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產業新尖兵職業訓練計畫                                                                                                                                                                                     

國際商務溝通專業人員培訓班 

課程費用 ＄45,136 元 

15 歲至 29 歲之本國籍失業青年資格審查通過後，補助全額訓練費用及申請獎勵金每月$8000元。 

上課時數 336 小時 訓練人數 30 人 上課地點 臺中市西區民生路140號 

訓練日期 111 年 05月23日(一) - 111年 07 月01日(四) 報名截止日 111/06/02(四)12:00 

上課時間 週一至週五：08：00～17：00，每日共8小時。(按實際課程表上課) 

 
訓練目標 

此訓練為培訓失業勞工了解國際商務溝通領域，教導科目包含英文檢定輔導、跨文化溝

通技巧、媒體資訊翻譯、商用英文會話、進階商用英語溝通談判技巧與寫作、英文書信

與簡報表達等，無論是商用英文聽說讀寫或英語溝通與簡報技巧都將列入計畫培訓目

標，使其結訓後能快速運用至就業職場上，達到訓用合一。 

就業方向 
訓後可從事外貿銷售員、人事專員、國貿秘書、國際地產投資分析師、國際禮賓接待人

員等相關職務。 

甄試日期 111/05/20(五)上午 10：00(以線上說明會取代) 

●報名資格：1.計畫補助適用對象為15歲至29歲之本國籍待業青年。2.一般未就業人士、對本課程有

興趣者皆可報名。 

●補助資格：15 歲至 29 歲之本國籍失業青年 ，資格審查通過後，補助全額訓練費用及申請獎勵金。 

●甄選方式：甄試作業分筆試加口試二階段，分數各占 50%；依筆試、口試成績計算總分及名次後， 

依序錄訓。筆試測驗開始 15 分鐘後不得進入試場應試，視為缺考；缺考或違反考場規定

情節重大者，不得參加口試。 

●筆試題型：考試科目-國中程度（含）智力及性向測驗，題型-選擇題(單選題)。 

●錄訓標準：依筆試、口試成績計算總分及名次後，依序錄訓，如總分同分者，以筆試成績高者優先錄

訓，未參加筆試及口試者，一律不予錄訓。 

●錄訓資格:學歷高中職以上或全民英檢中級以上 
●錄取公告：筆試當天現場將告知到考學員錄訓名單公佈的日期時間，錄訓名單將公告於本中心網站， 請學員自行

上網查看、不另行個別通知。 

●注意事項：(一)以參訓一班次為限，且參訓出勤時數應達總課程時數三分之二以上，請假時數不得超過總課程時數

十分之一（含）。(二) 青年參加本署與所屬各分署及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依失業者職業訓練實施基

準辦理之職前訓練，於結訓後 1 8 0 日內者，不得參加本計畫。(三) 續經審核資格不符者，應自行繳交

訓練費用。 

●報名方式：請務必事先加入「台灣就業通」會員 (電子郵件將作為後續訊息發布通知重要管道，請務必確實填寫) 

(一)加入會員後登錄資料並完成「我喜歡做的事」職涯興趣探索測

(https://exam1.taiwanjobs.gov.tw/Interest/Index )。 

(二)確認資格：於本計畫專區下載或列印｢報名及參訓資格切結書｣，閱覽切結書及相關須知，後加以簽名  

或 蓋 章 ， 並 交 予 訓 練 單 位。※報名網址：https://elite.taiwanjobs.gov.tw/ 

●報名洽詢專線：04-22183285 羅小姐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產業新尖兵職業訓練計畫     

 



【國際商務溝通專業人員培訓班】 
主要課程表 

項次 課程名稱 內容 時數 

1 跨文化溝通技巧 
一、文化溝通與傳播 
二、溝通與文化 
三、文化價值取向與世界文化 

32 

2 媒體資訊翻譯 

一、多模態翻譯概論 
二、媒體語言與翻譯概論 
一、影視翻譯 
二、雜誌翻譯 
三、網路手機資訊翻譯 
四、廣告翻譯 

40 

3 英文檢定輔導 

一、 聽力 I 
1.介紹多益考試 
2.聽力-圖片解題技巧 
3.模擬測驗 
二、 閱讀 I 
1.閱讀解題技巧 
2.句子填充技巧 
3.文法 
三、聽力II 
1.應答問題解題技巧 
2.模擬測驗 
四、閱讀II 
1.段落填空解題技巧 
2.模擬測驗 
五、聽力III 
1.簡短對話解題技巧 
2.模擬練習 
一、 六、閱讀 III 

40 

4 商用英文會話 

二、 商用英文基本會話 
三、 介紹產品 
四、 電話英文 
五、 實用職場商務英文、情境教學 
六、 商業聚餐、行程確認英文 

24 

5 
進階商用英語溝通

談判技巧與寫作 

一、 英語溝通策略 
二、 英語面試技巧 
三、 商務會議英文 
1. 產品簡報 
2. 客戶拜訪 
3. 國外客戶接待 
4. 銀行往來 
5. 海外出差 
四、 商展英文 
五、 議價英文 

40 

6 
英文書信與簡報表

達 
一、英文書信 
1. 產品諮詢、報價與議價寫法 24 



項次 課程名稱 內容 時數 

2. 客訴信函撰寫 
3. 追蹤與確認進度撰寫 
4. 產品英文介紹 
5. 英文 email 寫法 
二、英文簡報 
1. 簡報開場關鍵手法 
2. 簡報步驟與結構分析 
3. 肢體運用語英語詞彙使用技巧 
4. 圖表數字運用與黃金比例要訣 
5. 英文簡報案例參考 
6. 簡報表達技巧及魅力提升 
7. 簡報實務演練 

 
企劃書撰寫眉角與

實務演練 

一、企劃基本概念 
二、企劃撰寫實務技巧 
三、企劃書撰寫規劃與進行 

 

6 

 國際貿易實務 

一、國際貿易基本概念 
二、國際貿易條規解說與運用 
三、國際貿易常見付款方式 
四、國際貨物運輸與保險 

15 

 商務談判技巧 
一、商務談判策略 
二、客訴實務演練 9 

  備註: 本中心保留課程師資、內容、時段等課務相關彈性調整及變更的權利 

 

請點選台灣就業通網站加入會員後線上報名~如有問題請洽專線04-22183259陳小姐，謝謝！ 
線上相關資訊查詢網址: https://elite.taiwanjobs.gov.tw/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產業新尖兵職業訓練計畫                                                                                                                                                                                     

國際商務溝通暨專責報關人員培訓班 

課程費用 ＄45,136 元 

15 歲至 29 歲之本國籍失業青年資格審查通過後，補助全額訓練費用及申請獎勵金每月$8000元。 

上課時數 336 小時 訓練人數 30 人 上課地點 臺中市西區民生路140號 

訓練日期 111 年 05月 30日(一) - 111年 07 月27日(三) 報名截止日 111/06/09(四)12:00 

上課時間 週一至週五：08：00～17：00，每日共8小時。(按實際課程表上課) 

 
訓練目標 

此訓練為培訓失業勞工了解國際商務溝通領域，教導科目包含英文檢定輔導、跨文化溝

通技巧、媒體資訊翻譯、商用英文會話、進階商用英語溝通談判技巧與寫作、英文書信

與簡報表達、國際行銷企劃專案技能與實作等，無論是商用英文聽說讀寫或英語溝通與

簡報技巧都將列入計畫培訓目標，使其結訓後能快速運用至就業職場上，達到訓用合

一。將於課程內辦理就業媒合、規劃輔導學員考取海關特考、專責報關人員證照、英語

商用工作能力，提高其就業能力。 

就業方向 
訓後可從事外貿銷售員、人事專員、國貿秘書、國際地產投資分析師、國際禮賓接待人

員”、報關人員、海關人員等相關職務。 

甄試日期 111/05/27(五)上午 10：00(以線上說明會取代) 

●報名資格：1.計畫補助適用對象為15歲至29歲之本國籍待業青年。2.一般未就業人士、對本課程有興趣者皆

可報名。 

●補助資格：15 歲至 29 歲之本國籍失業青年 ，資格審查通過後，補助全額訓練費用及申請獎勵金。 

●甄選方式：甄試作業分筆試加口試二階段，分數各占 50%；依筆試、口試成績計算總分及名次後， 依序錄訓。

筆試測驗開始 15 分鐘後不得進入試場應試，視為缺考；缺考或違反考場規定情節重大者，不得

參加口試。 

●筆試題型：考試科目-國中程度（含）智力及性向測驗，題型-選擇題(單選題)。 

●錄訓標準：依筆試、口試成績計算總分及名次後，依序錄訓，如總分同分者，以筆試成績高者優先錄訓，未參加

筆試及口試者，一律不予錄訓。 
●錄訓資格:學歷高中職以上或全民英檢中級以上 

●錄取公告：筆試當天現場將告知到考學員錄訓名單公佈的日期時間，錄訓名單將公告於本中心網站， 請學員自行

上網查看、不另行個別通知。 

●注意事項：(一)以參訓一班次為限，且參訓出勤時數應達總課程時數三分之二以上，請假時數不得超過總課程時數

十分之一（含）。(二) 青年參加本署與所屬各分署及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依失業者職業訓練實施基

準辦理之職前訓練，於結訓後 1 8 0 日內者，不得參加本計畫。(三) 續經審核資格不符者，應自行繳交

訓練費用。 

●報名方式：請務必事先加入「台灣就業通」會員 (電子郵件將作為後續訊息發布通知重要管道，請務必確實填寫) 

(一)加入會員後登錄資料並完成「我喜歡做的事」職涯興趣探索測

(https://exam1.taiwanjobs.gov.tw/Interest/Index )。 

(二)確認資格：於本計畫專區下載或列印｢報名及參訓資格切結書｣，閱覽切結書及相關須知，後加以簽名  

或 蓋 章 ， 並 交 予 訓 練 單 位。※報名網址：https://elite.taiwanjobs.gov.tw/ 

●報名洽詢專線：04-22183285 羅小姐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產業新尖兵職業訓練計畫     

【國際商務溝通暨專責報關人員培訓班】 
主要課程表 

項次 課程名稱 內容 時數 

1 跨文化溝通技巧 
五、文化溝通與傳播 
六、溝通與文化 
七、文化價值取向與世界文化 

32 

2 媒體資訊翻譯 

一、多模態翻譯概論 
二、媒體語言與翻譯概論 
四、影視翻譯 
五、雜誌翻譯 
六、網路手機資訊翻譯 
八、廣告翻譯 

40 

3 英文檢定輔導 

三、 聽力 I 
1.介紹多益考試 
2.聽力-圖片解題技巧 
3.模擬測驗 
四、 閱讀 I 
1.閱讀解題技巧 
2.句子填充技巧 
3.文法 
三、聽力II 
1.應答問題解題技巧 
2.模擬測驗 
四、閱讀II 
1.段落填空解題技巧 
2.模擬測驗 
五、聽力III 
1.簡短對話解題技巧 
2.模擬練習 

36 

4 商用英文會話 

七、 商用英文基本會話 
八、 介紹產品 
九、 電話英文 
十、 實用職場商務英文、情境教學 
十一、 商業聚餐、行程確認英文 

16 

5 
進階商用英語溝通

談判技巧與寫作 

六、 英語溝通策略 
七、 英語面試技巧 
八、 商務會議英文 
6. 產品簡報 
7. 客戶拜訪 
8. 國外客戶接待 
9. 銀行往來 
10. 海外出差 
九、 商展英文 
十、 議價英文 

28 

6 
英文書信與簡報表

達 
三、英文書信 
6. 產品諮詢、報價與議價寫法 16 



項次 課程名稱 內容 時數 

7. 客訴信函撰寫 
8. 追蹤與確認進度撰寫 
9. 產品英文介紹 
10. 英文 email 寫法 
四、英文簡報 
8. 簡報開場關鍵手法 
9. 簡報步驟與結構分析 
10. 肢體運用語英語詞彙使用技巧 
11. 圖表數字運用與黃金比例要訣 
12. 英文簡報案例參考 
13. 簡報表達技巧及魅力提升 
14. 簡報實務演練 

7 稅則概要 中華民國海關進口稅則、輸出入貨品分類表合訂本  22 

8 國際貿易實務 

五、國際貿易基本概念 
六、國際貿易條規解說與運用 
七、國際貿易常見付款方式 
八、國際貨物運輸與保險 

15 

9 商務談判技巧 
三、商務談判策略 
四、客訴實務演練 9 

10 關務法規 

一、關稅法及其施行細則 

二、海關緝私條例、懲治走私條例 

三、報關業設置管理辦法 

四、貨物通關自動化實施辦法 
24 

11 通關實務 

一、關稅法及其施行細則 

二、海關緝私條例、懲治走私條例 

三、報關業設置管理辦法 

四、貨物通關自動化實施辦法 

24 

12 關務英文 
一、關務英文字彙片語 
二、關務英文文法 12 

13 自我行銷術 
一、面試技巧 
二、儀態形象塑造 12 

14 
國際行銷企劃專案

技能與實作 

一、 國際行銷經理職能特性分析 
二、 行銷企劃專寫技巧與內容 
三、 掌握企劃原則與工具 
四、 行銷、產品服務之企劃方法 

20 

15 企業參訪 財政部關務署臺中關 4 

16 就業媒合  4 

17 專題報告 每4-5人一組進行專題報告 4 



項次 課程名稱 內容 時數 

18 
進階英文文法與修

辭 

一、英文基本詞類介紹。 
二、基本句型介紹。 
三、文章選讀與文法分析。 
四、英文修辭訓練。 

16 

  備註: 本中心保留課程師資、內容、時段等課務相關彈性調整及變更的權利 

 

請點選台灣就業通網站加入會員後線上報名~如有問題請洽專線04-22183285羅小姐，謝謝！ 
線上相關資訊查詢網址: https://elite.taiwanjobs.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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