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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公告 

青年南向-達沃黑客松 產業見習暨競賽活動 

Youth to the South : Davao Hackathon  

 

簡介(Introduction) 

為深化東協及南亞國家的實質教育交流及人才培育之方向，增強台灣與菲律

賓在商務、政經與社會文化、與學術研究能量的相互交流，進一步強化台灣和菲

律賓的合作關係，從經濟活動以及相關的社會文化出發，進行相關的基礎調查研

究，以促進台灣及東南亞的相互理解。菲律賓經貿產學資源中心（RCEIAC）與

國立中山大學、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正修科技大學及菲律賓達沃雅典耀大學

(Ateneo de Davao University)攜手合作，透過產業黑客松見習競賽活動的模式，提

供國內年輕學子認識並投入與當地產業的連結，並藉由此次雙邊共辦之見習活

動，達成務實交流並落實以人為本之南向策略。 

To enhance educational exchange, implement talent cultivation strategies in the 

ASEAN region and South Asia, and to promote the collaboration with local research 

institut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Philippines, the Resource Center of Economics, 

Industry and Academy Cooperation (RCEIAC), which is jointly ran by the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NSYSU), National Chi-Nan University(NCNU) and Cheng 

Shiu University(CSU), works with Ateneo de Davao University(AdDU) to offer a 

unique internship opportunity for the younger generations in Taiwan to learn about 

industries in the Davao city, Philippines. We look forward to your enthusiasm to localize 

Taiwan-Philippines economic collaboration, people-to-people exchanges, resource 

sharing and regional links. 

 見習時間(Time for Internship Program ) 

2019.01.20-2019.01.27(共 8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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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資格(Requirement for Application) 

1. 就讀於我國各大專院校之本國籍正式學位生(Domestic Full-time & Degree 

Seeking Student Only)。 

2. 具備電子商務平台架設或操作，以及國際市場行銷經驗或能力(Good in E-

commerce and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3. 多益 700 分以上或具備同等能力，本活動全程使用英語進行(Good English 

skills, TOEIC requirement : above 700) 。 

4. 採團隊報名，每隊 2-3 人 (Team Registration, 2-3 members in a team )。 

 見習內容(Content of Internship Program) 

1. 菲律賓達沃地區產業基礎知識(Orientation for Local Industry in Davao City, 

Philippines)。 

2. 企業個案研究分析(Local Business Case Study)。 

3. 企業發展解決方案設計與發表(Business Development Solution Design and 

Presentation)。 

 見習費用(Expense of Internship Program) 

全程免費。經審查通過獲錄取者，除個人自備零用金之外，由計畫支持見習

活動之機票費、課程費、基本膳宿費及保險費。惟參加見習者須先行繳交繳

納見習保證金共計新臺幣 1萬元整，並於並於參與全程活動結束及繳交報告

後，全額退還保證金。 

 申請時間(Time for Registration)： 

即日起 2018.12.21 止。 

 申請資料(Selection Process) 

1. 團隊及個人簡歷(CV)。 

2. 見習計畫書(Proposal for the Internship Program )。 

2-1 見習動機(Motivation)。 

2-2 相關經驗說明(Related experience)。 

3. 其他有利於審查資料(Other Relevant Material)。 

4. 個人資料聲明同意書(附件 1 / Attachment No.1)。 

5. 切結書(附件 2 / Attachment N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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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上述申請資料請於報名截止前寄至 「804 高雄市鼓山區蓮海路 70 號 國立

中山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收」，並註明「青年南向-達沃黑客松 (Youth to the 

South : Davao Hackathon )產業見習暨競賽活動」，以郵戳為憑，逾時將無

法進入初審。 

 面試名單公布(Date for Interview List Announcement)：2018.12.25 

 面試時間(Date for Interview): 2018.12.29 

 錄取名單公布(Date for Admission)：2018.12.31 

備註:經錄取者請於報到時提供有效期超過 6 個月以上之護照，以利辦理機票、

簽證及保險事宜。 

 報到時間(Time for Registration)—採通訊報到 

正取報到(Registration for Accepted):2019.01.02 前 

備取報到(Registration for Waiting-list): 2019.01.04 前 

  行前說明會(Pre-Orientation): 2019.01.12 

地點：台中市東協廣場-SEAT 南方時驗室(台中市中區綠川西街 135 號 A 棟

3 樓)(暫定) 

 計畫團隊聯絡資訊(Contact Information) 

地址：804 高雄市鼓山區蓮海路 70 號 國立中山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 

電話：07-5252000 分機 5663 

信箱： cseasaa@mail.nsysu.edu.tw 

聯絡人：趙先生/劉小姐

mailto:cseasaa@mail.nsysu.edu.tw


 

 

教育部菲律賓經貿產學資源中心 

青年南向-達沃黑客松產業見習暨競賽活動 

個人資料聲明同意書 

         為遵循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教育部菲律賓經貿產學資源中

心」(以下簡稱本中心)將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政策善盡您個人資料之管

理(包含儲存、查詢、刪除)責任。本中心對其管理與處理方式告知如

下: 

1. 本中心取得之個人資料，係基於本計畫業務運作之蒐集、處理及

利用，相關資料將受到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之規範。若您

不同意本聲明之內容，將無法取得相關資訊與服務。 

2. 您可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就您提供之個人資料向本中心申請：(1)

查詢或請求閱覽(2)請求製給複製本(3)請求補充或更正(4)請求停

止蒐集、處理及利用(5)請求刪除。如有以上需求，可電洽:（07）

5252000 分機 5663，或以 E-mail：cseasaa@mail.nsysu.edu.tw 方式

聯繫。 

3. 本中心對個人資料的利用期間為本中心存續期間。 

4. 本聲明如有未盡事宜，依個人資料保護法或其他相關規定辦理。 

 

□我同意以上說明                □我不同意以上說明 

           此致 

教育部菲律賓經貿產學資源中心          

 

立切結書人： 

身分證字號： 

戶籍住址：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月        日     

附件 1 

（必填） 



 

 

 

教育部菲律賓經貿產學資源中心 

青年南向-達沃黑客松產業見習暨競賽活動 

切結書 

本人                    係「教育部菲律賓經貿產學資源中心 

2018 年菲律賓青年南向-達沃黑客松產業見習暨競賽活動」選送人員，

完全瞭解此計畫為深化東協及南亞國家的實質教育交流及人才培育，

增強台灣與菲律賓在商務、政經與社會文化與學術研究能量相互交流

之旨意。茲切結願遵守以下各項約定，絕無異議。 

一、  針對計畫所提供及填具之相關資料均屬事實，若有造假，願負

相關法律責任。 

二、  本人願意接受計畫之補助條件，由計畫支持見習活動之機票費、

課程費、膳宿費及基本保險費，並願先行繳納見習保證金共計

新臺幣 1 萬元整。此外，計畫將為本人投保基本額度之旅行平

安保險，其他綜合保險（含門診醫療等）之額外保險由本人自

行考量是否自費投保。 

三、  本人同意獲於見習結束 1 週內繳交心得報告，無償授權教育部

菲律賓經貿產學資源中心做為業務推動使用，並於參與全程活

動結束及繳交報告後，再行聲請返還見習保證金。 

四、  本人參加此見習活動期間願保證遵守計畫團隊之指導與當地法

令之規定，並注意自身安全，如有違反規定事宜，願自行承擔

一切後果及法律責任。 

五、  除特殊不可抗拒之因素且經計畫負責人之同意外，如有中途自

行停止見習返台之情形者，本人願自行負擔所衍生之相關費用，

並放棄聲請保證金之權利。 

此致 

教育部菲律賓經貿產學資源中心          

 

立切結書人： 

身分證字號： 

戶籍住址：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月        日 

附件 2 

（必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