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寒假・紐約大學 NYU ALI 東京中心

全球商業領導密集學程 Global Business Leadership Intensive

項目概述

項目特色

獲得證書

項目日期
2016年1月17日到2016年1月26日，共10天。

項目名稱 紐約大學 NYU SPS ALI東京中心 
全球商業領導密集學程 Global Business Leadership Inten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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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合大學以上同學或在職人士參加，建議具備TOEIC 700、TOEFL65或全民英檢中級以上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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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世界化的潮流，紐約大學NYU目前了在紐約市的校區以外，更在阿布達比及上海成立
了分校。同時，也在世界各地主要城市設置了11個 Global Academic Center。當然，與國
際學生關係最密切的American Language Institute (NYU ALI) 也於東京及上海成立學習
中心，讓更多學生能夠享有NYU的學習體驗。
NYU ALI Tokyo Center位於日本東京品川，鄰近金融商業區，交通便利，因此吸引許多
學生及在職人士在此學習。課程部分是由NYU School of Professional Studies 
American Language Institute負責研發及授課，享有與紐約同步的品質與資源。課程採小
班制程度分班，在亞洲最先進的城市學習商業學程，以不同視角及親身體驗來進行，除了英
文程度、專業知識，更多了文化交流。

課程結束後頒發NYU ALI Tokyo Center修業證書，以利未來申請學校或是就業增添優勢。

職場商業英語＋專業商管課程＋日本東京半自助深度旅遊



紐約大學
簡       介

紐約大學（New York University，縮寫為NYU）位於美國紐約市曼哈頓精華區。學校於
1831年成立，今日已經成為全美國境內規模最大的私立大學。紐約大學由18個學院和研究
所組成，同時在上海和阿布達比設有分校。
紐約大學連續多年被評選為美國最想進入的理想大學第一名，更擁有34位諾貝爾獎得主，
在各類排名中均名列前茅，其中法學院第4名，教育學院第11名，商學院第13名。
知名校友有總統馬英九及其夫人周美青，新北市長朱立倫，女神卡卡(Lady GaGa)，奧斯
卡金像獎李安，澄果設計蔣友柏，演員王陽明等。

項目日程

1/17(日) 1

日期 紐約大學NYU課程及課後活動安排 安排餐點

整裝待發・於機場集合搭機前往東京・抵達東京入住飯店

1/18(一) 2

1/19(二) 3

1/20(三) 4

1/21(四) 5

1/22(五) 6

1/23(六) 7

1/24(日) 8

1/25(一) 9

1/26(二)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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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晚餐
航班資訊：中華航空 CI018 台灣桃園14:30-東京成田18:30

預定課程：Speeding Networking & Meeting・Leadership & Management
供應早,午餐

NYU SPS ALI 商管課程・Skytree晴空塔觀景台 (350m)

預定課程：Meeting Stimulation & Teleconference・Marketing
供應午餐

預定課程： Negotiation・Leadership & Management
供應午餐

NYU SPS ALI  專業商管課程・慶應義塾大學 Keio University

預定課程：Presentation Skills・Marketing
供應午餐

NYU SPS ALI  專業商管課程・結業報告準備及演練

預定課程：Presentation Preparation・Final Presentation
供應午餐

NYU SPS ALI   專業商管課程・台場・Shopping Mall

自由活動請結伴行動 (可參考建議行程)

供應午餐東京市區遊 (皇居，淺草，遊覽船)・自由活動・請結伴行動

餐點自理東京迪士尼樂園 Disney Sea 全日遊

整裝待發・於機場集合搭機前往東京・抵達東京入住飯店 機上
供應晚餐

航班資訊：中華航空 CI018 台灣桃園14:30-東京成田18:30

整裝待發・於機場集合搭機前往東京・抵達東京入住飯店
供應晚餐

航班資訊：中華航空 CI018 台灣桃園14:30-東京成田18:30

整李行囊・前往機場集合搭機返回台灣

航班資訊：中華航空 CI101 東京成田14:35-台灣桃園17:45

歡迎會 ・NYU SPS ALI  商管課程・早稻田大學 Waseda University

餐點自理

NYU課程時間為上午10-12及下午13-15，每日4小時，共20小時。

如遇天候或其他不可抗力的因素，保留行程順序更動或內容調整的權利。

機上
供應晚餐



課程細節

NYU課程
概述

課程部分由NYU的講師授課，主題以商業職場英語及商管課程(著重於行銷及領導管理)為
主，以不同的觀點及切入點，來探討全球商業議題及企業個案。目的在於培養同學未來進
入職場、外商公司的社交、語言、及職場即戰力。課程安排在早上的10:00-12:00及下午
的13:00-15:00，每天4小時，全期課程總時數20小時。課後同學可以留在交誼廳與講師及
日本當地同學進行討論及互動。課程結束進行結業報告，讓同學能快速應用及熟練所學。

NYU ALI Tokyo Center採全英文授課，同學在此也必須遵守English Only的嚴格規
定。參加此課程的同學，建議目前英文程度為 TOEIC 700、托福65、或全民英檢中級以
上，以收學習效果。

課程結束同學也將會領取由NYU SPS ALI Tokyo Center頒發的結業證書，以利未來求
職、升遷及進修時更添競爭優勢。

頂尖大學
參訪

除了於紐約大學ALI東京中心上課外，我們也將在課後帶領同學前往東京兩所頂尖大學參
觀，包括早稻田大學(Waseda University) 及 慶應義塾大學(Keio University)，此兩所大
學除了深受日本當地同學青睞，也是國際學生赴日求學的重點申請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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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YU
上午課程

10:00-12:00

課程主軸： International Business Communication

Students will develop their professional speaking skills by learning effective 
techniques for giving informal and formal presentations. These include how to: 
organize a presentation, provide support, use appropriate body language, engage 
an audience, and listen and respond effectively. Oral communication tasks also 
focus on meetings, conference calls, and small talk. Students develop their 
vocabulary and pronunciation to improve their communication in a business 
environment. Through interactive exercises, role-plays, and extended activities, 
students will become more comfortable and confident in using relevant new words 
and expressions.

課程包括：
Speeding Networking・Business Meeting in English・Meeting Stimulation

NYU
下午課程

13:00-15:00

課程主軸： Leadership, Management, Marketing

The course in an analytical approach to introduce and prepare participants to 
become familiar with three specific area concentrations (Leadership, Management, 
and Marketing) stemming from the hub of business where English language skills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important. Students will learn to critically analyze, 
formally articulate, strategically think, and holistic learn with confidence while gaining 
English language skills to enhance their business-language communication skills.

結業典禮
成果發表

學生將進行期末成果發表，每個同學都會被指定一個主題。由校方指定的評審教授對各專
題進行提問、評分及建議，並讓同學之間有互相學習的機會。可以充分讓同學發揮課程中
所學，也訓群體溝通。



團體活動

除了NYU課程外，我們也將會帶領同學前往東京各著名景點參觀，包括東京晴空樹(登上
350m天望甲板)，台場及購物中心，皇居、淺草、遊覽船，及最受歡迎的東京迪士尼樂園
(Disney Sea)。以上活動門票部分皆包含在團費內。

課外活動

自由活動
建議行程

東京是個多元及精彩的城市，為了讓同學更能利用在東京的時間，我們留下了許多自由活
動時間，讓同學自由探索。同學可以依照自己的興趣及需求安排行程。當然，如果不知道
要去哪裡，NYU東京中心的老師及班上同學都是你最好的旅遊書喔！

東京晴空樹 台場 皇居

淺草 遊覽船 迪士尼 Disney Sea

築地市場 宮崎駿博物館 吉祥寺商店街

經驗分享

今年我們也將特別安排在國外攻讀學位或工作的學長姐，與
同學分享申請、求學及生活的經驗，讓同學在未來的規劃
上，可以更有方向及目標。從這些學長姐的經驗分享中，同
學會對出國留學或是自我成長產生不同的動力，進而在課業
表現及課外活動參與有更積極的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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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神宮  新宿 Shinjuku 東京鐵塔

大江戶溫泉物語 銀座 富士山

日本消費
退稅

消耗品(食品、飲料、化妝品、藥品) 5000日圓以上，在出境前不得拆封。
一般品(家用電器、服飾、皮件包包) 10000日圓以上，不限制境內拆封。
每間商店規定不同，但通常會有8%的退稅。記得攜帶護照。



全程領隊

天下國際留遊學將安排有豐富海外經驗的領隊全程陪同學生。領隊將確保團組的安全，並
在日常學習和生活提供必要的指導和協助。在活動期間，學校亦會安排助教及工作人員陪
同照顧。在出發前將也會安排行前說明會，給予學員行前指導，確保同學能充分了解活動
期間的相關注意事項。

報名須知

於活動期間，同學將入住位於東京市品川區(Shinagawa)五反田站附近的飯店，2人一
間，配有獨立衛浴、空調、網路等。飯店距離地鐵站步行僅需1分鐘，距離上課教室也僅需
5分鐘，十分方便。同學亦可選擇單人住宿(須補差價3,000元)。飯店有24小時的警衛，安
全無虞。亦備有免費WiFi、洗衣機及烘衣設備，同學可依需求自費使用。

住宿部分

統一搭乘中華航空班機經濟艙，由桃園機場(TPE)來回東京成田機場(NRT)。
到達日本後及搭機返回台灣當天安排團體搭乘成田特快進入東京市區，約1小時車程。
同學只需自行負擔在東京搭乘地鐵捷運的費用，建議購買Suica(類似悠遊卡)。
1/24東京市區遊搭乘遊覽車及遊覽船之費用皆包含在團費內。

交通部分

費用為95,000元，現金優惠價88,800元。11/30前報名僅需85,800元。
包括：東京經濟艙來回機票、紐約大學ALI註冊費、學生活動費、課程費用、住宿費、餐
費、團體旅遊餐費、行程表列活動費用、門票、團體旅遊遊覽車、旅遊平安險、旅遊不便
險等。護照、個人花費、行李超重費請自理。
另有不同的報名選項，只需48,800元起，詳請見官網。
為配合NYU作業，報名請付訂金20,000元，尾款請於出發前45天前繳清。

費用部分

東京市區用餐十分便利，為求同學時間彈性及方便選擇自己喜好，部份餐點請同學自理。
課程階段之午餐統一準備，安排日式餐盒供同學享用，也便於課後交流討論。
1/23自由活動及1/25迪士尼樂園當天全天請同學自理餐點。

用餐部分

・請上官網下載報名表，填妥後回傳到報名信箱 lyc731@gmail.com或來電詢問

・請附上護照及身分證影本以利訂購機票及紐約大學註冊事宜。(護照效期需有6個月以上)

・請將訂金20,000元匯到指定帳戶。註明學生姓名及留存收據以茲證明。

         銀行：(004)台灣銀行 北台中分行      
         戶名：天下國際留遊學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帳號：249 00100 7476  

報名程序

・官方網站：http://www.universal-edu-group.com

・詢問電話：(04) 2225-7288

・郵件信箱：lyc731@gmail.com

・Line Account: universaledu

・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com/universaledugroup

諮詢方式

天下國際留遊學由一群熱愛教育的朋友所共同設立，並由美國紐約大學整合行銷所碩士
Daniel擔任營運長主持。本身畢業於國立政治大學商學院，從大三開始協助紐約大學
(NYU)暑期項目，擔任志工輔導員多年，之後更同時進入紐約大學(NYU)整合行銷所就
讀。這段將近十年期間，Daniel輔導、鼓勵及幫助許多同學完成出國留遊學夢想，也贏得
許多家長的好評，堪稱台灣對於紐約大學暑期項目歷練最完整的人！
由最熟悉此活動的紐約大學校友，帶領你在紐約大學學習，是你最好的選擇！

關於
天下國際
留遊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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