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修科技大學 國際事務處

2016 正修科技大學

暑期海外
見習課程



卓越計畫海外見習：日本組

卓越計畫海見實習：菲律賓組

菁英海外雙聯(日本)

暑期泰國CP 集團實習

台日泰三國計畫



卓越計畫
海外見習課程



對象：

本校104學年度大學部1、2、3年級學生

研究所1年級學生

菁英組：資工系、資管系、數位多媒體系



名額：

日本組：15名

菲律賓組：16名

菁英海外雙聯(日本)組：6名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3月31日(四)為止



海外見習課程規劃

國家 海外實習課程 學分

日本

海外工程日文實務
Japanese Engineering for Overseas Operation

3學分

日本企業及文化（企業參訪、茶道、季節活動、校外學習）
Japanese Enterprises and Culture: Company Visits, Tea Ceremony, Seasonal 

Activities and Off-Campus Visits

3學分

海外資訊技術實務（Windows、Word、Excel、Power Poin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for Overseas Operation

3學分

菲律賓

企業海外經營與跨文化管理實務
Overseas Operation and Cross-Cultural Management

3學分

跨國服務與旅運實習
Internship: International Services and Traveling Arrangements

3學分

全球休閒產業發展-環保議題分析
Development of Global Leisure Industry: 

Analysis of the Environmental Issues

3學分



見習時數及分數計算方式：

 上課方式：在國外每日上課5～6小時，每週上
課5日。

 見習結束需繳交3份成果報告並配合參加見習
經驗分享會。

 見習機構指導老師及本校開課指導老師共同評
定成績，成績考核及格者，將發給見習證明書，
並取得該海外見習課程之學分數。



出國前行前教育：

 4月 27日起至第二學期期末考前一週為止，
每週三15:30~17:00 (正確時間、地點另外
公告)。



卓越計畫海外實見習：日本組

時間： 2016.07.03~07.23

地點：日本大阪/神戶

見習單位：關西大學或

神戶資訊大學



卓越計畫海外見習：日本組

預估費用
◦ 機票：大約NTD 22,000（依實繳交）

◦ 住宿：大約NTD 18,000

◦ 生活費：（自付）
當地之生活費、交通費及保險費由學生自理

學校補助
◦ 學費：以卓越計畫支付



卓越計畫海外實習：菲律賓組

時間： 2016.08.07~08.26

地點：菲律賓馬尼拉

見習單位：

Lyceum of the Philippines University、

New England College



卓越計畫海外實習：菲律賓組

預估費用
◦ 機票+簽證：大約NTD 20,000（依實繳交）

◦ 住宿：大約NTD 12,000

◦ 生活費：（自付）
當地之生活費、交通費及保險費由學生自理

學校補助
◦ 學費：以卓越計畫支付



菁英海外雙聯(日本)

時間： 2016.07.03~08.12 

地點：日本兵庫(神戶市)

見習單位：神戶資訊大學



菁英海外雙聯(日本)

預估費用
◦ 機票：大約NTD 22,000（依實繳交）

◦ 住宿：大約NTD 5,000

◦ 生活費：（自付）
當地之生活費、交通費及保險費由學生自理

學校補助
◦ 學費：以卓越計畫支付



申請資料：

 報名表
 一吋照片兩張
 家長同意書
 身分證正反面影印
 學生證正反面影印
 護照影印本(若無護照，可不提供)。
 歷年成績單1份。
 語文檢定考試成績或其他可茲證明語文能力
相關文件(例如：多益、GEPT 、日文檢定)。

※檢附報名表及相關資料，於報名時間內繳交至國際事務處
辦公室。



 面試時間：2016 年 4 月 11 日（星期一）

下午 17:00-18:30

 面試地點：

日本組(包括菁英組)：人文大樓 6 樓

11-0611 教室

菲律賓組：人文大樓 6 樓 11-0608 教室

 公告錄取名單：2016 年 4 月 15 日（星期五）



審查及面試：

 由本校國際事務處處長邀集各學院之相關
教師，進行審查及面試。

 依申請學生報名表、歷年成績、外語能力
（日本－日語，菲律賓－英語）等資料進
行審查及面試。



卓越計畫海外實習：日本組

菁英海外雙聯

負責的老師：謝明樺老師

分機：2279

辦公室：國際事務處（行政大樓3F)

 信箱：謝明樺老師
(minghua.hua7@hotmail.com)



卓越計畫海外實習：菲律賓組

負責的老師：林凱凱老師

分機：2275

辦公室：國際事務處 (行政大樓3F)

信箱： krystl0926@gmail.com



典範計畫
海外見習課程



對象：

本校104學年度大學部1、2、3年級學生

研究所1年級學生



名額：

泰國組：15名

台日泰三國計畫：12名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3月31日(四)為止



海外見習學分抵免(泰國組)

 由各系自行認定



海外見習課程規劃(三國計劃)

海外實習課程 學分

企業海外經營與跨文化管理實務
Overseas Operation and Cross-Cultural Management

3學分

跨國服務與旅運實習
Internship: International Services and Traveling Arrangements

3學分

全球休閒產業發展-環保議題分析
Development of Global Leisure Industry: 

Analysis of the Environmental Issues

3學分



見習時數及分數計算方式：

 上課方式：在國外每日上課5～6小時，每週上
課5日。

 見習結束需繳交成果報告並配合參加實習經驗
分享會。

 見習機構指導老師及本校開課指導老師共同評
定成績，成績考核及格者，將發給見習證明書，
並取得該海外見習課程之學分數。



出國前行前教育：

 4月 27日起至第二學期期末考前一週為止，
每週三15:30~17:00 (正確時間、地點另外
公告)。



暑期泰國CP 集團實習

時間：2016.07.01~07.30 

地點：泰國曼谷

見習單位：泰國正大集團

及姊妹校PIM學院成果發表

(國際研討會) 
＊此項見習非打工性質

＊國務處會有緊急連絡的台灣老師協同



海外見習公司簡介

 CP公司為全球五百大企業

 提供完整見習課程與公司
參觀行程

 見習後有機會成為該公司
員工

 假日可自由活動

 可獲得該公司頒發實習證
書



暑期泰國CP 集團實習

預估費用
◦ 機票：大約NTD 20,000（依實繳交）

◦ 住宿：大約NTD 5,000~8,000

◦ 生活費：（自付）
當地之生活費、交通費及保險費由學生自理



台日泰三國計畫

時間：2016.06.26~08.28
 2016.06.26~07.09(日本)

 2016.07.09~07.18(泰國)

 2016.07.21~07.30(泰國學生來台)

 2016.08.18~08.28(日本同學來台)

見習單位：日本→關西大學

泰國→正大管理學院

台灣→正修科技大學



台日泰三國計畫

 預估費用
◦ 機票+簽證：大約NTD 36,000（依實繳交）
◦ 住宿及部分生活費：大約NTD 53,500

→約14,500元(泰國)

→約39,000元(日本)

◦ 生活費：（自付）
當地之生活費、交通費及保險費由學生自理

 補助
◦ 關西大學補助每學生約NTD15,000

◦ 本校補助每學生約NTD5,000~10,000(依成績)



申請資料：

 報名表
一吋照片兩張
 家長同意書
 身分證正反面影印
 學生證正反面影印
 護照影印本(若無護照，可不提供)。
 歷年成績單1份。
 簡歷
 學校證明書(學校推薦信)

※檢附報名表及相關資料，於報名時間內繳交至國際事務
處辦公室。



 面試時間：2016 年 4 月 11 日（星期一）

下午 17:00-18:30

 面試地點：

泰國組：人文大樓 6 樓11-0609 教室

三國計畫：人文大樓 6 樓 11-0612 教室

 公告錄取名單：2016 年 4 月 15 日（星期五）



審查及面試：

 由本校國際事務處處長邀集各學院之相關
教師，進行審查及面試。

 依申請學生報名表、歷年成績、外語能力
（日本－日語，泰國－英文）等資料進行
審查及面試。

 台日泰三國計畫考試以英文為主。



泰國組
台日泰三國計畫

負責的老師：鄭羽蓁老師

分機：2736

辦公室：國際事務處（行政大樓3F)

信箱： k1203@gcloud.csu.edu.tw



日本組
活動照片























菁英日本組
活動照片



















菲律賓組
活動照片





































泰國組
活動照片





















海外見習觀摩影片(泰國組)



組別 日本組(日本) 菁英組(日本) 菲律賓組 泰國組 台日泰組(3國)

見習
時間

7/3~7/23 7/3~8/12 8/7~8/26 7/1~7/30 6/26~7/18

見習
地點

關西大學
或

神戶資訊大學

神戶資訊大學
※以有能力製作遊戲軟

體學生為限

Lyceum of the 

Philippines 

University

與
New England 

College

CP ALL集團
與

正大管理學院

關西大學(日本)

與
正大管理學院

(泰國)

預定
人數

15人 6人 16人 15人 12人

費用
新台幣40,000元
+當地生活費及

保險費

新台幣25,000元
+當地生活費及

保險費

新台幣32,000元
+當地生活費及

保險費

新台幣28,000元
+當地生活費及

保險費

新台幣89,500元
+當地生活費及

保險費

補助
出國的學費
(本校補助)

出國的學費
(本校補助)

出國的學費
(本校補助)

無

約NT15,000元
(關西大學補助)

NT5,000

~10,0000元
(本校補助)



105年度教學卓越計畫暨
典範科技大學計畫

海外見習課程(暑期)

一起來打開眼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