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 年度第二次澳洲新南向學海築夢計畫甄選 
發布單位 應用英語科 發布日期 111.8.8 

★實習主旨：為培養本科學生國際視野及增強就業能力，鼓勵本科學生前往澳洲布里斯本、凱恩斯實

習至少一學年。 

★名    額：<計畫一: 凱恩斯國際職涯體驗計畫>應用英語科學生正取 3名，備取 1名。 

<計畫二: 布里斯本國際職涯體驗計畫>應用英語科學生正取 3名，備取 1名。 

★地  點：<計畫一>澳洲凱恩斯 Sun Pacific College (SPC，3名)，<計畫二>澳洲布里斯本

Bridgewater Apartments(2名)及布里斯本皇家峇里美容美體養生館(1名)。 

★實習期間：112年(西元 2023)8月至 113年(西元 2024)6月。 

★實習介紹：實習生得以實作和紀錄方式深入了解當地人文及職場文化和語言，並於返國後 

              進行實作和紀錄的彙整和分析，以轉化並理解國際職場的工作挑戰與要求，進 

              一步提升對服務業國際化的興趣與投入程度。 

★實習須知：1.實習費用： 

(1) 兩個計畫預計由個別計畫補助支應每人在澳洲兩個月生活費共 60,000元，及每人

來回機票款 80,000元。 

(2) <計畫一>實習時期間學生食宿由實習單位 SPC安排免費員工宿舍，供三餐。 

    <計畫二>實習期間皇家峇里美容美體養生館安排免費員工宿舍、三餐須自 

    理。Bridgewater Apartments 提供住宿安排、三餐自理。 

(3) 最終補助經費依教育部實際核定金額為主。 

(4) 除實習津貼或福利外，實習生需自備足夠生活費用。 

              2.其餘實習相關規定依應英科制定之實習法規辦理。 

★徵選資格：1.本校三年級以上年滿 18足歲之正規學籍學生。 

2.申請前的歷年或前一學期在校學業平均成績 80分(含)以上，操行成績 80分  

(含)以上者。前一學期班排需在班級前 50%者。 

3.<計畫一>及<計畫二>申請資格須達多益成績達 550分以上或相等英檢能力証明，並具備

良好英語溝通能力和積極學習態度。 

4.具國際文化交流之積極意願參與者。 

5.認同澳洲實習公司與本科締結之合作意向書者。 

6.無特殊疾病及不良嗜好者。 

★甄選標準：1.書面審查 60%。(操行成績 30%、學業成績 15%、英語檢定成績 15%)。 

2.面試 40％。(參與動機 10%、人格特質 15%、英語表達能力 15%)  

★繳交資料：1.報名表。 

2.家長同意書。 

3.申請前的歷年或前一學期在校學業成績單(請擇優檢送)。 

4.多益證書影本。 

5.參與英語相關專案或活動之證明。 

(請於 8/19(五)中午 12點前繳交紙本至應英科辦公室吳欣霏老師，並以 PDF檔電郵所有資料至

victoriaLL@ms.szmc.edu.tw) 



★面試時間：111年 8月 22 日(星期一)下午 14:00~16:00。[8月 29日(星期)前公告面試結果] 

★面試地點：應英科會議室。 

★實習生回國後之義務： 

1.於校內至少舉辦 1場「澳洲海外實習計畫」經驗分享會。 

2.撰寫實習心得並附彩色照片，至少 2000字，上傳科相關網站分享。 

3.發表研習心得&活動短片。 

4. 回國後英檢成績至少達等同多益 750以上之語言檢測程度。 

★依據文件:依「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應用英語科校外實習實施辦法」規定。                                

   點閱網址: http://english.szmc.edu.tw/  

 

 

甄選時程 
項次 日期 審查項目 審查內容及注意事項 地點 

1.  
111/8/19(五) 

中午 12點前 

繳交報名相

關書面及電

子資料 

1. 報名表。 

2. 家長同意書。 

3. 歷年或前一學期在校成績單。 

4. 通過海外教育機構個別英檢成

績證明。 

5. 參與英語相關專案或活動之證  

明。 

應英科

辦公室

及負責

老師之

電郵信

箱 

2.  

111年 8月 22日 

(星期一) 

 
面試委員會 

甄選標準： 

1. 書書面審查 60%。(操行成績

30%、學業成績 15%、英語檢定成績

15%)。 

2. 面試 40％。(參與動機 10%、人格特

質 15%、英語表達能力 15%) 

請著正裝。(時間若有變更，將另行通

知) 

應英科

辦公室 

3.  
111年 8月 29日前 

 

公布各計畫

科錄取名單 

應英科公布錄取名單及名次順序 

 

應英科

公佈欄 

及官網 

4.  
111年 9 月 26 日

(暫定) 

 

學校公布各

計畫錄取名

單 

國交中心公布錄取名單及名次順序 

 

應英科

公佈欄 

及官網 

5.  111/11/30(三)前 
公布教育部

補助名單 

教育部公布錄取最低人數及補助總金

額 

應英科 

公佈欄

及官網 

6.  112/1月 
家長學生說

明會 

針對海外機構、生活、學習等進行說明 科指定

地點 

http://english.szmc.edu.tw/


111年度第二次澳洲新南向學海築夢計畫甄選報名表 No.___ 
 

姓名:(中) 姓名:(英) 
申請國別/城市:  

班級： 學號： 

家用電話&手機: 最高英檢成績: 

申請前一學期班排: 

生日: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申請前的歷年或前一學期在校學業平均

成績: 

申請前的歷年或前一學期操行成績: 

中英文地址: 

[中英文]簡要自我介紹(請自我延伸撰寫空間，至多兩頁，字體 12)：  

[中英文] 你的甄選動機，及為何你是最適合得到此獎學金人選?(請各羅列至

少兩點，字體 12)： 

有無特殊疾病: 

(請據實填寫) 

申請人簽名:  手機:            日期:           

 

家長簽名:  手機:            日期:           



  111 年度第二次澳洲新南向學海築夢計畫甄選分數表 

班級:_______  學號: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 

1. 書面審查 60% 

操行成績 30% 學業成績 15% 
英語檢定成績

15% 
書面審查總分 

    

 

2. 面試 40％ 

參與動機

10% 
人格特質 15% 英語表達能力 15% 面試總分 是否錄取學海 

    □錄取 

 

 

總分:______ 

評審簽名: ______________ 

其他評語: 

 



111年度第二次澳洲新南向學海築夢計畫甄選 

<計畫:澳洲凱恩斯 Sun Pacific 

College陽光太平洋學院> 

錄取名單 

正取    

    

    

    

備取 1    

 

恭喜以上同學，獲得教育部補助 

每人 NTD_______元 
赴澳洲 Cairns(凱恩斯)實習 

全體應英科師生 賀 



111年度第二次澳洲新南向學海築夢計畫甄選 

<計畫二:澳洲布里斯本

Bridgewater Apartments > 

錄取名單 

正取    

正取    

正取    

正取    

備取 1    

備取 2    

恭喜以上同學獲得教育部補助 

每人 NTD_______元， 

赴澳洲 Brisbane (布里斯本)實習 

 

全體應英科師生 賀 



111年度第二次澳洲新南向學海築夢計畫甄選 

<計畫三:澳洲布里斯本 

Royal Bali Spa 

皇家峇里美容美體養生館> 

錄取名單 

正取    

正取    

備取 1    

 

恭喜以上同學，獲得教育部補助 

每人 NTD_______元 
赴澳洲 Brisbane (布里斯本)實習 

 

全體應英科師生 賀 



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澳洲新南向學海築夢計畫 

家長同意書 

 

    本人同意現就讀於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_________科______年

____班之子女(姓名         ) (學號         )，於_____年 _____月至

______年 _____月，代表學校至_______________________機構(英文名: 

_________________)進行一學期/一學年之實習課程。於海外實習期間保

證遵守當地法令、公司等單位相關規定，並於三方簽訂之實習合約結束

後依規定返國報到，且信守甄選簡章中之相關權利義務規定。若未能達

成以上規定事宜，願負連帶責任。 

 

特擬此書，以茲證明 

 

      此致 

 

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立書人：(家長)               (簽章)                                              

                          

  戶籍住址： 

 

                           聯絡電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