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件一

合作企業夥伴/合作方案
參與式學習創新人才培育方案結盟簽約企業共計 6 家，分別為財團法人全
聯善美的文化藝術基金會、晶華國際酒店集團、費生恩分子應用股份有限公
司、宏智國際集團、中華亞太青年交流發展協會及方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企業資料由佛光大學「參與式學習」創新人才培育方案專案辦公室提供

財團法人全聯善美的文化藝術基金會
產業類別：
藝文服務業
企業/公司簡介

公司地址：宜蘭縣五結鄉五濱路二段 201 號(傳藝中心)
官網：https://www.px-sunmake.org.tw/
全聯善美的文化藝術基金會將聚焦營運四大目標，「傳藝的培力基地」、
「跨界的交流平台」、「文化產業的實踐場域」、「文創的輸出港口」，
共創傳藝園區嶄新願景。

企業經營項目
方案名額

宜蘭傳藝園區經營管理、活動規劃及發展、招商及市場開發、遊客與顧客
服務
每年至多補助 2 名
一、學士班大一至大三學生，每年總學習時數須達 360 小時。具體學習時
間須事先協調，可以選擇學期間(1-12 月)或於寒暑假進行學習(必須
於前一個月 15 日前確認並告知)，學期期間須配合公司規範及主管

學習內容/條件

指揮監督。參與學習地點為宜蘭傳藝園區(宜蘭縣五結鄉五濱路 2 段
201 號）(或公司指定地點)進行參與式學習(學習內容依學生科系與
學習狀況訂定之)。
【學習內容】：
三年讓學習者體驗不同專業場域，三個組接續學習:包含整合行銷組、
展演活動組與推廣教育組，以「傳統藝術]」為核心，涉及文化創意
產業各面向的實踐，包含文化品牌行銷與自媒體經營、展演企劃與劇
場管理、工藝策展與推廣教育、文化行政與文書處理、文創品開發、
與跨領域專案企劃與執行等。
二、依學習生學習表現，提供學習優異者於學士班學生大四在學期間專案
實習機會(依當時職缺及篩選決定之)，以利後續銜接就業，專案實習
合約另訂之。
三、公司得優先考慮弱勢學生提供參與式學習獎學金及全年專案實習、就
業機會。

培育獎學金

一、全聯善美的文化藝術基金會(以下簡稱乙方)每年提供佛光大學(以下
簡稱甲方)學士班學生大一至大三學生在學期間參與式學習獎學金，
每生每年 7.2 萬元，每年至多補助 2 名(依篩選決定之)。

二、第一至大三表現良好者，大四得申請專案實習，實習合約另訂之。
三、學習生如表現良好，於學士班畢業後，將優先篩選納入正式職缺，但
無履行至乙方就業之義務。

晶華國際酒店集團(礁溪晶泉丰旅、捷絲旅宜蘭礁溪館)
產業類別：
旅宿觀光業

公司地址：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 39 巷 3 號
官網：https://www.silkshotelgroup.com/tw/
晶華國際酒店集團（前身為晶華麗晶酒店集團）成立於 1990 年，爲亞洲
首屈一指的酒店營運管理集團，同時也是台灣相關産業界、股票上市公
司中的領導品牌。集團完美融合東方細膩簡約與西方精緻優雅的人文風
格，持續致力於提供國際商務旅客及在地客專屬的直覺式服務、永恆經

企業/公司簡介

典的設計以及非凡的設施體驗。在追求卓越的過程中，集團也極力打造
出一個巧妙融入在地特色及讓旅客與世界接軌的國際文化交流平台。晶
華國際酒店集團旗下擁有世界頂級酒店—Regent Taipei、台灣首間設
立於五星級酒店內的大型精品街—Regent Galleria、兩岸三地華人市
場的首選─Silks Place（晶英）以及強調便利與舒適的商務設計型旅店
—Just Sleep（捷絲旅）三個酒店品牌。每個品牌均致力於創造卓越的
經營績效以及顧客滿意度。
晶泉丰旅為晶華國際酒店集團首個以精品溫泉渡假酒店為定位的品牌。
鎖定喜歡城市渡假、追求靜謐、獨享住宿體驗的客群，晶泉丰旅期盼打
造出一個可以全面解放身心靈的私密休憩空間，讓旅客們就近便能暫時

企業經營項目

方案名額

遠離城市的喧囂。
捷絲旅為晶華國際酒店集團旗下之品牌，截至目前共有 9 間分館，分布
於台北、宜蘭、花蓮、台南與高雄。擁有一致性的捷絲旅品牌核心，同
時各自結合周邊商圈、景點，提供獨一無二的服務與風格。我們的目標
是讓更多旅客認識捷絲旅，城市中親民、便捷、精緻的旅店，成為城市
旅人的住宿首選。
每年至多補助 6 名
一、學習生於在學期間可依據個人興趣或未來發展選擇櫃台接待服務、
飯店活動設計規劃、餐飲服務流程及食品衛生管理或客房清潔及備
品庫存管理等四大方向進行學習。

學習內容/條件

二、大一至大三可以化整為零方式選擇學期間或於寒暑假進行學習，學
期期間須配合公司規範及主管指揮監督，總學習時數須達 580 小時。
三、大四可選擇專案實習或於畢業後優先錄取為正職人員，表現優異者
亦可申請參加公司明日之星或接班人培訓計畫。
四、參與學習地點為宜蘭縣礁溪鄉溫泉路 67 號(晶泉丰旅)或宜蘭縣礁
溪鄉德陽路 24 巷 8 號（捷絲旅）。

一、晶華國際酒店集團(以下簡稱乙方)每年提供佛光大學(以下簡稱甲
方)學士班學生大一至大三在學期間參與式學習獎學金，每年新臺
培育獎學金

幣 10 萬元，計 3 年，合計 30 萬元。
二、第一至大三表現良好者，大四得申請專案實習，實習合約另訂之。
三、學習生如表現良好，於學士班畢業後得優先錄取為正職人員，並承
認專案實習期間年資。畢業後亦可申請加入乙方接班人或明日之星
培訓計畫。

費生恩分子應用股份有限公司
產業類別：
生化科技研發業

公司地址：新竹科學園區宜蘭縣宜蘭市宜科南路 15 號二樓之 2
官網：https://www.fethiann.com.tw/
Fethiann 總公司位於新竹科學園區宜蘭園區，歐洲保加利亞索菲亞市中
心為分公司，對接歐洲優質的莊園及原物料，長期合作客戶遍及歐洲、
及亞洲。公司擁有「生物化學領域之活化載體應用」的發明專利，從生

企業/公司簡介

物科技產業轉型分子應用之專業公司，計畫根基植物化學研究，導入精
油載體應用、研製效能型之精萃分子配方。費生恩耀上國際專業領域，
探索更多載體分子科學與生理系統相關之反應研究，以及將此貢獻給熱
愛生命的人類。
1.Fethiann Raw Material Essential Oil 原物料研發與應用。

企業經營項目

2.Fethiann SkinCare 養顏產品、肌膚照護、菁粹協調配方⋯等技術產品
研發。
3.其他國際貿易。

方案名額

每年至多補助 3 名

學習內容

學習生於學士班大一至大三在學參與本計畫期間，應配合本人才培育計
畫，參與培訓工作坊，補充專業技能。每週 2 天需至費生恩公司(宜蘭科
學園區)進行參與式學習，以利獲取實務經驗，另於假日得於家中完成一
項主管交辦事項。參與學習地點為費生恩公司(宜蘭科學園區)(宜蘭縣
宜蘭市宜科南路 15 號二樓之 2）(或公司指定地點)進行參與式學習(學
習內容：精油、香水調製作業、行銷企劃與業務執行、會計助理行政文
書工作及主管臨時交辦事項)。
一、費生恩分子應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乙方)每年提供佛光大學
(以下簡稱甲方)學士班大一至大三學生在學期間參與式學習獎學

培育獎學金

金，依階段每生每年分別給付 3 萬元(大一)、4.5 萬元(大二)、6 萬
元(大三)，每年至多補助 3 名(依篩選決定之)。
二、第一至大三共進行 6 次學習考核，表現良好者，大四優先獲得面試
遴選專案實習機會，及參與乙方所提供之微創業機會(依雙方意願
決定之)，以利後續銜接就業。
三、實習期間表現優異者，畢業後得選擇優先面試正式職缺(依當時職缺

及遴選決定之)或是選擇加盟創業，另每年考核 A 通過者，如有店
長及儲備幹部職缺，畢業後優先錄用。
五、甲方學習生於四年級畢業後，經面試通過錄取正職店長或督導職務，
正式入職簽約後，可由公司輔導考取國外高階芳療師證照。

宏智國際集團(宏智國際文創股份有限公司)
產業類別：
文化產業

公司地址：台北市大安區信義路四段 168 號 9 樓
官網：https://www.bigs.com.tw/

Link the world, Lead the future.
企業/公司簡介 以品牌管理為核心，透過內容製作、版權經紀及國際展會，致力將最好的
文創內容，傳遞給消費者及閱聽眾，打造東西方文化交流的平台。
企業經營項目

文化產業的整合性平台，分為四大領域：文化教育、文化娛樂、文化體育、
文化旅遊。提供品牌規劃、授權管理、版權經紀、國際策展與內容製作等
服務。

方案名額

每年至多補助 3 名

學習內容

學士班大一至大三學生可以化整為零方式選擇學期間或於寒暑假進行學
習，學習期間須配合公司規範及主管指揮監督，每年總學習時數須達 540
小時。參與學習地點為 BiG18 紅磚屋(宜蘭縣宜蘭市光復路 13 號）(或乙
方指定地點)進行參與式學習(學習內容可依據個人興趣或未來發展進行
顧客接待服務、門市活動策劃、線上社群經營、美術編輯設計之實務學
習)。

培育獎學金

一、宏智國際文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乙方)每年提供佛光大學(以下
簡稱甲方)學士班學生大一至大三學生在學期間參與式學習獎學金，
每生每年 10 萬元，每年至多補助 3 名(依篩選決定之)。
二、第一至大三表現良好者，大四得申請專案實習，實習合約另訂之。
三、實習期間表現優異者，畢業後有優先錄取正職人員機會。

中華亞太青年交流發展協會
產業類別：
非營利組織

公司地址：台北市大安區信義路四段 168 號 9 樓
官網：https://www.facebook.com/youth.apyda/

企業/公司簡介

以培養青年成為具有國際視野、人文關懷、創新思維、社會影響力的領導
人才為目標。

企業經營項目

舉辦各式培力講座、海外交流、企業參訪等活動。

方案名額

每年至多補助 3 名

學習內容

學士班大一至大三學生可以化整為零方式選擇學期間或於寒暑假進行學

習，學期期間須配合公司規範及主管指揮監督，每年總學習時數須達 350
小時。參與學習地點為 BiG 行動夢想家基金會辦公室(台北市大安區信義
路四段 168 號 9 樓)(或乙方指定地點)進行參與式學習(學習內容可依據
個人興趣或未來發展進行活動策劃與專案執行、教育服務助教/助理、線
上社群經營、美術編輯設計、網站介面優化之實務學習)。

培育獎學金

一、中華亞太青年交流發展協會(以下簡稱乙方)每年提供佛光大學(以下
簡稱甲方)學士班學生大一至大三學生在學期間「參與式學習」人才
培育計畫參與式學習獎學金，每生每年 6 萬元，每年至多補助 3 名
(依篩選決定之)。
二、第一至大三表現良好者，大四得申請專案實習，實習合約另訂之。
三、實習期間表現優異者，畢業後有優先錄取正職人員機會。

方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產業類別：

公司地址：新北市中和區板南路 659 號 8 樓

電腦軟體服務業

官網：http://fundot.tw/

企業/公司簡介

民國 100 年，一群有共同夢想的人，組成這一個團隊！這團隊的成員重
新思考及詮譯「以人為本」的課題，認為「生活需求」及「活的像人」
才是核心價值，在眾多良方之中，不可否認，資訊或技科是良方之一，
但這團隊卻不想受限於傳統思維或規矩的束縛。這團隊的成員一起嬉
戲、一起逐夢、一起創造、一起解決曾遭遇的問題、或是一起開懷大笑
並自傲於使用者滿足的笑容！ 這團隊，我們自稱為 fundot 或方達科技。
你可以說，這是一群本著「創新思維、樂活人生」的資訊應用目標，以
專業顧問、系統規劃、資訊整合等核心技術，提供各界從「需求分析」、
「制度流程規劃」、「整體解決方案規劃」一直到「資訊通訊系統整合
建置」等全方位。

企業經營項目

以專業顧問、系統規劃、資訊整合等核心技術，提供各界從「需求分析」、
「制度流程規劃」、「整體解決方案規劃」一直到「資訊通訊系統整合
建置」等全方位的專業團隊。
主要產品:環境管理資訊系統整合開發及資料庫分析應用、網際網路系
統規劃建置及操作維護、手機應用軟體開發、空間資訊電子地圖平台開
發、關鍵字空間搜尋引擎

方案名額

每年至多補助 3 名

學習內容

一、學習生於學士班大一至大三在學期間，應配合本人才培育計畫，參
與培訓工作坊，補充專業技能。
大一至大四在學期間需修習並通過公司指定之課程(大一上：程式設
計+計算機概論；大一下:c#程式設計、視窗程式設計、物件導向程式
設計、UI/UX 設計實務，四者擇二；大二：資料結構、互動式網頁製
作、網頁程式設計、行動裝置程式設計、資料庫系統、進階網頁程式

設計，六者擇三；大三大四：系統分析與設計、人工智慧概論、資訊
安全概論，三者擇二)。
大一至大三在學期間的下列時間必須至方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或
乙方指定地點)進行參與式學習(學習內容：系統開發助理、活動企
劃與業務執行、行政文書工作及主管臨時交辦事項)。
(一)大一升大二的暑假期間於公司上班日至少 20 日。
(二)大二升大三的暑假期間於公司上班日至少 45 日。
(三)大三升大四的暑假期間於公司上班日至少 45 日。
二、學習生於學士班大三至大四在學期間，需無條件擔任「智能系統開
發-參與式學習」計畫學伴，攜手公司帶領學弟妹學習與職涯發展。
三、學習生於學士班大四在學期間(自 9 月至次年的 6 月)，可優先獲得
全年實習機會(依當時職缺及篩選決定之)，以利後續銜接就業，全
年實習合約另訂之。
四、學習生於學士班畢業後，應至方達公司就業 3 年；具有兵役義務者，
其就業期間之採計得配合役期延後至退役後，勞動契約於入職時簽
訂。

培育獎學金

一、方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乙方)每年提供佛光大學(以下簡
稱甲方)學士班學生大一至大三在學期間參與式學習獎學金，每年
新臺幣 8 萬元，計 3 年，合計 24 萬元。分年給付，依法為學習生於
大一暑假學習期間辦理保險。
二、大一至大三表現良好者，大四得申請專案實習，實習合約另訂之。
三、實習期間表現優異者，畢業後有優先錄取正職人員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