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蔡詠翔】許明財學長回娘家啦！畢業
於觀光系，曾任新竹市市長，現任淳品公司
及環能海運董事長及文化大學新竹校友會的
會長，並曾榮獲本校 101 學年度傑出校友，
7 日回母校拜訪李校長，並分享未來新竹校友
會未來發展動態與發展之可能性，李校長強
調，母校永遠是華岡人最堅強的後盾，歡迎
大家回母校參觀聊天，欣賞四季母校之風情。
許明財學長強調，在華岡的過往中，讓他懂
得虛心的重要。陽明山，山不在高，而在於
他有寬廣的視野、廣大的腹地，學弟妹一定
要好好把握在華岡求學的每一天！
許明財提到，自己在文化求學期間，廣泛修

習各式課程，也會在課餘之時培養健全的體
魄與團隊合作能力！曾代表新竹市參加自行
車全國區運，更為自己、新竹市獲得比賽金
牌。之後，在工作期間也不忘鍛鍊身心，在

第一屆瑞星盃自行車賽中獲得冠軍、以及省
運 1 千公尺自行車賽金牌。
一點一滴的充實自己，許明財從 34 年前分

發到新竹縣精華國中，擔任國中幹事至新竹
市長，一點一滴走來不易。從書寫公職生涯
第一份公文，到進入議會接受備詢時，許明
財從不氣餒，總是秉時著樂觀的心，尋求各
方解決之道，一路上要感謝的人太多太多，
不論是許明財初任公職時的長官姜禮讓、還
是多年來妻子蔡靜鶯在家庭、工作方面的協
助。從國中幹事至新竹市長，許明財從事公
職逾 30 年，豐富行政經驗，對市政嫻熟，在
其努力下，成功的爭取上海世博台灣館在新
竹重現，對發展新竹觀光產業，貢獻至鉅。
不論是從國中幹事、或是勞工領域來說，許
明財對新竹的貢獻都是不容置疑的，不但長
期關心勞工失業問題、更推動新竹海岸沿線

17 公理的風力發電打造科技環保城、還落實
銀髮族終身學習的理想，成立新竹市長青學
苑等多方政績。
許明財學長提到，新竹校友會預計在 4 月

的中旬時候舉辦活動，屆時歡迎於新竹縣市
工作或是住在新竹的學長姐一同來共襄盛舉，
參加新竹校友的大聚會，錯過可是非常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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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與暨南大學簽訂學術合作與交流議定書
本校與大陸高校第 132 所姊妹校 兩岸高校交流邁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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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文瑜】本校與暨南大
學於 3 月 7 日正式完成學術合作
與交流議定書簽約，未來兩校將
落實協議交流規範，積極推動師
生互訪或學生交流，並共同舉辦
學術、教學研討會及實施合作計
劃，交換學術資料、教材與出版
品，期盼兩岸高校交流日趨熱絡
頻繁。暨南大學胡軍校長親自蒞

臨完成簽約典禮，是本校與大陸
高校合作簽署的第132所姊妹校，
暨南大學也是第一所由政府創辦
的華僑高等學府，為「211工程」
重點綜合性大學，2015 年 6 月更
入選廣東省高水平大學重點建設
高校，在學術領域具有相當地位。
本次簽約儀式由暨南大學胡軍

校長率領一行 11 人代表團來訪，
成員有港澳臺僑事務辦公室蒲若
茜主任、文學院程國賦院長、理
工學院陳振強院長、附屬第一醫
院黃力院長、光子技術研究院關
柏鷗院長、外語學院程倩副院長、
研究生院孟憲軍副院長、港澳臺
僑事務辦公室李昕冉科員，以及
暨南大學臺灣校友會傅文齊秘書
長、李宛平執行長，透過雙方簽
訂合作協議之合約，積極藉由該
合作新關係，擴大兩校學術交流。

本校由李天任校長接待，張鏡
湖董事長見證簽約儀式進行，本
校靳宗玫教務長、施登山總務長、
文學院林冠群院長、外語學院李
細梅院長、工學院陳景祥院長、
國際暨兩岸事務處林柏杉處長、
林永芳組長以及大陸文教處陳佩
伶處長、畢玉成副處長等相關領
域師長一同出席見證，並針對兩
校院所發展進行互動，加強未來
兩校的合作機會。
李校長提到，本校與大陸往來

頻繁，引領全台灣兩岸交流之始，
第一位邀請的大陸學者趙松喬博
士來台演講，更是首次推動兩岸
高校學生交流夏令營第一所大學，
目前與大陸高校建立合作協議已
超過百校，歡迎大家，希望今後
能更進一步根據簽約之內容積極
發展交流。」

暨南大學胡軍校長提到，「暨
南」二字出自《尚書·禹貢》：
「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朔南
暨，聲教訖於四海。」意即面向
南洋，將中華文化遠播到五洲四
海，校名更自 1906 年成立以來沿
用至今。不但以「面向海外，面
向港澳台」為辦學方針，更是最
早在綜合性大學裡開辦醫學院、
創設商科，並設立華僑華人問題
研究機構的大學。在工程學、化
學、臨床醫學、藥理與毒理學 4
個學科進入ESI世界排名前1%。
學生源自 106 個不同國家地區，
目前更有1萬 2千多名海外學生，
約占全大陸僑生數的四分之一。
現已與臺灣 32 所大專院校簽訂姊
妹校，約有 700 多名臺灣學生在
該校就讀。

  【文／李文瑜】中國文化大學師
生代表團透過中華民國貿易教育
基金會黃俊國執行長安排，偕同
駐薩爾瓦多大使館經濟參事處鄭
振裁公使，於 2016 年 1 月 29 日
拜訪「安口食品機械股份有限公
司」，該公司董事長歐陽禹為本
校園藝系校友，歐陽學長並分享
創立安口企業之轉型經驗，介紹
如何透過參展獲得首張訂單的企
業奮鬥歷程與企業經營願景，以
「專業領航、佈局全球」向國貿
系同學分享企業創業艱辛之路。
  該參訪團國貿系黃月霞教授安
排，並由本校董事，也是商學院
張海燕教授領軍率本校全商所郭
國誠主任、國企系張琦雅教授、
觀光系蘇文瑜教授、法律系王啟
行教授與國貿系學生楊睿瑜及黃
奕勳、行銷所碩生錢力宇和國貿
系優秀系友施權峰台灣大學國際
企業系博士生等，一行浩浩蕩蕩

前往三峽工廠進行座談交流。
  中華民國貿易教育基金會黃俊
國執行長乃是本校大陸研究所校
友，曾任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
公會秘書長，他鼓勵現今大學生
從事國貿職涯發展、理解國際經
貿情勢、報考國貿專業證照不遺
餘力。歐陽禹董事長為台灣食品
暨製藥機械工業同業公會理事
長，亦是本校園藝系校友。他提
到，自己從經營豆芽菜起家，逐
步發展客製化種族食品機械。
1999 年通過 ISO9001 之認證，
且多種機器通過 CE 認證與多國
專利。國內著名大廠如桂冠、龍
鳳等冷凍水餃，均使用安口水餃
機。
　黃月霞教授說，歐陽禹校友以
誠懇風趣且平易近人的態度，與
現場參訪學弟訪以實地參訪詳細
解說「現代 e化新穎廠房」、「人
性化管理領導」、「舒適乾淨工

作環境與流暢生產動線」與「創
新加值服務優勢產品」的各項新
式經營精神。

　黃月霞教授提到，帶領學生實
際體會具國際觀視野的中小企業
家的風範與企業家本身的內涵與
特質，讓學生體會到，若要成為
頂尖的秘訣乃將細節做到最好，
平時努力掘獲新知，透過內化產
生連結也是企業家成功的原因之
一。
　安口的企業官網，英文網址 : 
http://www.anko.com.tw/

商學院寒假企業參訪　
專訪園藝系校友歐陽禹安口三峽總公司

曾任新竹市長許明財學長拜訪李天任校長
分享未來新竹校友會未來發展動態與發展之可能性

  【文／李文瑜】中國文化大學管
樂社榮獲 104 學年度北區音樂團
體項目室內音樂大專團體優等成
績，總平均 89.86 分刷新社上參
賽以來的最高成績記錄！由於受
制樂器昂貴，並且社員都必須於
同一時間練習合奏，團體練習次
數有所侷限，獲此榮譽對管樂社
是莫大鼓舞，更感謝藝術學院王
禎綺秘書、課外組林倩如老師以
及指揮陳威帆老師，各方的扶持
讓管樂社順利完成比賽，奪下亮
眼成績。

　每場比賽背後的付出都相當辛
苦，社員們必須經歷嚴格的寒期
訓練以及開學後密集的團練，這
不但是一場要付出許多體力與時
間賽跑外，還要有很多的耐心以
及上進心來增強自我演奏能力，
從以往的管樂社演變到現在，社
員人數持續增加中，同時也為了
幫助社員提升自我，社內也逐漸
進行教學上的改變，相信再不久
的將來，攻下特優也不再只是個
夢！

  

【文／李文瑜】華岡校友夫妻
檔，祝福中國文化大學校慶 3
月 1 日校慶快樂！現任國民
黨籍，六都選舉中，當選桃園
市議會第一屆議員的黃敬平
與新科出版傳記寫手的高琇
芬聯袂祝福華岡 54 周年校慶
快樂。高琇芬校友今年正式跨
入傳記寫手，由遠見出版社出
版《三億傳奇》壽險天王的成
功藝術，高琇芬因緣際會獲
馬來西亞壽險界唯一榮獲傑
出青年獎彭建偉指定傳述其
成功傳奇，該書也將於 3 月 1
日舉辦新書發表會，與校慶同
日慶祝。根據金石堂上周排行
揭曉《三億傳奇》上市第一週
就進榜，成為財經類叢書第 3
名，並成為紀伊國屋上周暢銷
排行第 1 名。
　桃園市議會議員
黃敬平畢業於本校
新聞系、陸研所，
曾任記者，採訪社
會、兩岸、軍事及
政治新聞十多年，
更曾任政治人物幕
僚，知識廣博能言
善說，成為電視台
名嘴，而後獲國民
黨推薦，當選桃園

市議會第一屆議員。
　高琇芬則是本校新聞系畢
業，與黃敬平議員可說是華岡
夫妻檔。曾擔任國內四大報教
育線、中央都會生活線記者，
因緣際會與《三億傳奇》壽險
天王 Norman 彭建偉熟識，而
後獲指定為其傳寫在台灣出版
的新書。
　馬來西亞拿督彭建偉，為
NPG 創辦人兼首席執行長，
被譽為亞洲壽險界天王，曾有
過一段負債累累的生活，每天
五份工還債，而後靠著這段艱
苦歲月的淬鍊，開啟人生無限
的可能，翻轉人生。
　高琇芬學姊給華岡學弟妹的
建議就是，正如她傳寫的彭建
偉拿督的人生一般，生命沒有
重來機會，是一條單行道，只
有一次機會，一切都取決於你
的人生態度，正因為生命無法
重來，只有思維可以重彩排，
更應該在有限的生命中，追求
無限的可能，勇敢追逐你想要
的，為生活而戰，為夢想而活。
　她提到，在中國文化大學上
課的每一天，跟學弟妹一樣，
都只想早點畢業找工作，但是
學生時代的各種資源與學習環
境是最優質的，只要準備好，

就不怕如虎的職
場戰場，一定能游
刃有餘，但是恍恍
過日子，只是等待
畢業，進入職場的
碰碰撞撞時間就會
拉得更長，不管如
何，有機會在文化
大學上課是一種幸
福，學弟妹一定要
好好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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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樂社榮獲北區音樂團體優等第一

駐薩爾瓦多鄭公使和黃俊國執行長



　想一圓留學夢，創造不一樣的
未來嗎？只要是文大在學學生，
托福可赴美交換，免語文檢定亦
可赴美澳交換，1 到 3 年級不限
系所均可申請，赴澳洲交換並可
打工，歡迎有意出國交換同學把
握機會，就能為自己創造不一樣
的人生歷練及國際視野。歡迎有
興趣的同學於 105 年 3 月 21 日
前至菲華樓 203 國合組報名。 
　迎接國際人新趨勢，國際暨兩
岸事務處積極推動國際交流活
動，讓同學藉交換機會提升外語
能力、開拓國際視野、認識異國
文化、結交國際友人，為將來的
人生儲備豐沛的能量。
　本校大學部及研究所 1到 3年

級在學學生，上一學期學業平均
成績及格者，皆可報名申請，不
限系所；具托福可赴美國交換，
無語文檢定者可赴美國及澳洲交
換。根據 105 學年度赴美交換
托福交換生公布，可赴印地安納
普利斯大學等 3 所美國大學修讀
大學部課程，同學交換期間需在
文大繳交學雜費，免繳交換學校
學雜費，須繳註冊費，生活費等
需自付。
　另無語文檢定者可赴關於赴美
國莫瑞大學 (MSU) 及澳洲中央
昆士蘭大學 (CQU) 修讀語文中
心課程，免托福交換生的學費方
面，同學需繳交兩校優惠學費及
生活費等費用。

　今年通過赴澳洲交換並可打工
交換機會，凡是本校二到四年
級在學在學學生，有心學好英
文，上一學期平均成績及格者。
可於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計 20
週，也就是 105 年 9 月 12 日至
2016 年 1 月 27 日可前往澳洲
同學均可申請，交換學校為位於
澳洲布里斯本中央昆士蘭大學，
修習課程及費用，於文大繳交學
雜費，註冊後將獎勵雜費。於
CQU 修習語文中心課程，可付
優惠學費，交換後自付護照、簽
證費、住宿、生活、保險、書籍
費及其他雜費等。

和朋友吵架了，怎麼辦？
煩惱的小安：

老師您好，我最近跟好朋友吵架，我們冷戰了一個多禮

拜，沒和對方說話，雖然我知道我也有錯，但就是拉不

下臉來道歉，看見他刻意不理我，我好難過，很擔心我

們的友情會因此結束。老師我該怎麼辦？

By 很在乎友情的小安

親愛的小安：
　小安你好，我相信你一定很重視你們之間的關係，
才會對吵架的事情這麼煩惱，這段時間你心裡一定
相當不好受吧！你好希望可以像過去那麼要好，卻
又不知道該怎麼開口講和，畢竟會起爭執可能是雙
方都有一些相處上的摩擦，不只是你單方面的問題，
對嗎？
　每個人在面對衝突時都會有不同的反應，在這裡，
老師想和你一起看看面對衝突時，你會有的反應為
何？心理學上，薩提爾治療模式的創始者維琴尼
亞 ‧ 薩提爾（Virginia Satir）提出五種溝通模式，
分別是討好型、指責型、超理智型、打岔型及一致
型，不同的溝通模式對於外在環境會有不同的回應，
以下簡介五種溝通模式：

1. 討好型：討好型的人常常一味的想討好他人，而
忽略自己的感受，讓自己受盡委屈，有苦難言。
使用的語言多透露出較低的自我價值感，例如：
「都是我的錯」、「我只想要讓你高興」、「我
不重要」，這些是討好型的人常說的話。

2. 指責型：指責型和討好型正好相反，慣用爆炸的
情緒及指責的言論對待他人，以保護自己不受傷
害。常使用的語言多將矛頭指向別人，例如：「你
到底怎麼搞的？」、「你從來沒做對過」、「我
沒問題」，這些是指責型的人常說的話。

3. 超理智型：這類型的人常將情緒和自己阻絕開來，
凡事都要用數據、理論來證明自己是對的，較容
易令人感覺到缺少了人性的溫度。時常使用的語
言，例如：「客觀來說…」、「人一定要講邏輯」、
「不要有這麼大的情緒」，這些是超理智型的人
常說的話。

4. 打岔型：當遇到爭執或尷尬的場面時，打岔型的
人善於緩和氣氛、轉移話題，這樣就不需要承受
那些情緒所帶來的壓力。打岔型常出現的語言，
例如：「不要生氣，我跟你說一件好笑的事…」、
「先別講這個了，我跟你說…」，這些是打岔型
的人常說的話。

5. 一致型：一致型的人在面對衝突時，比較能夠照
顧自己的心情，並且體恤他人的難處，兼顧情境
脈絡，因此一致型的人在溝通上較能夠達到平衡。

不知道小安你是屬於哪一種類型的溝通模式呢？如
果你是討好型的人，在面對衝突時要多注意的其實
是自己的感受，因為這樣的人總是委屈自己、迎合
別人，把姿態擺的好低，但這樣做往往受傷的還是
自己；而指責型則需要試著關懷他人的感受，雖然
指責是為了自我保護，但關係若破壞了，難受的仍
然是自己；超理智型的人別只顧著解決問題，有時
候還是要照顧一下自己和他人的感受，才不會讓人
覺得你像個冷冰冰的機器一樣；如果你的溝通模式
是打岔型，雖然開玩笑有助於緩和氣氛，讓場面不
那麼尷尬，但是有時還是得看場合說話，學習正視
自己及他人的感受。
 和朋友吵架真的是會讓人心煩意亂、不知所措，但
在急著和好之前，也許可以先思考一下自己平常都
用什麼方式和別人溝通？而這樣的溝通方式，有沒
有可能是引發你們爭吵的導火線？再試著與朋友表
達自己的心情與同理對方的難處。當然，如果有任
何需要，也歡迎你前來學生諮商中心，找老師談談。
祝福小安可以順利與朋友合好！

~ 有心理困擾或需求，歡迎前來學生諮商中心 ~
電話預約初談：(02)2861-0511 轉 12612 至 12615

親自預約初談：
直接前往大孝館 2 樓 學生諮商中心 安排會談時間

網路預約初談：請至學生諮商中心網頁
(http://counseling.pccu.edu.tw)

的「個別諮商」填寫「初談預約單」

《文大校訊》為您掌握校園動態。歡迎前往曉峰紀念館資訊中心八樓、圖書館櫃檯或大雅館、大慈館櫃檯索取。 《文大校訊》是一份記載華岡大事，與全校師生加強溝通的刊物，歡迎全校師生提供訊息，進行交流。

第二版 第三版

學生諮商中心【心靈診所】

專欄作者：嚴靚

《文大校訊》為您掌握校園動態。歡迎前往曉峰紀念館資訊中心八樓、圖書館櫃檯或大雅館、大慈館櫃檯索取。

　賀！新傳學院大傳系專任教師薛佑廷（Yuting Hsueh）創作執導的動
畫短片《Crash Testing 撞擊測試》將於本周六（英國時間 3 月 5 日）
於曼徹斯特影展（Manchester Film Festival）放映。《Crash Testing
撞擊測試》為片長四分鐘的動畫實驗短片，是唯一代表台灣入圍曼徹斯
特影展競賽類的作品，執導該片的薛佑廷老師曾擔任過電玩遊戲美術設
計，於芝加哥哥倫比亞藝術學院電影研究所取得美國藝術創作最高學位
M.F.A.，其創作經歷涵蓋 2D 動畫、3D 動畫、16 毫米、35 毫米膠卷電
影、高畫質數位等，迄今作品獲得近 40 個國際影展入選。
　《Crash Testing 撞擊測試》其作品曾獲得英國媒體《Manchester 
Evening News》報導，於去年年底獲得洛杉磯最佳獨立電影獎 (Los 
Angeles Film Festival Awards) 最佳動畫提名，並曾獲選、應邀放映
於 NYLA 國際影展 (NYLA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多倫多微電
影節 (Toronto International Short Film Festival)、愛爾蘭丁格爾動畫
影展 (Animation Dingle Film Festival)。
　薛佑廷老師提到，該作品雖然只有短短的四分鐘，但情緒濃烈，寓意
深遠，就像一面鏡子，讓觀眾在欣賞影片的同時，也能與自身的生命經
驗撞擊，產生共鳴，共同豐富作品的內涵。曼徹斯特影展是英國當地最
重要的國際影展之一，其特色是標榜獨立製作，有別於媒體常見的商業
影展。
　薛佑廷老師，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系畢業，曾擔任過電玩遊戲美術
設計，於芝加哥哥倫比亞藝術學院 (Columbia College Chicago) 電影
研究所 (2002-2007) 取得美國藝術創作最高學位 M.F.A.。曾以實驗短
片《Swinging》入選第 39 屆芝加哥國際電影節 (Chicago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以紀錄片《聲震蘭陽》入圍2004年學生奧斯卡(Student 
Academic Award - 2nd Phase Region II Finalist)；以短篇敘事作
品《Lady's Night》獲得昆斯影展 (Q's Award) 第二名。其科幻短片
《Mizar》曾在法國坎城影展觀摩單元 (Festival de Cannes - Short 
Film Corner) 展出，並獲得美國動作剪輯獎 ( Action/Cut Short Film 
Competitom - SemiFinalist )、波士頓科幻電影節最佳視覺特效獎
(Boston Scifi Film Festival - Best Special Effects) 以及紐約杜比實
驗室數位認證 (Dolby Digital®) 等榮譽，目前任教於中國文化大學 新聞
暨傳播學院大眾傳播學系，主教授動
畫、微電影創作，延續其創作展演的藝
術生命，盼為臺灣在國際影展上爭取更
多的榮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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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楊純馨】《遠見雜誌》
針對 1,594 家上市櫃公司進行
「2016 企業最愛大學生網路問卷
調查」，並從雇主端反映各大學
辦學成效，調查顯示上市櫃公司
最愛用前三名大學畢業生分別為
高餐大、景文科大、中國文化大
學與樹德科大。
 觀 光 事 業 研 究 所 繼 2015 年
《Cheers 雜誌》舉辦、連續 19
年的「企業最愛大學畢業生調
查」，觀光／餐飲／休閒科系中
國文化大學榮獲研究所第二名。
此次《遠見雜誌》針對 2016 企業
最愛大學生調查，中國文化大學

觀光事業學系再度蟬聯觀光餐旅
領域大學部全國第三名，可見本
系所畢業之學生廣受企業喜愛。
 觀光系未來將持續努力，協助畢
業生到企業就職及在系生找到未
來想從事的行業，能夠直接投入
企業成為重要的人才，進而提高
競爭力。因應未來觀光相關產業
之發展現況，多加培育學生畢業
前取得更多相關證照，學習多元
化的知識與技術，透過國內外企
業實習、參訪企業、業師演講、
授課與交流，累積更多的實際操
作經驗，以成為未來觀光相關產
業所需之管理專業人才為目標。

赴美國及澳洲交換機會來了！
給自己一個永生難忘的歷程！赴澳洲可打工！

接軌職場   打開國際新視野
觀光學系榮登全國大學院校企業最愛前三名

觀光系榮登全國大學院校
「2016 企業最愛大學生前三名」

觀光系與日本王子飯店集團簽訂海外培訓及實習計畫
暑假期間  四名學生前往日本輕井澤王子飯店實習

  觀光事業學系與日本王子飯店
集團簽訂海外培訓及實習計畫，
2016 年 2 月 23 日由日本王子集
團的總公司人資總經理國吉先生
與台北分公司共六人，蒞臨本系
進行簽約儀式及面試，簽約儀式
由日本西武集團王子大飯店總公
司人事部長松本先生代表簽約。
經過面試本系將有 4 名學生今年
度暑假前往日本輕井澤王子飯店
實習。
　觀光事業學系提到，去年前往
日本王子輕井澤飯店實習的學
生，將有一位今年 3 月將前往日
本王子輕井澤飯店上任；另今年

6 月另兩名學生畢業後亦將進入
日本輕井澤王子飯店工作。
 本校觀光事業學系為培育餐飲人
才，強化學生在餐飲業之實地操
作，自九十八學年度起，成立校
內實習咖啡廳，方便學生在校內
實地接觸餐飲業管理實務。讓實
習生接受 40 個小時的專業職前訓
練，從最基本的咖啡器具設備認
識及操作、飲料製作教學、SOP
制定，到安全衛生、服務禮儀，
此外，也針對實習生於實習過程
中所遇到的問題做加強訓練，透
過不定期測驗，進而讓實習生在
學習上有所成效。

賀！

2016 美國暑期實習旅遊計畫敬請把握最後機會！
 《美國暑期實習旅遊》是為了鼓勵學生至美國文化交流，提升國際視野，加強英
語溝通能力的計畫，它讓台灣 18 至 29 歲內的大專生能在暑假期間至美國合法地
實習工作並旅遊。本校推廣教育部每週六下午 14 時在建國本部有申請說明會，若
有興趣的同學可以來信或來電諮詢報名喔，讓專業的團隊協助並輔導您完成夢想！
與來自世界各地的人一起實習，快速成為國際人 !
　邊累積工作經驗、邊賺取旅費，還有一個月可在美國到處遊玩！！心動嗎？趕快
來參加 2016 美國暑期實習計畫。招募對象：18 至 29 歲，大學、研究所、專四到
專五在校學生，並包括應屆畢業生，英文程度：聽力口說中高級以上。實習期間：
6 月 - 9 月（約 12 週左右）。實習地點：美國（遍佈全美各州），實習環境：主
題樂園、渡假村或旅館、餐廳或速食店、零售店或賣場、農場…等，實習類型：餐
廳內外場人員、廚房助手、收銀員、售票員、銷售人員、房務人員…，實習時數：
每週約 30-35 小時。實習時薪：美金約 7.25– 9 元。
講座地點：文化大學推廣教育部 大夏館 B303 教室
            ( 台北市建國南路二段 231 號 地下三樓 )
講座預約：TEL: (02)2700-5858 #8580-8585
           http://studyabroad.sce.pccu.edu.tw/
交通資訊：http://future.sce.pccu.edu.tw/service/service01_01.as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