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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央大學尤努斯社會企業中心 

2018社會企業海外實習營隊 

壹、 活動宗旨 

為培育台灣社會企業領域優秀人才，加強青年社會參與之意識與提升國際視野，

中央大學尤努斯社會企業中心配合孟加拉水仙國際大學(Daffodil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國際社會企業暑期計畫(International Social Business Summer Program)，

規劃「社會企業海外實習營隊」，藉由孟加拉海外實習之方式，讓參與學員在實

習過程更加認識社會企業營運模式及尤努斯社會企業中心所秉持之理念。並透過

系統化課程及實際社企參訪與社企創業家會談，親自了解社會企業的營運與實作

並深刻了解社會企業起源與現況發展。 

貳、 辦理方式 

一、 申請時間 

107 年 4 月 13 日(五)起至 5 月 6 日(日)止。 

二、 實習補助名額 

原則上錄取 8 名，每人提供補助費用最高 5 萬元新台幣(含生活費)。 

三、 申請對象 

本校大學部及碩士班在學學生，並符合教育部規定之弱勢學生身份(詳

見本項第五點)。 

四、 補助方式 

本活動之補助經費為本校「106 弱勢學生學習輔導補助計畫」及「海外

社會企業實習獎助學金」，補助申請條件如下(需皆符合)： 

(一) 申請人需為教育部規定之弱勢學生身份。 

(二) 申請人需選修或已修畢本校「社會投資報酬分析實務專題」或「社

會企業實務專題」課程。 

※社會投資報酬分析實務專題於每學年第一學期開課、社會企業實務專題於每

學年第二學期開課，如未曾修過上述兩門課，務必於 107 學年度第一學期選修

社會投資報酬分析實務專題課程，方符合本項補助條件。 

(三) 申請人當年度未獲其他海外實習獎助學金。 

五、 報名方式 

(一) 採電子報名，申請者填妥申請表(附件一)、家長同意書(附件二)及

身份證明文件(附件三)並於 5 月 6 日(日)前 e-mail 至主辦單位電子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fZk1nzOR_xlEk-nvO9mJ2zfeWt9ybYj4/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f_9zB01aWZb6y6aPd27Cidup8bkOUc63/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feYjnnlSlkhxj9GJ1LTKtJqn012t07vz/view?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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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件信箱 yunus.sbc@g.ncu.edu.tw，信件標題請註明「申請 2018 社

企海外實習營隊_○○○(姓名)」，本中心將依申請資料進行篩選並

於 5 月 8 日(二)公布錄取名單。 

(二) 報名資料檔案請依規定格式寄送：附件一 Word 及 PDF 檔、附件二

PDF 檔、附件三 PDF 檔。 

六、教育部規定之弱勢學生身份(符合下列任一項之學生) 

1. 原住民籍學生。 

2. 卹滿軍公教遺族學生、卹內軍公教遺族全公費學生、卹內軍公教遺

族半公費學生。 

3. 現役軍人子女。 

4. 特殊境遇家庭子女孫子女。 

5. 身心障礙學生、身心障礙人士子女。 

6. 低收入戶學生、中低收入戶學生。 

7. 新移民及其子女。 

(1) 新移民︰指大陸地區人民、香港、澳門地區居民及其他國籍國

民，與本國籍國民締結婚姻時，其身分為非本國籍國民者，不

論日後是否已取得國民身分證。 

(2) 新移民子女︰指出生時其父或母一方為居住臺灣地區設有戶

籍國民，另一方為新移民者；父母雙方都為外國籍者視為外國

籍學生不計列。若同一婚姻關係中，哥哥、姊姊出生時為新移

民子女，其弟弟、妹妹出生時，亦視為新移民子女。 

七、 重要日期  

時間 項目 

4 月 13 日(五) ~ 5 月 6 日(日) 受理報名 

5 月 1 日(二) 實習說明會 

5 月 8 日(二) 公布錄取名單 

5 月 8 日(二) ~ 5 月 14 日(一) 繳交實習費用 

5 月 14 日(一) 第一次行前說明會 

5 月 30 日(三) 行前課程：桃園社企工作坊 

6 月 14 日(四) 第二次行前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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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30 日(六) ~ 7 月 12 日(四) 海外社會企業實習 

8 月 17 日(五) 繳交實習報告與簡報檔案 

9 月中旬 成果分享會 

參、 活動內容 

一、實習方式 

與位於孟加拉首都達卡的水仙國際大學(Daffodil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尤努斯社會企業中心合作，藉由三大主題的系列課程(Basic of Social 

Business、Microcredit for Financial Inclusion、Social Business in 

Development Studies)、Grameen Bank 參訪、社會創業家對談、當地文

化體驗之旅，使學員從中學習並實地參與，培養學員社企知識、經營領

導能力及國際化視野。 

二、 實習日期 

107 年 6 月 30 日(六)至 7 月 12 日(四)。 

三、 實習國家與媒合機構 

(一) 實習國家：孟加拉。 

(二) 媒合機構：水仙國際大學(Daffodil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四、 實習大綱 

BASIC OF SOCIAL 

BUSINESS 

Session 1：Social Business and its Chemistry  

Session 2：Social Business Creation: NobinUddokta (NU) 

or New Entrepreneur  

Session 3：Social Business in Global Platform and Case 

Studies  

Session 4：Social Business Creation Sustainability  

Session 5：Social Business Design Lab  

Session 6：Social Business Fund and Financial Analysis  

Session 7：Log Frame of Social Business 

MICROCREDIT 

FOR FINANCIAL 

INCLUSION (TYPE 

II SOCIAL 

BUSINESS) 

Session 1：Social Business and its Chemistry  

Session 2：Social Business Creation: NobinUddokta (NU) 

or New Entrepreneur  

Session 3：Social Business in Global Platform and Case 

Studies  

Session 4：Social Business Creation Sustainability  

Session 5：Social Business Design L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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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 6：Social Business Fund and Financial Analysis  

Session 7：Log Frame of Social Business 

SOCIAL BUSINESS 

IN DEVELOPMENT 

STUDIES 

Session 1：Understanding Development and Social 

Business  

Session 2：Development: Socio-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  

Session 3：Governance and Development  

Session 4：Social Business and Women Empowerment  

Session 5：Social Business in Fighting Against 

Socio-Economic Inequality  

Session 6：Social Busines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ession 7：Social Business and Social Development 

五、 活動特色 

(一) 實習證明：提供結業證書。 

(二) 中大服務學習時數：完成實習者可獲服務學習實數服務學習類 10

小時、生活知能類 10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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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申請說明會 

(一) 時間：107 年 5 月 1 日(二) 11:00-12:00。 

(二) 地點：管理學院二館 117 教室。 

七、 行前說明會 

(一) 第一次行前說明會 

1. 時間：107 年 5 月 14 日(一) 12:00-13:00。 

2. 地點：管理學院二館 611 辦公室(尤努斯社會企業中心)。 

3. 說明會內容 

- 相關費用繳費說明。 

- 5 月 30 日「行前訓練：桃園社企工作坊」說明。 

- 海外實習出發集合地點與時間說明。 

(二) 第二次行前說明會 

1. 時間：107 年 6 月 14 日(四) 12:00-13:00。 

2. 地點：管理學院二館 611 辦公室(尤努斯社會企業中心)。 

3. 說明會內容 

- 海外實習計畫行程、注意事項。 

- 每日實習工作簡介及實習計畫報告書撰寫方式說明。 

八、 行前訓練課程 

(一) 授課時間：107 年 5 月 30 日(三) 18:00-21:00。 

(二) 授課地點：國立中央大學。 

肆、 預估花費 

一、實習營隊費用美金 350 元(含實習期間食宿及交通費)。 

二、來回機票費用約新台幣 27,000 至 30,000 元間。 

三、落地簽證費約美金 52 元。 

四、海外旅行險約新台幣 300 元。 

伍、 注意事項 

一、截止收件後，本中心將針對報名者於申請表所提供之簡介、實習動機與

相關經驗等資料進行實習名單篩選，並於 5 月 8 日(二)公布正取及備取

名單，錄取者須於 5 月 11 日前繳交實習費用美金 350 元及護照影本至

本中心(管理二館 611 辦公室)。 

二、錄取者須於 5 月份參加「行前說明會」及「行前訓練：桃園社企工作坊」

才擁有資格參加社會企業海外實習營隊，且須配合本中心辦理出國、機

票訂購相關事宜並繳交實習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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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習生於實習期間須撰寫每日行程簡介，實習結束後需於 8 月 17 日(五)

前繳交實習報告書與簡報，並於 9 月中旬出席成果分享會，分享實習經

驗與交流。 

四、補助款之核發將於實習結束並完成相關資料繳交後，使得進行補助款發

放作業，符合資格者每人核發上限新台幣 5 萬元。 

陸、 聯絡我們 

 活動網址：http://sbc.mgt.ncu.edu.tw/teaching/overseas-intern/  

 電子信箱：yunus.sbc@g.ncu.edu.tw  

 連絡電話：(03)422-7151 轉分機 26010、66621 

 中心位置：管理學院二館 6 樓 611 辦公室 

  

http://sbc.mgt.ncu.edu.tw/teaching/overseas-intern/
mailto:yunus.sbc@g.n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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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申請表 

國立中央大學尤努斯社會企業中心 

2018社會企業海外實習營隊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中文姓名  生理性別   □男   □女 

（近照） 

護照英文姓名  國籍  

護照號碼  

出生年月日 西元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身份別 

(原住民籍學生、卹滿軍公教遺族學生、卹內軍公教遺族全公費學生、卹內軍公

教遺族半公費學生、現役軍人子女、特殊境遇家庭子女孫子女、身心障礙學生、

身心障礙人士子女、地收入戶學生、中低收入戶學生、新移民及其子女) 

 

聯絡方式 

手機號碼： 

住家電話： 

E-mail： 

通訊地址  

學歷資料 
系所名稱 年級與班別 學號 

   

外語能力 

(可自行增列) 

語種 
聽力 

(流利/好/普通) 

口說 

(流利/好/普通) 

閱讀 

(流利/好/普通) 

寫作 

(流利/好/普通) 

檢定成績 

(請註明檢定名稱) 

英語      

      

飲食習慣 
 □葷    □素 

 □其他特殊需求（如過敏或宗教因素）： 

社群媒體  請提供個人臉書連結網址： 

T-Shirt size  □S   □M   □L   □XL   □XX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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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簡介 

 

實習動機 

 

相關經驗 

(實習、工作、社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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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be 

Yourself  

Use English to answer (not more than 10 sentences) 

 

參加聲明與 

同意事項 

請詳閱以下事項，同意後簽名始得申請： 

1. 本人了解海外實習為職場體驗，非海外旅遊，有應盡的責任義務及正確的

學習心態，並能全程完成實習計畫。 

2. 本人了解海外實習以無薪實習為原則，各實習企業依規定額外提供實習薪

資為例外。 

3. 本人了解出國之來回機票由中央大學尤努斯社會企業中心統一訂位訂票團

進團出，海外實習期間由中央大學尤努斯社會企業中心統一投保海外旅遊

平安保險。 

4. 本人瞭解海外實習期間應自負生活安全之責任，中央大學尤努斯社會企業

中心僅協助但不負責學生在海外的生活照顧及法律責任。另外，本人如因

故不克參加，同意自行負擔機票退票等相關處理費。 

5. 本人了解於錄取後須參加「行前說明會」及「行前訓練」方擁有正式資格

參加海外社會企業實習，如未能於期限內完成須參加之課程及資料繳交，

即視同失去補助資格。 

6. 本人符合補助計畫或獎助學金之申請條件，如有不屬實之情況即失去獎助

或補助資格。 

7. 本人同意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並基於人事行政管理之目的，得蒐集、處

理及利用本人上列之個人資訊。 

 

本人已詳閱以上規定，願意遵守及配合。 

 

 

 

立同意書人：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親簽)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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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家長同意書 

國立中央大學尤努斯社會企業中心 

海外實習家長同意書 

 

茲同意本人子女     __ ，學號：   __   ，參加海外實習活動，

於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赴孟加拉達卡水仙國際大學

實習。實習期間本人願意配合協助督導子女注意自身安全管理，並恪遵貴校及實

習機構實習規範與生活作息管理。本人已了解海外實習所需費用，包含來回機票、

海外旅平險、落地簽證、當地食宿、交通、參訪等相關費用需自行負擔(補助生

除外)，本人對於前述相關費用無異議，且同意負擔所有海外實習期間所產生之

相關自付費用。另外，本人所提供之個資，同意用於海外實習相關作業之蒐集、

處理、使用。 

 

此 致 

國立中央大學尤努斯社會企業中心 

 

學生姓名：                   （簽名或蓋章) 

 

學生家長或監護人：               （簽名或蓋章） 

家長身份證字號： 

與實習生關係： 

地址： 

家長緊急連絡電話： 

(住家)            (公司) 

(手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備註：本家長同意書需確實經由家長或監護人同意，並親自簽章，如有假冒簽章

者概由實習生自負相關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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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身份證明文件 

學生證 (正反面掃描檔) 

 

弱勢學生證明文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