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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設計理念1/3

• 課程設計背景

–國際化、全球化

–海外職場

• 課程目標

–了解海外求職現況

–模擬國際移動內涵

–思考國際移動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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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特質

–手機慣性

–單向傳授效果差

• E化環境

–免費軟體

–中文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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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方法
– Problem-based Learning , PBL 問題導向教學

–層次性問題導向(2主要問題)

• 評量
–完成考察計畫

–進行小組觀摩
• 了解海外求職現況

• 模擬國際移動內涵

• 思考國際移動挑戰



內容大綱

• 一、活動說明

• 二、P1資訊力大挑戰

–海外職缺搜尋

• 三、P2生活力大挑戰

– P2-1機票搜尋

– P2-2當地交通搜尋

– P2-3文化適應

• 四、小提醒



（一）活動說明

1. 以小組為單位

2. 選定求職者與智庫

• 北京、深圳→中國大陸占國人常赴海外工作
地區55%(2017) 主要一線城市

• 東京→亞洲大城市

• 胡志明市→台商最多

• 新加坡→跨國企業最多(東南亞)

• 矽谷 (美國) →科技、新創業重鎮



國人常赴海外工作地區

資料來源：
https://www.dgbas.gov.tw/ct.asp?xItem=43612&ctNode=4854&mp=1





海外求職網站

• 台灣網站
– 104/1111海外工作專區

• 海外網站中文介面
– Michael Page
– Indeed

• 英文介面meet.jobs
• LinkedIn / HIRED / TRIPLEBYTE
• 台灣設立的人力資源管理顧問公司

– Pasona保聖納管理顧問
– IMC精英人力資源
– 台灣應創管理顧問 PERSOL (JP)

https://www.michaelpage.com.tw/zh
https://tw.indeed.com/
https://meet.jobs/en
https://tw.linkedin.com/jobs
https://hired.com/
https://triplebyte.com/
https://www.pasona.com.tw/index.jsp
https://www.imc.com.tw/job/index
https://www.persoltw.com/advancedsearch.aspx?search=1


姓名 前往國家/城市

考察時間 年 月 日到 年 月 日 共 天

職缺一

工作職稱

工作地點

薪資福利

相關條件

職缺二

工作職稱

工作地點

薪資福利

相關條件

職缺三

工作職稱

工作地點

薪資福利

相關條件

班機資訊 班機名稱 起降時間

去程

回程

機票費用(以台幣計)

當地交通 機場到公司 時間/交通方式/費用

文化溝通 當地特有文化與禁忌

狀況題回答

國際移動

海外職涯



P.1資訊力大挑戰

請進行海外職缺搜尋。

至少搜尋兩個職缺

將工作職稱、薪資、相關條件、公司地址

四個資訊填入海報



Meet Jobs Michael 
Page

Indeed

• 台灣網站

– 104/1111海外工作專區

• 海外網站中文介面

– Michael Page、Indeed

• 英文介面meet.jobs/LinkedIn / HIRED / TRIPLEBYTE

• 台灣設立的人力資源管理顧問公司

– Pasona保聖納管理顧問

– IMC精英人力資源

– 台灣應創管理顧問 PERSOL (JP)

印出給學生
的QR code

https://www.michaelpage.com.tw/zh
https://tw.indeed.com/
https://meet.jobs/en
https://tw.linkedin.com/jobs
https://hired.com/
https://triplebyte.com/
https://www.pasona.com.tw/index.jsp
https://www.imc.com.tw/job/index
https://www.persoltw.com/advancedsearch.aspx?search=1


P.2生活力大挑戰

• P2-1機票搜尋

• P2-2當地交通

• P2-3文化與溝通



P2-1機票網站

• Skyscanner

• Wego

• Trip.com

• ezTravel

• ezfly

• Airpaz

• HelloTicket



P.2-2當地交通

• 城市交通狀況

• Metro, train, tram , bus…

• 請以google 地圖作為工具，搜尋從機場到公
司的時間/交通方式/費用



搜尋時間：職缺20mins/交通15mins



姓名 吳OO 前往國家/城市 深圳
考察時間 2019/06/17～2019/06/26 (共10天)

職缺一
工作職稱 產品經理(兒童智能玩具取向)
工作地點 深圳南山區科技園科技南十二路長虹路科技大廈907-908
薪資福利 月薪 15K～30K(人民幣)⇒67.5K~135K (台幣)

相關條件
1. 五年以上兒童智能相關產品
2. 創新意識 3.兒童發展理解

職缺二
工作職稱 行政秘書
工作地點 廣東省深圳市南山智園
薪資福利 35000-45000(台幣)
相關條件 1.大陸生活、工作經驗 2.溝通能力佳
班機資訊 班機名稱 起降時間 機票費用

去程 華信航空
AE995

7；45(高雄)～15：50(深圳) NT$9713

回程 中華航空 11：30(深圳)～13：05(高雄) NT$10929

當地交通 機場到公司 時間/交通方式/費用
Uber 27分鐘



姓名 黃OO 前往國家/城市 新加坡
考察時間 2019/06/17～2019/06/24 (共8天)

職缺一
工作職稱 鼎泰豐學徒
工作地點 城市廣場分店
薪資福利 月薪 1520～3500(新加坡元)⇒35000～80000(台幣)、全日供餐、供

住宿
相關條件 工作經驗一年

職缺二
工作職稱 華語幼教老師
工作地點 長隆
薪資福利 月薪 65000～70000(台幣)、供餐、年終1～2月、滿兩年補助機票

相關條件 高中、大學專科須是幼教、幼保、學前教育相關科系
班機資訊 班機名

稱
起降時間 機票費用

去程 酷航
TR895

19：50～00：05(+1) 7539(台幣)

回程 酷航
TR894

6：00(+1)～10：20

當地交通 機場到公司 時間/交通方式/費用
樟宜機場-城市廣
場分店

半小時/計程車/300台幣



姓名 蔡OO 前往國家/城市 北京
考察時間 2019/06/22～2019/06/30 (共9天)

職缺一
工作職稱 幼兒園園長
工作地點 北京市
薪資福利 勞健保、經常性月薪達四萬(台幣)以上、週休二日
相關條件 英文聽說讀寫達中等、園長資格、行政管理三年經驗、大學

職缺二
工作職稱 外教市場經理(兼職約聘)
工作地點 北京市朝陽區阜通大街寶能大廈B座八層
薪資福利 月薪17K～28K(人民幣)⇒85K～140k(台幣)
相關條件 北美五年營銷(社交媒體營銷)、招聘渠道

職缺三
工作職稱 出房管家
工作地點 北京市東城區朝陽門內大街8號212
薪資福利 月薪15k～20K人民幣⇒75k～100K(台幣)
相關條件 執著目標，堅持不懈、一定抗壓能力、客戶管理能力
班機資訊 班機名稱 起降時間 機票費用

去程 國泰港龍
KA443-CX312 13:20-20:25 13927(台幣)

回程 國泰港龍
CX331-KA438 16:40-23:15

當地交通 機場到公司 時間/交通方式/費用
開車32分鐘 40分鐘/小黃/200元

Uber/75元



姓名 吳OO 前往國家/城市 東京

考察時間 2019/06/17~2019/06/22 (共6天)

職缺一

工作職稱 保育員

工作地點 東京都板橋區愛嬰幼保學院

薪資福利 70K~80K(台幣)

相關條件 教師證

職缺二

工作職稱 飯店工作人員

工作地點 樂荷國際開發有限公司

薪資福利 58.8K~60K(台幣)

相關條件 日文檢定N3證照、相關學系畢業證書

班機資訊 班機名稱 起降時間 機票費用

去程 華航 6:50~11:20
9625(台幣)

回程 台灣虎航 11:50~15:00

當地交通 機場到公司 時間/交通方式/費用

成田機場 1小時24分鐘/特級列車+走路/1544(日幣)



姓名 許OO 前往國家/城市 美國矽谷
考察時間 2019/06/18~2019/06/24 (共7天)

職缺一
工作職稱 Director of Product management – Trust & Safety
工作地點 Roblox, San, Mateo, USA
薪資福利 年薪 250K-305K(美金) ⇒7750K-9455K(台幣)
相關條件 品管知識8年以上、計算機科學、數學、經濟學……

職缺二
工作職稱 國外業務主管(全職)
工作地點 美國加州(矽谷附近)
薪資福利 面議，基本月薪40K(台幣)以上
相關條件 大學以上，工作經歷不拘

職缺三
工作職稱 Talant Sourcer
工作地點 Roblox, San, Mateo, USA
薪資福利 年薪 90K-120K(美金) ⇒2790K-3720K(台幣)
相關條件 5年以上工作經驗
班機資訊 班機名稱 起降時間 機票費用

去程 國泰航空 11:20(KHH)-11:35(SFO) 26644(台幣)

回程 國泰航空 13:15(SFO)-23:15(KHH) 26644(台幣)

當地交通 機場到公司 時間/交通方式/費用
1. Uber:共乘美金7-16;首次免費
2. 地鐵(BART):搭綠線

1. Uber:共乘美金7-16;首次免費/約20分
/219.9-502.63(台幣)

2. 地鐵(BART):搭綠線/約40分/177.49(台



姓名 何OO 前往國家/城市 胡志明市

考察時間 2019/06/20~2019/06/30 (共10天)

職缺一

工作職稱 成衣打版師

工作地點 越南

薪資福利 面議，40K以上(台幣)

相關條件 具打版經驗、善於溝通、電腦專長

職缺二

工作職稱 駐越南秘書

工作地點 越南平陽省土龍木式

薪資福利 30K~45K、多福利、週休二日

相關條件 中文及越文能力、文書處理、外派、翻譯

班機資訊 班機名稱 起降時間 機票費用

去程 越捷航空 VJ885 12:40-14:55 3636(台幣)

回程 越捷航空 VJ885 7:25-11:40

當地交通 機場到公司 時間/交通方式/費用

公車 20台幣/40分鐘



初步分析1/2

海外職涯

–了解海外與專業對接之可能職涯

–發現與可能發展之海外職涯機會

–反思赴海外工作需具備相關知能

• 國際移動

–了解進行國際移動可行方式

–對於日後國際移動產生信心



討論時間：15分鐘



P.2-3文化適應1/2

• 北京：政治(剛到工作岡位1個月，主管邀請
聚餐，觥籌交錯間談到了台灣獨立的問題，
請教你的看法，你的回答會是?)

• 深圳：加班(新創產業中，為求產品上市，已
連續加班一個月，你的想法是?)

• 矽谷：人際(甫加入一個新創公司，同事以美
國人為主，你頻繁地請教他人問題，同事露
出不耐，你的想法是?)



文化適應2/2

• 胡志明市：飲食(同事邀請你加入餐敘，席間
是充滿越南風味的料理，如鴨仔蛋，你的回應
是?)

• 新加坡：種族(剛進入的是跨國公司，主要夥
伴為印度人、馬來人與華人，面對不同種族的
信仰、飲食與習慣，你的心理準備是?)

• 日本：階級(加入公司之際，公司即有清楚的
階級文化，在稱呼以及各種安排上都相當清楚。
偶然的機會中了解自己的能力比自己的直屬主
管或前輩好，你的想法是?)



動腦時間!!

• 請每組抽一個城市

• 搜尋該城市的文化特色與禁忌

• 並思考狀況題

• 10mins!!



學生回答
深圳 好累，身體要不行了，可是需要這份工作，

這次結束要放長假了，加油!
新加坡 先了解，給予尊重，避免觸犯。

北京 台灣因全球暖化快淹沒了，你們還要嗎？
把問題丟回給主管。

東京 先與主管和平相處，慢慢學習、升遷。

矽谷 另找亞洲人詢問。
自立自強。找熟人(教授、學長姊……)。

胡志明市 吃到鴨子蛋去廁所
夾其他的菜、配其他菜吃



初步分析2/2

• 開始思考可能產生的文化挑戰

• 預備面對文化衝擊的心智

• 缺乏生活經驗以及國際視野



分享時間：每組3-5分鐘



小提醒

• 台灣就業通Taiwan Jobs（國人海外就業資源
中心）

• https://overseas.taiwanjobs.gov.tw/Default.as
px

https://overseas.taiwanjobs.gov.tw/Default.aspx


學生回饋
• 整體規劃

– 我覺得蠻具體的，會覺得自己好像真的在找工作的感覺

– 這個課程提供一個機會讓我們自己動手去實踐，自己去搜尋

• 活動方式

– 那些網站一定要自己實際去操作過才會知道大概要怎麼找我
覺得這個還不錯

– 其他海外職涯都是讓我們聽而已沒有讓我們實際操作

• 活動記錄

– 那張海報幫助很大…可能不只有你想像中只有要找的哪個部
分，還包含交通跟文化，任何方面都要涉獵到

– 海報一個一個步驟帶領我們，就是知道我們出國可能要先這
樣一步一步這樣計畫下來，然後就會比較有組織架構

• 文化智商

– 我們去查對文化了解上有蠻大的幫助



學生反思

• 發現跨界職涯路徑

– 老師的職業你也要跟市場結合會比較有商業的利潤，
所以後來我們發現如果真的走教師這個職業你可能以
後很容易失業，所以我覺得你可能要結合自己的其他
相關能力，像是市場需要的人才是什麼，然後去增進
自己的能力，不然就是你真的只有教書這條路要走的
話我覺得就是很狹窄

• 發展海外求職策略

– 我們在找的時候就我們有發現說越南的徵才的主要是
以工業為主，然後我就覺得說昨天上這堂課可以發現
我可以透過在搜尋要去的國家去了解這個國家的目前
的發展是以什麼為主，再用自己的興趣或是自己的專
長去投履歷



觀察員心得

• 舉辦海外工作經驗座談會，邀請曾赴海外
工作的校友學長姊分享最新工作情報與實
戰經驗、生活技能。

• 舉辦國際報刊讀書會，培養學生關心國際
脈動、以外語討論國際時事的能力。



期盼能藉此課程帶著學生
看得更高、走得更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