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日株式會社明日株式會社 
Skyline 2019 日本見習計畫日本見習計畫 二團二團 

 

 

 

■ 日本參訪日期：2019/01/28－2019/02/02　6天5夜 

■ 台灣培訓時間：2019/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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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宗旨一、計畫宗旨 

　　本次計劃包含日本知名企業參訪、見習安排，以及與日本東京大學交流與傳統文化的

活動體驗。希望透過參訪與見習，加深台灣優秀學生對於日本產業趨勢及一線企業文化的

瞭解，為有意到日本就業及發展的台灣青年建立良好評估基準。也藉由台日青年的互動加

深彼此的友誼，建立國際連結。 

        除了在日本東京企業參訪及見習以外，在台灣也會安排一日的行前培訓營，讓參加計

畫的成員，對預定訪問企業有更深入的瞭解。同時我們也將邀請曾經赴日工作的前輩與成

員們分享日本職場文化，提前熟悉產業現況，以便在訪日期間可以與企業內部人員進行更

深入的交流。 
 

二、主協辦單位二、主協辦單位 

　　Skyline - 國際機會平台 
 

三、計畫特色三、計畫特色 

 

 

四、參與對象四、參與對象 

1、對日本文化有興趣，或者日後有意前往日本企業工作的學生尤佳。 

2、具有日文檢定相關證明者、就讀日文系，以及曾經有深度旅行的經驗優先錄取。 

3、具體驗跨文化衝擊的慾望、跨出舒適圈想法的大學生、碩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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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活動時程及費用五、活動時程及費用 

1、日本參訪日期：2019/01/28－2019/02/02 共六天。  

台灣培訓日期：2019/01/19  

2、活動報名截止：即日起每週甄選，額滿為止！ 

3、活動報名費用：每人新台幣 30,000 元整。 

　　  包含： 
（1）六天五夜住宿以及早餐 
（2）日本當地交通費用 
（3）隨行工作人員、翻譯人員費用 
（4）文化體驗活動費用 
（5）台灣培訓費用 
（6）活動參與證明 
（7）行政費用 
（8）保險費用 

 
 

 
【早鳥及團報優惠】【早鳥及團報優惠】 

即日起開放報名，如果於即日起開放報名，如果於 12/20 前前 完成報名且經錄取，皆享早鳥優惠！完成報名且經錄取，皆享早鳥優惠！ 

 原價 早鳥優惠 
單人報名單人報名 $30,000 / 人人 $28,900 / 人人 

二人以上團體報名二人以上團體報名(前五組前五組) $28,900 / 人人 $27,900 / 人人 
註1：報名Skyline2018日本見習計畫二團，兩人以上團體報名前五組，享精選優惠  

註2：如團體報名中有人未錄取，亦不影響其他錄取者之優惠。 

 

 
 
 
 

六、獎學金補助六、獎學金補助 

為促進台日深度交流，並希望透過此次活動促進更多台灣優秀與適合人才，未來有機

會進入日本企業就職，Skyline 與計畫相關合作企業決定協助台灣優秀的青年們減輕負擔

，一同參與【明日株式會社 Skyline 2019日本見習計畫 二團】！ 

獎學金補助方案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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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特殊補助：部長、次長、課長獎Ａ、特殊補助：部長、次長、課長獎 ，共，共10名。名。 

● 符合以下資格，便有機會分別享有新台幣符合以下資格，便有機會分別享有新台幣 $2,000、、$4,000、、$6,000 元補助（詳見元補助（詳見
下方補助金額與早鳥、團報方案併用要求）下方補助金額與早鳥、團報方案併用要求） 

o 積極參與台日相關學術交流活動學生（如：曾到日本交流、交換、求學、參
訪，或曾參與相關學術、志工活動） 

o 就讀日文系所或擁有日檢N5以上證照學生 
o 多益 650 分(含)以上或其他檢定同等能力之理工、大眾傳播、商管相關系所

學生 
● 符合以上資格者，請於報名附件中提供相關證明（如學生證、語言檢定證書、活動符合以上資格者，請於報名附件中提供相關證明（如學生證、語言檢定證書、活動

參與證明等）參與證明等） 
● 經審經審查查後，若符合資格者，將以報名時間依序提供補助後，若符合資格者，將以報名時間依序提供補助 
● 補助金額與早鳥、團報方案併用要求：補助金額與早鳥、團報方案併用要求： 

獎項獎項  補助金額補助金額  補助條件＆早鳥、團報方案併用要求補助條件＆早鳥、團報方案併用要求  補助後報名費用補助後報名費用 

部長獎部長獎  $6,000  • 上述三種資格皆符合者  
• 不得與早鳥、團報方案併用  $24,000 

次長獎次長獎  $4,000  • 符合上述任兩種資格者  
• 不得與早鳥、團報方案併用  $26,000 

課長獎課長獎  $2,000  • 符合上述任一種資格者  
• 可與早鳥、團報方案併用  

課長獎＋早鳥方案：
$26,900 
課長獎＋團報方案：
$26,900 
課長獎＋團報早鳥方案：
$25,900 

 
B、優異補助：社長獎，共、優異補助：社長獎，共 1 名。名。 

● 綜合自傳、申請動機、過去相關社團活動經驗、語言能力等，綜合自傳、申請動機、過去相關社團活動經驗、語言能力等，Skyline 與企業最終與企業最終
將選出一位優秀人才，享有新台幣將選出一位優秀人才，享有新台幣 $8,000 元元 補助。補助。 

● 不得與特殊補助、早鳥、團報方案併用。不得與特殊補助、早鳥、團報方案併用。 

 

六、報名方式六、報名方式 

1、請至Skyline報名系統（https://skyline.tw/activity/2019SkylineJapanII）完成 

報名資料，且須提供履歷以及語言相關證明。 

2、若有其他第二外語、日本交流、日本打工度假等經歷，請於報名系統中提供。 

3、活動簡章請參考：https://pse.is/2019SkylineJapan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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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計畫七、計畫內內容容 

（一）行前培訓：（一）行前培訓： 

  出發至日本參訪前擬安排培訓，內容包含公司經營方向、品牌形象，以及其 

  他重要資訊分享及介紹；同時將邀請擁有日本企業求職經驗、長期旅日、或曾  

  赴日工作經驗的講師進行文化、職場、產業等主題分享。 

 

（二）日本企業參訪：（二）日本企業參訪： 

本次計畫擬安排到以下知名企業進行參訪： 

週刊東洋經濟、DEEPCORE 人工智能 (AI) 孵化器、可口可樂、Kirin麒麟啤酒、 

FANCL 等企業。企業將向參與成員安排公司簡介、內部參觀，同時部分企業也會提 

供現場體驗及見習機會，讓計畫參與者可以藉由不同層次的互動，進而瞭解企業。 

 

（三）大學交流：（三）大學交流： 

本次計畫擬安排成員拜訪日本東京大學日本東京大學，與東大師生進行交流互動，預計內容包括： 

校園導覽及主題交流。透過台日兩地成員相互交流分享，以期讓計畫成員能夠連結日 

本當地的青年網絡，獲得更多國際連結。 

 

（四）文化體驗：（四）文化體驗： 

在文化體驗中，將會安排和服、溫泉、東京巡航體驗等活動，並於六天的行程內，給 

予成員部分的自由活動時間，讓大家除了能參與固定的行程之外，也能更有彈性地安 

排想去的景點，同時兼顧旅遊與學習。 
 

八、聯絡方式八、聯絡方式 

       1、官方網站：https://skyline.tw/ 
　　2、聯絡信箱：tower@skyline.tw 

3、粉絲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skyline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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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活動行程草案九、活動行程草案 

明日株式會社明日株式會社──Skyline2019日本見習計畫日本見習計畫 

台灣台灣—培訓課程培訓課程(暫定暫定) 

日期日期 時間時間 課程名稱課程名稱 活動活動內內容容 參加人員參加人員 

 

 

01／／19 

（六）（六） 

 

 

 

 

下午 

 

1. 參訪企業簡介 

2. 日本求職/工作/經

驗分享 

3. 行前說明 

 

1. 擬由主辦單位及計畫成

員分別報告介紹 

2. 擬由二至三位專家進行

主題介紹及分享 

3. 行前相關事項提醒與說

明 

 

計畫參與成

員及工作團

隊成員 

晚上 賦歸   

 

日本日本—東京六天五夜參訪行程（暫定）東京六天五夜參訪行程（暫定） 

 
日期日期 時間時間 活動項目活動項目 活動活動內內容容 

01／／28 
（一）（一） 

上午 啟程 全體計畫成員自行前往日本 

下午 報到 住宿飯店報到 

01／／29 
（二）（二） 

上午 企業參訪 拜訪 週刊東洋經濟 

下午 企業參訪 拜訪 DEEPCORE人工智能 (AI) 孵化器 

01／／30 
（三）（三） 

上午 企業參訪 拜訪 可口可樂 

下午 文化體驗 拜訪 FANCL 

晚上 文化體驗 溫泉體驗 

01／／31 
（四）（四） 

上午 企業參訪 拜訪 Kirin 麒麟啤酒 

下午 大學交流 拜訪 東京大學 

02／／01 
（五）（五） 

上午 企業參訪 企業參訪 

下午 文化體驗 和服體驗 

晚上 文化體驗 東京巡航之旅 

02 / 02 
（六）（六） 

上午 自由活動 自行安排觀光行程 

下午 賦歸  
※※ 主辦單位保留對本活動行程變更之權利，如有未盡事宜，由主辦單位補充規定。主辦單位保留對本活動行程變更之權利，如有未盡事宜，由主辦單位補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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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擬參訪單位介紹附錄、擬參訪單位介紹 

 
東京大學東京大學 

 
「日本最高學府」「日本最高學府」 

 
　　東京大學又稱為「東大」，是一所位於東京都文京區的世界著名研究綜合大學，其作為
日本最高學術殿堂和七所舊帝國大學之首，在全球都享有極高的名譽。截至2014年，東大
培養了包括9名諾貝爾得主、6名沃爾夫獎得主、1名菲爾茲獎得主、16位日本首相、21位
（帝國）國會議長在內的一大批學術名家、工商巨子、政界菁英，在日本國內的影響力和知
名度都無可比擬。作為一所世界頂尖的綜合大學，東大在2016年CWUR世界大學排名中名
列世界第13位、日本第1位；其在世界大學學術排名中位列世界第20位、日本第1位。 
官方網站 https://www.u-tokyo.ac.jp 
 
 
 
 
 
 
 
週刊東洋經濟（週刊東洋経済）週刊東洋經濟（週刊東洋経済） 
 

 
「一個人的進化和一個已經停止進化的人，「一個人的進化和一個已經停止進化的人， 

不同之處在於是否有能力自己思考和行動。」不同之處在於是否有能力自己思考和行動。」 
 

　　東洋經濟旗下之一週刊代表日本的綜合經濟雜誌，擁有明治時代的傳統，並以中立立場
分發客觀和合理的信息，提供許多商人“經濟思考方向”。而東洋經濟是一個以專有受訪經濟
新聞為中心的信息發布平台。 並與許多外部的記者，作家和組織以及內部記者合作開展業
務。 
官方網站（週刊東洋經濟）https://premium.toyokeizai.net/ 
官方網站（東洋經濟）https://toyokeizai.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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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EPCORE人工智能人工智能 (AI) 孵化器孵化器 
 

 
「解放在變遷世界裡對於科技創新的潛能」「解放在變遷世界裡對於科技創新的潛能」 

 
DEEPCORE 是個以AI為導向的孵化器，協助想透過科技改變世界現況的創業家們建立自己
的事業。近幾年，越來越少日本企業家能夠建立影響世界的企業，DEEPCORE 認為若此情
況持續下去，便會導致日本的發展逐漸被限縮。因此 DEEPCORE 透過孵化器的過程，去協
助日本有意透過科技改變世界的創業家們，同時也培育年輕以及具有才能的青年，期待有朝
一日成為改變世界的核心。　　 
 
官方網站 https://deepcore.jp/en/ 
 
 
 
 
 
 
 
可口可樂可口可樂 

 

 
「「Refreshing the world, one story at a time」」 

 
全世界最大的飲料公司，擁有最大的銷售網路，可口可樂公司的產品行銷超過兩百個國家，
平均每天售出超過19億杯的飲料。可口可樂希望了解和滿足市場和消費者不斷變化的飲料需
求以及對飲料健康的關注，為消費者帶來更優質、更多元的選擇。並在環保方面，力求成為
這一領域的專業領導者（尤其是在水和包裝方面），並與社區與非營利機構積極合作，發展
各種活動以協助社區推展工作。包括環保、運動、教育、健康、急難救助等。 
 
官方網站（台灣） http://www.coke.com.tw/zh/home/ 
官方網站（日本）https://www.cocacola.co.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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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CL 
 

 
「不用添加物，護膚更有效。」「不用添加物，護膚更有效。」 

 
為日本著名之保養品企業，致力於無添加技術的研究開發，使女性追求美麗同時，仍可維

持健康之肌膚。FANCL不僅生產銷售美容保養品及健康食品，更設立FANCL綜合研究所，
於日本興建兩座世界級之無菌生產工廠，從原料選取、產品研發測試、生產製造及包裝等過
程，皆堅持著嚴格的安全標準。 

 
官方網站（台灣）http://www.fancl-tw.com/　 
官方網站（日本）https://www.fancl.co.jp/index.html　 
 

 
麒麟啤酒株式會社麒麟啤酒株式會社 

 
「熱情與誠意「熱情與誠意“Passion and Integrity”」」 

 
為日本的釀酒企業，主要生產啤酒、發泡酒、無酒精飲料等飲品，實際上屬於三菱集團之

旗下，集團不僅關注大自然與人之間的互動，在商品製造上也期待將「食與健康」的嶄新喜
悅擴散出去。麒麟以欲實現價值創造之組織能力與技術力作為基石，透過對社會課題採取價
值創造措施來回應顧客的期待。 

 
官方網站（台灣）https://www.kirin.com.tw/　 
官方網站（日本）https://www.kirinholdings.co.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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