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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華科技大學　函

地址：33306桃園市龜山區萬壽路一段300號

聯絡人：范凱棠

電子信箱：ktfan@mail.lhu.edu.tw

聯絡電話：0282093211#6517

傳真電話：0282094650#6510

受文者：國立嘉義大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9月14日

發文字號：龍華管字第106000935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1061201144_1_1060009350.pdf)

主旨：有關106學年度龍華科技大學辦理 2018 海外深度實務研

習活動，詳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

一、活動目的：為配合政府新南向政策，龍華科技大學(以下

簡稱本校) 企業管理系邀請合作企業共同規劃向教育部申

請海外深度研習計畫，並獲得補助以辦理本次海外深度實

務研習課程。本研習課程將透過駐點於合作企業當地以及

移地教學之交流方式，深入瞭解合作企業當地之整體環境

、市場現況以及相關實務問題需求，配合本次各參與學校

豐沛之師資共同打造創新式經營管理內涵，合作事業單位

同意實施促進地區經濟發展與產業競爭力之主題規劃，使

本校專任教師之專業技能，滿足合作事業單位的管理需求

。

二、承辦單位/協辦單位：本校企業管理系/管理學院/越南鋒

成責任有限公司/越南興安鋒城責任有限公司。

三、研習名稱：「營建產業營銷策略與電子化經營管理實務」

研習營。

7

國立嘉義大學

1060012160　106/09/14



31

第2頁，共2頁

裝

訂

線

四、活動時間：預計安排2018/1/15(一)至2/2 (五)，研習時

間為 3 週 15 天 （六日為自由活動時間）。

五、參加人數：共計 20 人，龍華科大校內教師 10 位，校外

教師10位。

六、活動地點：越南河內。

七、2018 海外深度實務研習活動簡章如附件所示。

正本：各公私立大專校院

副本：龍華科大企業管理系范凱棠教授 2017-09-14
15:34:30

校長葛自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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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華科技大學辦理 2018 海外深度實務研習活動簡章

 2017.8.29 

 
一、 活動目的：為配合政府新南向政策，龍華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 

企業管理系邀請合作企業共同規劃向教育部申請海外深度研習計

畫，並獲得補助以辦理本次海外深度實務研習課程。本研習課程

將透過駐點於合作企業當地以及移地教學之交流方式，深入瞭解

合作企業當地之整體環境、市場現況以及相關實務問題需求，配

合本次各參與學校豐沛之師資共同打造創新式經營管理內涵，合

作事業單位同意實施促進地區經濟發展與產業競爭力之主題規劃，

使本校專任教師之專業技能，滿足合作事業單位的管理需求。而

研習結束後，各參與師資則可藉由本次交流進行課程規劃設計，

培養符合新南向產業所需之管理人才，強化學生實習及人才培育

交流之實務經驗。 

二、 承辦單位/協辦單位：本校企業管理系/管理學院/越南鋒成責任有

限公司/越南興安鋒城責任有限公司  

三、  研習名稱：「營建產業營銷策略與電子化經營管理實務」研習營 

四、 活動時間：預計安排 2018/1/15(一)至 2/2 (五)，研習時間為 3 週 

15 天 （六日為自由活動時間） 

五、 參加人數：共計 20 人，龍華科大校內教師 10 位，校外教師 10

位  

六、  活動地點：越南河內 

七、  預定研習內容與行程： 

本次深度研習課程規劃分為五大主軸，包括：策略管理與商業

模式創新、組織與人力資源管理、專案管理與品質管理、行銷

管理、及資訊管理等五大領域，為使參與研習教師與合作企業

能有更深入的互動，研習課程之進行方式將依據教師專長，採

分組、分主題方式進行編組，並採用世界咖啡館活動方式進行

深度研討，讓各個不同組別於不同場次進行循環輪轉討論，目

的在於使各組參與研習老師，皆能在不同場次中與企業主管進

行深度交流討論，換言之，每個研習時段皆採五個主題場次並

行的方式進行分組研討。在研習時程安排上，首先將以分組方

式進行作專業對接與討論，每個主題分為五個場次，同時開辦，

而各研習老師，則分別參與不同專業議題進行討論；研習之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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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方式，每日皆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藉由業師分享實務

狀況，並提出相關管理問題點；第二階段，將由業師帶領研習

教師至現場實地參訪，透過身歷其境使研習教師充分了解實際

狀況；再由實習教師，透過理論講授與討論方式，分別就學理

分析討論此種現象，其可能發生的原因以及解決方案；第三階

段集合所有參與教師，透過個案研討方式互動討論，並以分組

討論方式針對個案議題之問題點提出改善方案進行交流，最後

再由合作企業高階主管與主辦教師進行總結。本研習預定課程

內容規劃，以及每日課程日程表詳如下表所示： 

天數 日期 時段 預定課程/行程 
A

 

1 
1/15 

(一) 

AM CI791  台北 0825‐河內 1035 / VN587 高雄 0840‐河內 1015 

PM 
報到與開幕式、研習內容介紹、越南初體驗 

基礎研習交流：企業策略與經營管理理論實務研習與產學交流 

2 
1/16 

(二) 

AM 
基礎研習交流：人力資源管理與發展理論實務研習與產學交流 

PM 

3 
1/17 

(三) 

AM 
基礎研習交流：品質管理應用實務研習與產學交流 

PM 

4 
1/18 

(四) 

AM 
移地教學：範疇決策與競爭優勢實務研習與產學交流 

PM 

5 
1/19 

(五) 

AM 
移地教學：人格特質分析與研討實務研習與產學交流 

PM 

6 
1/20 

(六) 

AM 

FREE 
PM 

7 
1/21 

(日) 

AM 

PM 

8 
1/22 

(一) 

AM 
進階研習交流：商業模式創新實務研習與產學交流 

PM 

9 
1/23 

(二) 

AM 
進階研習交流：成本目標管理研討實務研習與產學交流 

PM 

10 
1/24 

(三) 

AM 
進階研習交流：價值概念與成本意識實務研習與產學交流 

PM 

11 
1/25 

(四) 

AM 
移地教學：工程管理經驗分享實務研習與產學交流 

PM 

12 
1/26 

(五) 

AM 
移地教學：組織管理能力創造實務研習與產學交流 

PM 

13 
1/27 

(六) 

AM 

FREE 
PM 

14 
1/28 

(日) 

AM 

PM 

15 
1/29 

(一) 

AM 
深度研習交流：市場調查與顧客洞察實務研習與產學交流 

PM 

16 
1/30 

(二) 

AM 
深度研習交流：ｅ化人才管理與人才培訓實務研習與產學交流 

PM 

17 1/31 AM 深度研習交流：ｅ化品質管理實務研習與產學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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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PM  

18 
2/1 

(四) 

AM 
移地教學：客服服務創新研討實務研習與產學交流 

PM 

19 
2/2 

(五) 

AM 
移地教學：企業經營管理模擬實作管理會議簡報發表暨 

研習活動回顧、研習心得分享 reflection、研習成果討論 

PM 
歡送午宴與閉幕式 

CI902  河內 1720–台北 2110 / VN586  河內 1835‐高雄 2200 

A：以上為暫訂行程，主辦單位保有調整以上研習行程與內容之權利 

 

八、  經費說明： 

1. 教育部補助款 

(1) 國際來回經濟艙機票款 

(2) 海外研習課程費(不含住宿與餐飲) 

(3) 19 天日支生活費約台幣 94,639(依照中央政府各機關派赴國外

各地區出差人員生活費日支數額辦理) 

2. 龍華科大編列配合款支付簽證與 400 萬旅遊平安險 

3. 個人統一支出項目 

(1) 午晚皆團體用餐、住宿(Agoda 網站四星(五星)飯店 1(2)人 1 室

或是 2‐ 3 房服務式公寓，當地接駁車等團隊經費，每房約為

台幣 2,500~3,000 元(以協辦單位最後報價為準)。 

(2) 以上費用將以教育部補助之日支費統一支付給越南協辦單位。 

4. 主辦單位向教育部完成核銷後，由教育部補助之日支生活費扣除

第 3 項所列之個人所須負擔團隊款項，餘額再匯款給參與教師。 

5. 旅遊、自行用餐、紀念品、自行前往機場等其它開銷由個人自行

負擔。  

九、  參加資格： 

1. 現任技職大專校院專任教師，學術專長為策略管理與商業模式創新、

組織與人力資源管理、專案管理與品質管理、行銷管理、及資訊管

理等相關領域，或是有志於拓展以上領域實務知識之商管學院教師。 

2. 研習活動全程以英語進行，參加教師應具備英語溝通能力。 

十、 錄取方式：符合學術專長之教師優先錄取，額滿後報名者列為備取名 

單，遇有錄取教師因故無法成行者再行遞補。 

十一、 作業時程(得視實際需要調整，請隨時查閱本校網頁公告) 

9/8 (五) 函送活動簡章至各技職校院、開始網路報名 

(由此進入海外深度研習 Google 報名系統) 

9/30 (六) 報名截止並公告錄取名單與候補名單(得視報名情形，提 

早或延後截止日期) 

https://goo.gl/forms/9y8GulboLAccbr4k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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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二) 交齊相關證件以準備出國事宜 

1/8(一) 行前說明會(活動方式將另行通知)  

十二、 注意事項 

1. 錄取教師若因個人因素無法成行者，已支出之簽證、機票退票手續
費等相關費用需自行負擔。若遇有無法由備取教師遞補之情形時， 

導致越南協辦單位已支出但無法向教育部核銷的行政費用(250 美
金)，亦須由教師自行負擔。 

2. 請勿自行脫隊，並須全程參與研習課程。越方機場接機係以台北

班 次為準，自高雄出發需在河內機場等待，集合後開始研習活動。

若活動需要以團進團出方式處理，往返地點為桃園機場。 

3. 參加教師須繳交研習心得，並協助撰寫團隊研習成果報告。 

4. 本活動主體為研習參訪，非坊間專業旅遊團。活動由合作企業協辦， 

計畫主持人非本團導遊亦未支領工作費，研習期間請勿抱持自由行之

心情參與。 

5. 主辦單位得視實際情形調整以上研習行程與實施方式。 

6. 無法配合以上各點說明事項者，請勿報名參加。 

十三、 對本活動有需要進一步瞭解者，請洽詢計劃主持人龍華科技大學企

業管理系 范凱棠 副教授/聯絡電話：(02)82093211#6517/ E-mail：

ktfan@mail.lhu.edu.tw；或聯繫范凱棠老師的助理－蘇珊/聯絡電話：

0935202155/ E-mail：cutesunny520@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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