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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展翅計畫說明- 學校補助

「本校學生參與學海展翅計畫補助要點」

培養本校學生具備國際溝
通的語言能力、展現合宜
的溝通行為，藉由體驗外
國文化，能夠尊重及欣賞
文化差異，擴展國際視野。

以提升學生英文能力為主
軸，辦理展翅英語研習營
(SOAR English Camp)，
每年暑期選送學生赴海外
姊妹校進行研修交流。

1. 每人最高補助二萬元。
2. 符合本校學生生活助

學金實施要點資格者，
最高增額補助一萬元。

具中華民國國籍，於本校
同一學制就讀一學期以上
之在學學生（五年制專科
部應為修讀二年級以上學
生），不含在職專班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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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動修業
(Start)

全方位學習
(Omni Learning)

文化體驗賞析
(Appreciating)

自我提升
(Rising) 

在地體驗

1. 展翅計畫說明 – 核心精神

國際全人

全英授課

探索教育

學海展翅海外英語營以沉浸式教學結合文化體驗活動，
培育學生具備國際素養及國際溝通語言能力



2017 2018 2019 2020-2021 2022 2023
補助人數 13位 27位 217位 137位 19位 預計240位

研習國家
/學校

菲律賓
雅典耀大學

菲律賓
宿霧科技大

學

菲律賓
國立菲律賓大學

遠東科技大學
雅典耀大學

亞洲三一大學

臺灣+菲律賓
(線上)

臺灣
南投三育基督

書院

菲律賓

性質 限額補助 限額補助 競爭型補助 競爭型補助 競爭型補助 競爭型補助

補助額度 補助1萬/人 補助1萬/人 最高補助2萬5,000
元/人

總計補助
726,969元

總計補助
118,816元

最高補助2萬/人
經文不利學生

最高增額補助1萬/人

1. 展翅計畫說明- 歷年辦理情形



2. 重要作業期程

9-10
月



3. 展翅執行方案 (1/6)
 營隊名稱：2023展翅英語研習營
 營隊目標：

• 沉浸式教學強化學生英語聽力、閱讀、口說、寫作應用能力。

• 培養學生自主學習與跨文化理解之能力。

• 厚植學生參與國際交流、交換留學所需之英語養成教育。

營隊標語Slogan ：Soar Beyond Your Limitations

 營隊特色：菁英小班制(15人/班)

 研習費用：USD $ 1,500-1,600 (約新台幣45,000-48,000元)(不含機票,簽證,保險)
**Subject to change：費用依姊妹校住宿設施(房型)、依能力分級拆班數所增加師資費用而調整。

 招募對象：
• 年滿18歲，本國籍之專科部(專二以上)、大學部及研究所在學學生(就讀1學期以上)，不含在職

專班。
• 一年內曾參加外語中心辦理之英語輔導課程(例如：多益加強班、高階英文菁英培訓班、B2衝

刺班等)，完成課程(結業)者列優先錄取資格。



3. 展翅執行方案 (2/6)
 營隊日期：暑假期間7月4日(二)至8月1日(二)，共四周。
 補助額度：本年度展翅擴大補助年級範圍，專二至專四、大一至大三均適用展翅補助額度。

 專五、大四及研究所每人補助新臺幣一萬元。（依本校補助學生短期出國交流實施要點）
 上述以外，其他年級每人補助新臺幣二萬元。（依本校學生參與學海展翅計畫補助要點 ）
 經文不利學生增額補助(中低五千元、低收一萬元)。

 預計補助名額：240名
 預計錄取配額：

 專科部：共5系，每系5名，總計25名。
 大學部：以學院為單位, 依轄下各系班級數按比例分配，總計200名。配額表如下：

 高瞻不分系：增額保留10名。
 其他(研究所)：總計5名。

工學院
26名

電機與資訊學院
30名

海事學院
18名

水圈學院
19名

商業智慧學院
20名

智慧機電學院
21名

管理學院
30名

海洋商務學院
15名

人文社會學院
5名

外語學院
16名



3. 展翅執行方案 (2/6)
 營隊地點：菲律賓
 合作姐妹校：

研習學校 合作經驗 地點 招收名額

馬尼拉雅典耀大學
Ateneo de Manila University 合作2017及2019展翅 馬尼拉/奎松市 80

菲律賓遠東科技大學及迪里曼分校
FEU Tech＆FEU Diliman

合作2019及2021(線上)展翅
來校師生營隊、來校交換生、碩博生 馬尼拉/奎松市 80

萊西姆大學八打雁分校
Lyceum of the Philippines University 

- Batangas

合作2021(線上)展翅
出國交換生2名、來校交換生2023秋

季預計10名
八打雁省 80

 展翅說明會：擬邀請合作姊妹校來台或線上參與推廣，預計3月22日(三)下午
12:30 - 14:00共同週會時間舉行，以實體線上同步進行。



3. 展翅執行方案 (3/6)
 活動推廣：

• 推廣管道：五校區多媒體影音牆、公務電子郵件、學校官網
Banner/FB/IG貼文、國際處Banner/FB/IG貼文、 活動海報寄送
各院系張貼布告欄。

• 宣傳期間：執行方案核定後~至營隊報名截止。

 報名期間：3月23日至4月16日 (國際處得視情況延長申請時程，請
依國際處公告為準)

 報名方式：國際處線上營隊報名系統

 審查程序：
• 初審： 4月17日至4月21日，由國際處書審符合資格之學生資料匯

出檔案寄給系所，各系(科、所) 審查後名單提送各學院彙辦。

• 複審：4月24日至4月28日，由各學院彙整轄下各系(科、所)初審
名單，同意通過名單送交國際處彙辦。

http://oia01.nkust.edu.tw/outgoingshort/index/active/apply_sn/33


3. 展翅執行方案 (4/6)
 錄取名單公告：5月2日中午12時 (請依國際處發布最新消息為準)

 保證金繳交：5月7日 (錄取公告後一周內完成)

 姊妹校營隊提名選送：5月10日

 營隊隨隊教職員國外出差公文辦理：預計3名隨隊教職員(每校/營隊駐點1名)

 營隊行前準備作業：

• 營隊行前說明會預計5月31日(三)共同週會時間舉行，以線上會議進行，預計
邀請姊妹校線上參加。

• 營隊小隊輔徵選及營隊聯絡群組建立

• 英語前測：6月中，依外語中心安排。(可以2年內多益官方成績替代)

• 學員出國手續(購買指定航班機票、辦理簽證、海外保險)，6月30日前完成，
提供相關文件。

 營隊授旗典禮：預計5月31日(三)共同週會時間舉行



3. 展翅執行方案 (5/6)
 營隊活動執行：

• 出發：7月4日(二)統一由高雄(小港機場)出發，中華航空CI711 07:35 KHH-
09:20 MNL。

• 返台：8月1日(二)統一返抵高雄(小港機場) ，中華航空CI 712 10:20 MNL -
12:10 KHH。

• 課程內容：(課程設計及文化體驗依姊妹校優勢及特色有所不同)

 全包式英語課程(Group class、One-on-one、Conversation class、Proficiency Test)
 文化體驗旅遊/活動(Cultural and social immersion)
 國際學伴互動(Buddy interactions)
 研修期間當地保險(Insurance)(※菲大
 校園網路使用費(Campus wifi-access)
 研修學生許可手續費(Special Student Permit)及行政管理費(Administrative Fee)
 校園設施使用(圖書借閱Use of library facilities、保健中心In-campus health clinic support、餐廳 cafeteria)
 平日周一至周五每日至少供應早、午兩餐( 2 Meals served on weekdays)(晚餐自理)
 研修期間住宿(Accommodation)(依房型2~4人一間)
 機場-學校去回接送各一趟(Transportation from/to airport)



3. 展翅執行方案 (6/6)
 營隊返台後作業：

• 學員繳交成果報告(心得/微電影)：9月10日前完成。

• 英語後側：9月中，依外語中心安排。(可以研習結束後報考多益官方考試成績
替代)

• 檢具相關憑證(學費、登機證、簽證等收據)送國際處辦理經費核銷： 9月10日
前完成。

• 保證金退還作業： 9月10日前完成。

 成績進步獎勵：學生提供官方TOEIC前測（研習前）及後測（研習後）成績，成
績進步達100分以上者，另予補助TOEIC考試報名費600元。

 展翅微電影競賽：將本次研習經歷以微電影形式傳達，用畫面說故事，紀錄同行
夥伴們的美好回憶並作為後續廣宣媒體素材。預計於2023年10月辦理，活動辦法
另訂。



4. 展翅合作夥伴姊妹校介紹

馬尼拉雅典耀大學
Ateneo de Manila 

University

菲律賓遠東科技大學
FEU Tech

及迪里曼分校FEU 
Diliman

萊西姆大學八打雁分校
Lyceum of the 

Philippines University -
Batangas



15

✔馬尼拉雅典耀大學是一所包括文學院、商學院、法學院等
眾多學科的綜合性私立大學，在菲律賓全國排名第二，在
2022年QS亞洲大學排名中排名124。馬尼拉雅典耀大學為菲
律賓四大名校之一，是一所400年的歷史名校，與美國眾多
高校保持長年的學術交流，在海外享有盛譽。

✔菲律賓唯二獲教育委員會頒授教育獎章（最高榮譽），該
校附設語言學習中心，學校2019年新落成國際生宿舍採飯店
公寓式管理，設施完善且安全舒適。

馬尼拉雅典
耀大學

1859
學生數: 11,709 
馬尼拉奎松市
http://www.ateneo.edu/



馬尼拉雅典耀大學



17

1992
學生數: 
馬尼拉奎松市
http://www.feutech.
edu.ph/

✔遠 東 科 技 大 學 F E U I n s t i t u t e o f
Technology(FEU Tech)前身遠東大學-東
亞學院(FEU - East Asia College)，為菲律
賓IBM公司產學合作的教育機構，為提供
工程和資訊管理領域提供優質教育。

菲律賓遠東科技大
學及迪里曼分校

✔FEU Tech在World's Universities with
Real Impact （WURI） 2020實質影響力
大學排名中，入選前一百大，排名第98
位 。 其 中 ， 在 創 業 精 神
（Entrepreneurial Spirit）類別排名第
30 位 ， 在 危 機 管 理 （ Crisis
Management）類別中排名第37位，在
4.0 工 業 革 命 （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中排名第19位，而在學生
流動性和開放性（Student Mobility and
Openness）方面排名第44位。



菲律賓遠東科技大學及迪里曼分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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萊西姆大學
八打雁分校

1966
學生數: 35,000
八打雁省
https://lpubatangas.ed
u.ph/

✔萊西姆大學是一所由五所獨立大學組成的大學
家庭，由菲律賓第二任總統Jose P. Laurel 博士
創建於1952年，為全菲律賓綜合排名前10位。
其中BATANGAS校區是最傑出的一所，國際酒
店與旅遊管理學院，會計學院，應用醫學院全
國排名第一，全國最好的二所護理學院之一
（另一所是聖托馬斯大學），同時國際海事學
院和牙醫學院是全國五強，工商管理學院是馬
尼拉南部五省一市排名第一。
✔BTANGAS校區於2014年被英國高等教育人文

投資組織授予人文投資金獎，是亞洲第一所大
學獲得如此殊榮。萊西姆大學BATANGAS擁有
這個國家最好的教學設施和完善的國際學生公
寓，國際學生公寓配有24小時醫生和護理服務，
游泳池和室內健身房提供全天候專業教練指導。
每年接待來自全球二十多個國家四百多名公派
留學生，也是菲律賓接待外國公派留學生最多
的一所大學。



萊西姆大學八打雁分校



文化體驗Field Trip
菲律賓三大國家博物館-
National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菲律賓三大國家博物館-
National Museum of 
Anthropology

歷史古蹟-西班牙古城區 Villa Escudero瀑布餐廳

菲律賓三大國家博物館-
National Art Gallery

Sublian Festival in Batangas
八打雁傳統節慶



https://youtu.be/
b3Vwvx0s-3U

菲向夢想的藍圖 https://youtu.be/ALmTmzQ51yQ

啟菲 https://youtu.be/hHGz_h1sxkM

校園。漫遊 https://youtu.be/hGmM6Lclxps

閃耀人生 https://youtu.be/K5RAZdsMD9w

MINIJEEPNEY https://youtu.be/pYQgxhU9tYY

入菲隨俗 https://youtu.be/s9EZB0OxhxU

緣分可遇不可求 https://youtu.be/Y-pVFFx8MMc

菲到你心裡 https://youtu.be/6XweRJ4bt7A

菲律賓奇幻旅程 https://youtu.be/S5iVeVWa3ps

菲同小可 https://youtu.be/ptuAW8ST7M4

5. 營隊精彩回顧

https://youtu.be/b3Vwvx0s-3U
https://youtu.be/ALmTmzQ51yQ
https://youtu.be/hHGz_h1sxkM
https://youtu.be/hGmM6Lclxps
https://youtu.be/K5RAZdsMD9w
https://youtu.be/Y-pVFFx8MMc
https://youtu.be/6XweRJ4bt7A
https://youtu.be/S5iVeVWa3ps
https://youtu.be/ptuAW8ST7M4


你的精采，你來記錄!

2023展翅英語研習營
SOAR Beyond Your Limitations



THA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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