5/2 http://camp2014.cse.nsysu.edu.tw 

國防 

醫學院 
醫學研習營 103/7/28-8/2 103/5/2 http://www1.ndmctsgh.edu.tw/medcamp/ch/index.htm 

中國 

醫藥大學 
中醫研習營 103/7/10-7/14 103/5/22 http://www.facebook.com/cmucmc26 

成功大學 資訊營 103/7/8-7/13 103/5/18 http://camp.csie.ncku.edu.tw 

中原大學 心理營 103/7/14-7/18 103/5/2 FB:第十屆中原心理營-巴 Heart 的瘋狂樂章 

高雄 

醫學大學 
醫學營 103/7/2-7/6 103/4/25 http://kmuyaocamp.blogspot.tw 

輔仁大學 法律營 103/7/7-7/10 103/5/13 http://fjulawcamp.wix.com/lawca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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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 

醫藥大學 
藥學營 103/7/5-7/9 103/5/5 http://cmurxcamp.pixnet.net/blog 

長庚大學 職能治療營 103/7/9-7/12 103/5/16 http://cguotcamp.wordpress.com 

中央大學 地科營 103/7/5-7/11 103/5/24 FB:2014esccamp 

台北大學 法律營 103/7/2-7/6 103/5/1 http://lawcampntpu.pixnet.net/blog 

彰化 

師範大學 
輔導營 103/7/7-7/11 103/5/5 http://gcheart.pixnet.net/blog 

台南大學 諮輔體驗營 103/6/30-7/4 103/5/13 FB:第三屆南大諮輔營之西域諮遊 

台南大學 
綠色能源 

科技營 
103/7/4-7/7 103/5/30 http://www.facebook.com/greenstarpower 

中興大學 化工營 103/7/1-7/5 103/5/9 http://chemcamp2014.pixnet.net/blog 

政治大學 
領袖實務 

研習營 
103/7/9-7/13 103/5/12 FB:2014 領袖實務研習營 

台灣大學 化工營 103/7/15-7/20 103/4/25 http://ntuchecamp07.pixnet.net/blog 

台北大學 社工營 103/7/6-7/9 103/6/6 FB:第八屆台北大學社工營 

台灣大學 社會系 103/7/1-7/5 103/5 FB:2014 台大社會營 

東海大學 
巴菲特青年

營 
103/7/7-7/10 103/5/31 FB:東海財金巴菲特青年營 10th 

高雄 

師範大學 
工業設計營 103/7/3-7/7 103/5/2 http://nknuid.wix.com/existnknuid 

台灣大學 資訊管理營 103/7/13-7/17 103/5/18 http://2014ntuimcamp.weebly.com 

清華大學 經濟營 103/7/9-7/13 103/5/2 http://nthueconcamp2014.pixnet.net/blog 

台灣 

科技大學 
菁英成長營 103/7/2-7/7 103/4/25 http://ntustelite.blogspot.tw 

輔仁大學 廣告營 103/7/1-7/4 103/4/21-5/11 http://fju20140701.pixnet.net/blog 

輔仁大學 法律營 103/7/7-7/10 103/6/13 http://fjulawcamp.wix.com/lawcamp 

中正大學 史學營 103/7/6-7/10 103/5/11 http://ccuhiscamp.pixnet.net/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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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 

師範大學 
國文營 103/7/7-7/11 103/5/23 http://2014ntnuchcamp.blogspot.tw 

台灣大學 獸醫營 103/7/7-7/11 103/4/22 https://sites.google.com/site/2014taidashouyiying/home 

政治大學 廣告營 
103/7/6-7/9 

103/7/12-7/15 
103/5/30 http://adcamp2014.nccu.edu.tw 

政治大學 民族營 103/7/7-7/10 103/4/30 https://www.facebook.com/NCCU.Ethnos.2.Camp 

世新大學 廣播研習營 103/7/1-7/4 103/6/10 http://www.shrs.shu.edu.tw 

成功大學 法律研習營 103/7/14-7/18 103/5/4 http://nckulawcamp10.pixnet.net/blog 

台灣大學 社工營 103/7/7-7/11 103/5/10 FB:第十屆台大社工營 

中山大學 生科營 103/7/11-7/15 103/5/2 http://pixnetkin8590132.pixnet.net/blog 

高雄 

醫學大學 
香粧營 103/7/1-7/5 103/5/15 FB:高醫香粧營 

政治大學 國貿營 103/7/12-7/16 103/5/14 FB:2014 政大國貿營 

台北大學 中文營 103/7/10-7/14 103/5/31 http://ntpuclcamp.pixnet.net/blog 

政治大學 領袖種子營 103/7/14-7/17 103/5/16 FB:政治大學行政領袖種子營 

中正大學 生化營 103/7/1-715 103/5/31 FB:第 18 屆中正生化營—2014 諾亞方舟 

台灣大學 史學營 103/7/4-7/7 103/5/24 http://ppt.cc/7KTM 

台灣大學 數學營 103/7/8-7/11 103/5/9 FB:台大數學營 

政治大學 財管營 103/7/5-7/8 103/5/5 FB:[2014 第六屆政大財管營]Reborn 

彰化 

師範大學 
企管營 103/7/7-7/11 103/6/13 FB:第十二屆企管營—重返禁區 

政治大學 文藝營 103/7/5-7/8 103/5/12 http://blog.xuite.net/nccuhscamp/15?st=c 

聯合大學 建築營 103/7/7-7/11 103/5/23 FB:2014 聯大建築營 

東海大學 法律營 103/7/6-7/9 103/5/16 FB:2014 第十五屆東吳大學全國高中生法律營 

海洋大學 
養殖生物 

科技營 
103/7/4-7/8 103/5/30 http://www.aqua.nto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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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大學 資管營 103/7/6-7/10 103/5/18 http://www.blink.com.tw/event/recommend_link/167/404/ 

台灣大學 資訊營 103/7/7-7/11 103/5/30 http://council.csie.ntu.edu.tw/cscamp/2014 

高雄 

醫學大學 
護理營 103/7/9-7/11 103/4/30 http://goo.gl/6YEeav 

政治大學 
財政菁英 

培訓營 
103/7/7-7/10 103/5/20 http://zzb.bz/nccupfcamp 

東海大學 中文營 103/7/7-7/11 103/4/30 FB:東海中文營 

海洋大學 科學營 103/7/7-7/11 103/4/20 http://sites.google.com/site/2014haiyangkexueying 

輔仁大學 餐旅營 103/7/7-7/10 103/5/1 FB:2014 輔大餐旅營 

中山 

醫學大學 
心理營 103/7/6-7/9 103/5/9 FB:中山醫學大學心理系心理營 

中山 

醫學大學 
職能治療營 103/7/12-7/15 103/5/11 FB:中山醫學大學職能治療營 

中山 

醫學大學 
語聽營 103/710-7/12 103/5/16 FB:中山醫 語聽營 

中山 

醫學大學 
物理治療營 103/7/12-7/13 103/5/16 FB:第一屆中山醫學大學 物理治療營 

交通大學 應數營 103/7/7-7/12 103/5/23 http://amcamp.pixnet.net 

清華大學 生命科學營 103/7/14-7/19 103/5/1 http://nthucamp.servehttp.com/lscamp2014/register 

淡江大學 決策營 103/7/14-7/17 103/5/31 FB:2014 淡江大學決策營 

中山大學 財管營 103/7/2-7/6 103/4/24 FB:2014 中山財管營 

臺灣 

師範大學 
地理營 103/7/2-7/6 103/5/31 http://geocampntnu09.pixnet.net/blog 

長庚大學 物理治療營 103/7/7-7/11 103/5/16 http://sites.google.com/site/cguptcamp4th/home 

高雄 

師範大學 
英語營 103/7/8-7/11 103/4/30 http://nknuengcamp.weebly.com 

交通大學 
工程管理 

領袖營 
103/7/1-7/5 103/5/16 http://iemcamp.weeb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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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大學 室內設計營 103/7/8-7/11 103/6/13 http://www.facebook.com/2014cycuidcamp 

台灣 

師範大學 
資工營 103/7/4-7/8 103/6/1 http://www.facebook.com/ntnucsie2014lionking 

台灣大學 哲學營 103/7/13-7/17 103/6/8 http://ntuphilocamp.blogspot.tw 

  台灣 

師範大學 
   數學營 103/7/1-7/5 103/5/21 http://www.math.ntnu.edu.tw/~mathcamp/ 

東華大學  應用數學營 103/7/6-7/10 103/5/31 FB:2014 東華應數營-大藝數家 

交通大學 電機營 103/7/6-7/12 103/5/28 FB:交大電機營 

輔仁大學 醫學營 103/7/7-7/11 103/5/9 http://fjumedcamps.wix.com/fjumedcamp2014 

清華大學 科學研習營 103/7/27-8/1 103/5/24 http://nthu03ssc.pixnet.net/blog 

清華大學 
跨領域 

人才培育營 
103/7/4-7/8 103/4/30 http://dspmtcamp.blogspot.tw 

交通大學 土木資訊營 103/7/8-7/13 103/5/7 http://www.facebook.com/2014civil 

東吳大學 高中營隊 103/6/30-7/9 額滿為止 http://www.ext.scu.edu.tw/ 

政治大學 日文營 103/7/14-7/17 103/5/18 FB:2014 政大日文營 

中國 

醫藥大學 
中藥營 103/7/18-7/21 103/6/1 https://www.facebook.com/bansharlove 

中正大學 資訊工程營 103/7/5-7/9 103/5/31 FB:中正大學資工營 

台北大學 

世界島青年
模擬聯合國

會議 
103/8/13-8/15 103/5/31 https://imunyouth.weebly.com 

政治大學 斯拉夫文化營 103/7/8-7/11 103/5/12 FB:2014 政治大學斯拉夫文化營 

清華大學 化學營 103/7/6-7/11 額滿為止 http://www.cctmf.org.tw/campcurie/ 

交通大學 
創意科技 

體驗營 
103/7/6-7/11 額滿為止 http://nctuctc2014.pixnet.net/blog 

台南大學 多媒體數位營 103/7/7-7/11 103/6/9 http://www.ilt.nutn.edu.tw/iltcamp/2014/ 

清華大學 
人文及社會

科學營 
103/7/24-7/28 103/5/18 https://sites.google.com/site/2014nthuhsscamp/ 

海洋大學 海洋生態營 103/7/8-7/10 103/5/16 FB:2014 國立台灣海洋大學生態營-寶島漁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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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thu03ssc.pixnet.net/blog
http://dspmtcamp.blogspot.tw/
http://www.facebook.com/2014civ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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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ctmf.org.tw/campcurie/
http://nctuctc2014.pixnet.net/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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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大學 商船營 103/7/5-7/9 103/6/6 https://www.facebook.com/mmdcamp4 

海洋大學 
食品生技科

學營 
103/7/9-7/11 103/5/31 http://ind.ntou.edu.tw/~spring/one.html 

東海大學 建築營 103/7/6-7/10 額滿為止 FB:2014 東海建築營 

淡江大學 日語生活營 103/7/14-7/18 額滿為止 FB:淡江大學日語生活營 

高雄 

醫學大學 

醫學 

生涯體驗營 
103/6/29-7/4 103/5/16 http://blog.yam.com/EXcamp 

高雄 

醫學大學 
心理營 103/7/2-7/7 103/5/7 http://kmupsy19thcamp.blogspot.tw 

實踐大學 工設體驗營 103/7/7-7/11 103/5/24 http://changetone2014.weebly.com/ 

     

     

     

     

     

     

     

     

     

     

     

     

     

     

 

https://www.facebook.com/mmdcamp4
http://ind.ntou.edu.tw/~spring/one.html
http://blog.yam.com/EXcamp
http://kmupsy19thcamp.blogspot.tw/
http://changetone2014.weebl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