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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大綱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POST-BACCALAUREATE DIPLOMA

WWW.VANWEST.COMINFO@VANWEST.COM

* Program schedule is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學校保留課程更改權

課程時間表範例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3:00 - 6:00 PM 課程一 課程三 課程一 課程三

6:15 - 9:15 PM 課程二 團體討論 課程二

特色
• 供應鏈是加拿大發展最快的產業之一，預期每年在加拿大供應鏈勞動力的空缺將增加65,000個職位
• 完成此課程將使學生成為具有高度市場需求技能的人才
• 供應鏈管理的專業人員在公司中皆任職據有影響力的職位–包含採購、營運、物流、運輸和貿易、 

諮詢、高階管理層等
• 100% 安排學生的有薪工作實習, 以及協助職涯發展的規劃與建立

課程介紹
此課程提供學生供應鏈管理（SCM）之基礎背景。該課程以學生的大學學士學位之經驗為基礎，從溝
通與商業的層面拓展。在學生開始第一期實習工作期之前，將會具備SCM三個主要領域之入門技能： 
採購、營運和後勤;課程重點放在SCM的互連性質，使用分析數據方式來制定決策，以及獲取相關業界人
才所需之知識與技能。

CO-OP 實習工作
Co-op實習工作是此課程中重要的一環，此實習機會不僅為加拿大工作場所提升生產就業力，學生也能
夠將課堂理論和技能應用於該工作上。學生將體驗真正的實作商業活動，並帶著從實習中獲取的新視角
與經驗返回課堂。畢業後，學生將能夠在此領域執行多方面的商業活動，如採購、營運、物流和顧客及
資訊服務、財務支援和專案協調等。

概述

課程長度
• 28 個月 (共 122 週)
• 學術課程 14 個月 (共 1,190 小時)
• Co–op 有薪實習工作 12 個月 (共 900 小時)

職涯機會
• 採購代理商/採購人員
• 採購經理

• 廠務經理
• 企業管理顧問

英語入學要求

• IELTS雅思 6.0 或
• Cambridge劍橋英語: C1 (Advanced) 或 C1 (Business Higher) 或
• 在英語國家完成兩年全日制英語高中或大專課程, 平均完成成績為 C+ 或更高 或
• 完成VanWest College EAP 400 課程(最終成績須為75%以上) 或
• VanWest College 分級測驗: 第八級

學術入學要求 • 大學學士文憑與成績單

開課校區 • 溫哥華

開課日期
• 2019: 10/7
• 2020: 3/23、9/8

費用
(不含書本費)

• 學費:
• 申請報名費:
• 考試/測驗費:
• 總費用:

$18,820
$210
$250
$19,280

畢業專業憑證頒發
• VanWest College 所核發之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學士後文憑
• Co-op 實習工作之雇主推薦信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Language 
Centres

* Course schedule is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學校保留課程更改權

第三學期 (6 個月)

SCM125 Co-op 實習工作

第六學期 (6 個月)

SCM126 Co-op 實習工作

CAPSTONE (2 週)

SCM111 專題研究 / 成果發表

第一學期 (4 個月)

TERM 1—(2 個月)

BUS101 跨文化溝通

BUS107 商業書信

BUS130 Excel 商業數據分析

TERM 2—(2 個月)

BUS114 會計概論

BUS103 行銷概論

BUS123 總體經濟學

第二學期 (4 個月)

TERM 1—(2 個月)

SCM140 採購 & 供應管理

SCM150 營運 & 流程管理

BUS109 職場預備

TERM 2—(2 個月)

SCM160 供應鏈物流管理

BUS105 管理學原理

BUS116 專案管理

第四學期 (4 個月)

TERM 1—(2 個月)

SCM191 永續供應鏈管理

BUS171 人力資源管理 & 監督

BUS118 財務金融

TERM 2—(2 個月)

BUS132 商業分析

BUS141 商業談判

BUS143 合約管理 & 法律

第五學期 (2 個月)

TERM 1—(2 個月)

SCM193 供應鏈風險管理

BUS117 領導技巧

SCM192 供應鏈應用策略 & 分析

4-WEEK BREAK

4-WEEK BREAK

4-WEEK BREAK

4-WEEK BREAK



BUS 101   跨文化溝通

此課程著重於面對面互動情境，能夠幫助瞭解在多元文化工作環境中建立積極

且有效的關係所需的人際溝通技巧。該課程將探索基礎理論、人際關係之差異

源並理解如何處理溝通之障礙。

BUS 103   行銷概論

此行銷入門課程審視了在加拿大及全球市場環境下市場行銷的應用、管理與趨

勢。學生將探索最主要的市場行銷組合元素 (產品、價格、促銷、地點)，以及

如何利用市場行銷組合中的元素為顧客創造價值並滿足客戶之需求。

BUS 105   管理學原理

此課程涵蓋了管理過程的基本概念：計畫、組織、人員、領導以及控制。學生

將發展商業功能性環節的領域與瞭解如何執行複雜的組織決策，強調利用整合

多元的功能架構來達成目標。

BUS 107   商業書信

此實作課程涵蓋了溝通理論以及寫作溝通等技巧，並強調在訓練學生的公共演

說能力。完成此課程後，學生將能夠：清楚地包裝想法、完整且清楚的提供書

面與口語溝通訊息，以及能夠正確的寫出商業相關文案。

BUS 109   職場預備

此課程涵蓋了尋找及獲取工作時所需要之基本技能。課程的主題皆與工作搜尋

策略有關，包含撰寫有效履歷與專業的求職信、面試技巧訓練、人脈建立、網

路求職以及瞭解勞工服務趨勢等。

BUS 114   會計概論

此課程將介紹加拿大商業背景下的會計概念，培養學生發展並學習分析上市公

司財務報表的能力。課程主題包含: 會計資訊系統、收入計量標準介紹、會計

週期、現金及財務報表等。

BUS 116   專案管理

此課程將呈現學生在完成專案時有效的貢獻以及產生直接影響所需要的基本技

能, 課程內容涵蓋了最新的商業發展與挑戰, 以及瞭解何為專案限制、股東問題
與專案章程等項目。

BUS 117   領導技巧

此課程將發展學生的人際關係技巧並教導學生認識人際關係在現今公司組織中

之重要性。課程將透過團體交流、角色扮演、課堂講座以及實作活動來培養必

要核心技能與個人表現能力。整門課主要著重於瞭解如何成為成功的主管與經

理領導角色。

BUS 118   財務金融

此課程著重於瞭解公司財務環境的理論、應用以及財務工具基礎介紹。課程主

題包含: 各種商業表格、財務報表分析、比率、現金流動、未來現金流動估計、

有價證券評估、資本提升以及專案評估與管理等。

BUS 123   總體經濟學

此課程將教授總體經濟學的基本術語、概念與理論，並且著重在當今的國際動
態。課程主題包括需求、供應、經濟成長、通貨膨脹、市場及其對國際貿易和
全球化的影響。

BUS 130   Excel 商業數據分析

此課程將介紹Microsoft Excel及其在業務分析中的用法。教師將會在電腦教
室授課，著重在商業中經常使用的基礎與中級工具。主題包括創建/修改工作
表、使用數據來操作公式、函數以及數據透視表，並且使用排序、圖表和導出
工具顯示資訊。

BUS 132   商業分析 

此課程以商業知識為基礎，為學生提供商業分析的基礎知識。學生將學習該領
域中各種分析方法與工具，並將使用Microsoft Excel來實踐其中的部份方法。

BUS 141   商業談判

此課程將為學生提供談判的基本知識與實踐。課程從介紹關鍵的談判概念和策
略開始，涵蓋感知、認知、情感、權力和人口統計對談判的影響。學生將學習
並且練習談判所需的流程，課程包括許多觀察與練習不同類型談判之機會。

BUS 143   合約管理 & 法律

此課程為學生提供與採購相關的合約管理所需之基本知識與技能。主題包括招
標前置文件、招標、選擇供應商、起草/授予合約、控制合約以及簽訂合約相
關流程、法律和文件，並且涵蓋各國家間合同約管理的差異。

BUS 171   人力資源管理 & 監督

此課程著重在團隊與部門主管之人事管理，而非人力資源專業人員(HR)。該課
程將為人力資源管理提供堅實的基礎，包括監督和領導團隊的組成部分。課程
的第一部分為學生提供招聘、績效管理和人力資源法的概述;課程的後半部分
重於監督、指導與領導有效的團隊。

SCM 140   採購 & 供應管理

此課程旨在介紹採購與供應管理中涉及的角色、政策、程序、組織結構和管
理。將著重在組織盈利與強化永續性以及企業社會責任影響的背景下展示採購
活動。並且涵蓋供應商評估、選擇和管理的方法。 

SCM 150   營運 & 流程管理

此課程主要為介紹供應鏈管理中的操作流程方式。主題包括協同規劃、預測、
補貨、企業資源規劃模型、精實思維、六標準差(Six Sigma)與其他統計過程
控制技術的基礎知識。

SCM 160   供應鏈物流管理

此課程著重商品以及服務的分配與庫存中使用的基本物流概念、結構和流程。
將涵蓋財務、組織、管理和策略方法，訓練學生使用資訊科技提高效率和盈
利能力。

SCM 191   永續供應鏈管理

此課程從社會、環境和經濟角度向學生介紹永續發展的基本概念與理論。 該課
程以此為基礎，以說明促進各項組織以永續經營為目標的業務實踐和策略。課程
設計使學生能夠有效地調查其學習領域內的永續發展實踐。 

SCM 192   供應鏈應用策略 & 分析

此課程為基於所有其他SCM課程的總整課程。學生將學習如何在各種供應鏈環
境中應用供應鏈學習。此課程將使用案例研究作為主要學習方法，學生們將必
須統整學習內容並且完成期末團體報告。

SCM 193  供應鏈風險管理

此課程探討供應鏈管理中風險管理的重要領域。課程的前半部分涉及解決這些
問題所需之風險類型與組織系統;課程的後半部分側重於供應鏈風險管理中使
用的測量、分析與解決方法。

SCM 125   Co-op 工作實習

作為供應鏈管理學士後文憑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Post-Baccalaureate 
Diploma) 課程重要的一環，專業的有薪實習工作將提供學生良好的機會，為
學術研究與相關實習工作經驗做最完整的結合。學生將體驗真正的職場商務活
動，並帶著從實習中獲取的新視角返回課堂。學生將能夠在職業領域執行多方
面的業務職能，如採購、營運、物流、客戶及資訊服務、財務支援與專案協調。

SCM 126  Co-op 工作實習

作為供應鏈管理學士後文憑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Post-Baccalaureate 
Diploma) 課程重要的一環，第二次實習工作建立在第一個實習工作與之後的九
個學術課程之上,為學生提供更深入的供應鏈管理經驗。將有機會在實習公司內
部實施自己的專案，作為其一般職責的一部分。學生將能夠在採購、營運、物流
和與供應鏈管理相關的其他領域執行多方面的業務職能。

SCM 111   專題研究/成果發表

在完成工作實習後，學生需要提交一份報告將課程所學及工作經歷進行總結，

包含整合的書面報告、日誌、代表作品或是透過其他媒介。該課程將幫助學生

撰寫成果發表報告。

課程描述



課程大綱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POST-BACCALAUREATE CERTIFICATE

WWW.VANWEST.COMINFO@VANWEST.COM

4-WEEK BREAK

* Program schedule is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學校保留課程更改權

課程時間表範例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3:00 - 6:00 PM 課程一 課程三 課程一 課程三

6:15 - 9:15 PM 課程二 團體討論 課程二

特色
• 供應鏈是加拿大發展最快的產業之一，預期每年在加拿大供應鏈勞動力的空缺將增加65,000個職位
• 完成此課程將使學生成為具有高度市場需求技能的人才
• 供應鏈管理的專業人員在公司中皆任職據有影響力的職位–包含採購、營運、物流、運輸和貿易、 

諮詢、高階管理層等
• 100% 安排學生的有薪工作實習, 以及協助職涯發展的規劃與建立

課程介紹
此課程提供學生供應鏈管理（SCM）之基礎背景。該課程建立以學生的大學學士學位之經驗為基礎，從
溝通與商業的層面拓展。在學生開始第一期實習工作期之前，將會具備SCM三個主要領域之入門技能：
採購、營運和後勤;課程重點放在SCM的互連性質，使用分析數據方式來制定決策，以及獲取相關業界人
才所需之知識與技能。

CO-OP 實習工作
Co-op實習工作是此課程中重要的一環，此實習機會不僅為加拿大工作場所提升生產就業力，學生也能
夠將課堂理論和技能應用於該工作上。學生將體驗真正的實作商業活動，並帶著從實習中獲取的新視角
與經驗返回課堂。畢業後，學生將能夠在此領域執行多方面的商業活動，如採購、營運、物流和顧客及
資訊服務、財務支援和專案協調等。

概述

課程長度
• 15 個月 (共 66 週)
• 學術課程 8 個月 (共 686 小時)
• Co–op 有薪實習工作 6 個月 (共 450 小時)

職涯機會
• 採購代理商/採購人員
• 採購經理

• 廠務經理
• 企業管理顧問

英語入學要求

• IELTS雅思 6.0 或
• Cambridge劍橋英語: C1 (Advanced) 或 C1 (Business Higher) 或
• 在英語國家完成兩年全日制英語高中或大專課程, 平均完成成績為 C+ 或更高 或
• 完成VanWest College EAP 400 課程(最終成績須為75%以上) 或
• VanWest College 分級測驗: 第八級

學術入學要求 • 大學學士文憑與成績單

開課校區 • 溫哥華

開課日期
• 2019: 10/7
• 2020: 3/23、9/8

費用
(不含書本費)

• 學費:
• 申請報名費:
• 考試/測驗費:
• 總費用:

$12,730
$210
$250
$13,190

畢業專業憑證頒發
• VanWest College所核發之Supply Chain Management 學士後證書
• Co-op實習工作之雇主推薦信

第三學期 (6 個月)

SCM125 Co-op 實習工作

* Course schedule is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學校保留課程更改權

CAPSTONE (2 週)

SCM111 專題研究 / 成果發表

第一學期 (4 個月)

TERM 1—(2 個月)

BUS101 跨文化溝通

BUS107 商業書信

BUS130 Excel 商業數據分析

TERM 2—(2 個月)

BUS114 會計概論

BUS103 行銷概論

BUS123 總體經濟學

第二學期 (4 個月)

TERM 1—(2 個月)

SCM140 採購 & 供應管理

SCM150 營運 & 流程管理

BUS109 職場預備

TERM 2—(2 個月)

SCM160 供應鏈物流管理

BUS105 管理學原理

BUS116 專案管理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Language 
Centres

4-WEEK BREAK



BUS 101   跨文化溝通

此課程著重於面對面互動情境，能夠幫助瞭解在多元文化工作環境中建立積極

且有效的關係所需的人際溝通技巧。該課程將探索基礎理論、人際關係之差異

源並理解如何處理溝通之障礙。

BUS 103   行銷概論

此行銷入門課程審視了在加拿大及全球市場環境下市場行銷的應用、管理與趨

勢。學生將探索最主要的市場行銷組合元素 (產品、價格、促銷、地點)，以及

如何利用市場行銷組合中的元素為顧客創造價值並滿足客戶之需求。

BUS 105   管理學原理

此課程涵蓋了管理過程的基本概念：計畫、組織、人員、領導以及控制。學生

將發展商業功能性環節的領域與瞭解如何執行複雜的組織決策，強調利用整合

多元的功能架構來達成目標。

BUS 107   商業書信

此實作課程涵蓋了溝通理論以及寫作溝通等技巧，並強調在訓練學生的公共演

說能力。完成此課程後，學生將能夠：清楚地包裝想法、完整且清楚的提供書

面與口語溝通訊息，以及能夠正確的寫出商業相關文案。

BUS 109   職場預備

此課程涵蓋了尋找及獲取工作時所需要之基本技能。課程的主題皆與工作搜尋

策略有關，包含撰寫有效履歷與專業的求職信、面試技巧訓練、人脈建立、網

路求職以及瞭解勞工服務趨勢等。

BUS 114   會計概論

此課程將介紹加拿大商業背景下的會計概念，培養學生發展並學習分析上市公

司財務報表的能力。課程主題包含: 會計資訊系統、收入計量標準介紹、會計

週期、現金及財務報表等。

BUS 116   專案管理

此課程將呈現學生在完成專案時有效的貢獻以及產生直接影響所需要的基本技

能, 課程內容涵蓋了最新的商業發展與挑戰, 以及瞭解何為專案限制、股東問題
與專案章程等項目。

BUS 123   總體經濟學

此課程將教授總體經濟學的基本術語、概念與理論，並且著重在當今的國際動
態。課程主題包括需求、供應、經濟成長、通貨膨脹、市場及其對國際貿易和
全球化的影響。

BUS 130   Excel 商業數據分析

此課程將介紹Microsoft Excel及其在業務分析中的用法。教師將會在電腦教
室授課，著重在商業中經常使用的基礎與中級工具。主題包括創建/修改工作
表、使用數據來操作公式、函數以及數據透視表，並且使用排序、圖表和導出
工具顯示資訊。

SCM 140   採購 & 供應管理

此課程旨在介紹採購與供應管理中涉及的角色、政策、程序、組織結構和管
理。將著重在組織盈利與強化永續性以及企業社會責任影響的背景下展示採購
活動。並且涵蓋供應商評估、選擇和管理的方法。 

SCM 150   營運 & 流程管理

此課程主要為介紹供應鏈管理中的操作流程方式。主題包括協同規劃、預測、
補貨、企業資源規劃模型、精實思維、六標準差(Six Sigma)與其他統計過程
控制技術的基礎知識。

SCM 160   供應鏈物流管理

此課程著重商品以及服務的分配與庫存中使用的基本物流概念、結構和流程。
將涵蓋財務、組織、管理和策略方法，訓練學生使用資訊科技提高效率和盈
利能力。

SCM 125   Co-op 工作實習

作為供應鏈管理學士後證書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Post-Baccalaureate 
Certificate) 課程重要的一環，專業的有薪實習工作將提供學生良好的機會，為
學術研究與相關實習工作經驗做最完整的結合。學生將體驗真正的職場商務活
動，並帶著從實習中獲取的新視角返回課堂。學生將能夠在職業領域執行多方
面的業務職能，如採購、營運、物流、客戶及資訊科技、財務支援與專案協調。

SCM 111   專題研究/成果發表

在完成工作實習後，學生需要提交一份報告將課程所學及工作經歷進行總結，

包含整合的書面報告、日誌、代表作品或是透過其他媒介。該課程將幫助學生

撰寫成果發表報告。

課程描述



課程大綱

* Course schedule is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學校保留課程更改權

* Program schedule is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學校保留課程更改權

COMMERCE & MARKETING CO–OP DIPLOMA

特色
• 提升各項商業領域的工作就業機會, 例如商業管理、財務金融與管理、管理與銷售服務, 預計將會有 

50% 的職位空缺 (BC 省的 2024 年勞動力市場前景)。

• 加強現今雇主最重視的實作技能與職場實戰經驗。

• 畢業時除取得 VanWest College 的文憑外, 並可獲得由加拿大專業銷售協會 (Canadian Professional 
Sales Association) 所核發的專業銷售證書。

• 100% 安排學生的有薪工作實習, 以及協助職涯發展的規劃與建立。 

課程介紹
此為期兩年的實習文憑課程，主要著重於商業基本原理並給予學生親身實作技能, 加
強學生未來於貿易與行銷部門的就業競爭力。課程內容包含以現今企業經營觀念以及
真實案例來訓練學生的全球化觀點, 並理解貿易及行銷產業之環境。

CANADIAN PROFESSIONAL SALES ASSOCIATION (加拿大專業銷售協會)
Certified Sales Professional (CSP) 經認證的銷售專業指定證書為北美傑出的銷售標準, 協會的成員包含
高級主管、企業家、銷售經理、銷售代表與銷售代理。擁有CSP證書可以向人事招聘經理證明該學生是有
能力且有道德的諮詢銷售專家, 為展現他們追求卓越與成就的最佳保障。

CO-OP實習工作
作為貿易與行銷實習文憑課程重要的一環，專業的有薪實習工作將提供學生良好的機會，為學術研究與相
關實習工作經驗做最完整的結合。學生將體驗真正的實作商務活動，並帶著從實習中獲取的新視角與經驗
返回課堂。畢業後，學生將能夠執行多方面的商務活動，例如：專案管理、商業分析、會計、銷售、團隊
合作與產業研究等，以提升公司的市場行銷效能。

概述

WWW.VANWEST.COMINFO@VANWEST.COM

課程時間表範例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3:00-6:00 PM 課程一 課程三 課程一 課程三

6:15-9:15 PM 課程二 團體討論 課程二

4-WEEK BREAK

4-WEEK BREAK

4-WEEK BREAK

4-WEEK BREAK

第一學期 (4 個月)

TERM 1 — (2 個月)

BUS101 跨文化溝通

BUS107 商業書信

BUS109 職場預備

TERM 2 — (2 個月)

BUS102 職場人際關係技巧

BUS105 管理學原理

BUS106 顧客服務技巧

第三學期 (4 個月)

TERM 1 — (2 個月)

BUS104 組織行為

BUS114 會計概論

BUS117 領導技巧

TERM 2 — (2 個月)

BUS103 行銷概論

BUS115 社群媒體行銷

BUS116 專案管理

第五學期 (4 個月)

TERM 1 — (2 個月)

BUS108 銷售技巧與策略

BUS120 電子商務

BUS119 銷售管理

TERM 2 — (2 個月)

BUS111 專題研究 / 成果發表

BUS118 財務金融

BUS121 市場研究

課程長度
• 26 個月 (共 112 週)
• 學術課程12個月 (共 966 小時)
• Co-op有薪實習工作12個月 (共 900 小時)

職涯機會 • 技術銷售代表
• 行銷人員

• 廣告專案助理
• 企業家/創業者

英語入學要求
• IELTS 雅思 5.5 或
• 完成 VanWest College 英語第七級或 EAP 300 (最終成績須為 75% 以上) 或
• VanWest College 分級測驗: 第八級

學術入學要求
• 高中 (Grade 12) 以上文憑與成績單 或
• 普通教育發展證書 (GED) 或
• 社會人士學生證明

開課校區 • 溫哥華

開課日期 • 2019: 2/25、4/22、6/17、8/12、10/7、12/2
• 2020: 1/27、3/23、5/19、7/13、9/8、11/2、12/28

費用
(不含書本費)

• 學費:
• 申請報名費:
• 考試/測驗費:
• 總費用:

$18,820
$210
$250
$19,280

畢業專業憑證頒發
• VanWest College 所核發之 Commerce & Marketing Co-op 文憑
• Canadian Professional Sales Association 所核發之專業銷售證書
• Co-op 實習工作之雇主推薦信

第四學期 (6 個月)

BUS122 Co–op工作實習

第二學期 (6 個月)

BUS122 Co–op工作實習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Language 
Centres



BUS 101   跨文化溝通
此課程著重於面對面互動情境，能夠幫助瞭解在多元文化工作環境中建立積極
且有效的關係所需的人際溝通技巧。該課程將探索基礎理論、人際關係之差異
源並理解如何處理溝通之障礙。

BUS 102   職場人際關係技巧
此課程著重於面對面互動情境，培養學生的團隊合作、人際關係、表達與聆
聽、解決問題以及領導技巧。課程核心部分包含基本人際溝通理論、語言與非
語言溝通技巧以及探討道德倫理人際關係行為。

BUS 103   行銷概論
此行銷入門課程審視了在加拿大及全球市場環境下市場行銷的應用、管理與趨
勢。學生將探索最主要的市場行銷組合元素 (產品、價格、促銷、地點), 以及
如何利用市場行銷組合中的元素為顧客創造價值並滿足客戶之需求。

BUS 104   組織行為
此課程從行為科學角度概述了組織與管理，探索形成個人、群體、組織以及文
化動力的因素。學生們將應用這些概念並進行多面向的討論, 並運用所學完整
地審視自身的行為與信念。

BUS 105   管理學原理
此課程涵蓋了管理過程的基本概念：計畫、組織、人員、領導以及控制。學生
將發展商業功能性環節的領域與瞭解如何執行複雜的組織決策。強調利用整合
多元的功能架構來達成目標。

BUS 106   顧客服務技巧
此課程提供公共與顧客關係的知識及實作技能。主題包含：人際關係、積極的
顧客態度與意識、形象與專業性、優質的客戶服務、特殊需求顧客、應對棘手
客戶、衝突解決與協商；公共演說以及處理媒體關係。

BUS 107   商業書信
此實作課程涵蓋了溝通理論以及寫作溝通等技巧, 並強調在訓練學生的公共演
說能力。完成此課程後，學生將能夠：清楚地包裝想法、完整且清楚的提供書
面與口語溝通訊息, 以及能夠正確的寫出商業相關文案。

BUS 108   銷售技巧與策略
此課程全面涵蓋了銷售諮詢、策略性銷售、關係行銷、合作夥伴、增值銷售以
及銷售自動化，培養學生發表策略以及自我與他人管理的能力。學生將在課堂
上進行研究調查，並在討論後將他們的探討結果進行彙報。

BUS 109   職場預備
此課程涵蓋了尋找及獲取工作時所需要之基本技能。課程的主題皆與工作搜尋
策略有關, 包含撰寫有效履歷與專業的求職信、面試技巧訓練、人脈建立、網
路求職以及瞭解勞工服務趨勢等。

BUS 111   專題研究/成果發表
在完成工作實習後，學生需要提交一份報告將課程所學及工作經歷進行總結，
包含整合的書面報告、日誌、代表作品或是透過其他媒介。該課程將幫助學生
撰寫成果發表報告。

BUS 114   會計概論
此課程將介紹加拿大商業背景下的會計概念, 培養學生發展並學習分析上市公
司財務報表的能力。課程主題包含: 會計資訊系統、收入計量標準介紹、會計
週期、現金及財務報表等。

BUS 115   社群媒體行銷
此課程將幫助學生瞭解社群媒體在建立商業關係中的應用, 並對其進行了概述。
學生同時將探索如何制定社群媒體行銷計畫以實現商業目標, 並學習如何利用 
Facebook 跟 Twitter 來維持一個有效的網路形象。

BUS 116   專案管理
此課程將呈現學生在完成專案時有效的貢獻以及產生直接影響所需要的基本技
能, 課程內容涵蓋了最新的商業發展與挑戰, 以及及瞭解何為專案限制、股東問
題與專案章程等項目。

BUS 117   領導技巧
此課程將發展學生的人際關係技巧並教導學生認識人際關係在現今公司組織中
之重要性。課程將透過團體交流、角色扮演、課堂講座以及實作活動來培養必
要核心技能與個人表現能力。整門課主要著重於瞭解如何成為成功的主管與經
理領導角色。

BUS 118   財務金融
此課程著重於瞭解公司財務環境的理論、應用以及財務工具基礎介紹。課程主
題包含: 各種商業表格、財務報表分析、比率、現金流動、未來現金流動估計、
有價證券評估、資本提升以及專案評估與管理等。

BUS 119   銷售管理
此課程將通過整合現今技術、研究以及策略性計畫活動, 使學生做好準備在現
在競爭激烈的全球化經濟中, 成為一名有效的銷售經理。課程主題包含: 銷售經
理角色、買賣流程、顧客關係管理、組織銷售團隊、銷售預測與預算、挑選人
員、培訓人員、補償及激勵銷售人員。

BUS 120   電子商務
此課程將幫助學生研究網路如何快速地成為各項產業中主要的業務溝通、行銷以
及商業媒介之一, 並理解管理人員如何有效地利用該工具去執行組織的策略性計
畫。學生透過此課程熟悉正在崛起的電子商務商業模式及技術。

BUS 121   市場研究
此課程的主要目的在於使學生學習市場行銷研究的關鍵概念與方法, 並提升學
生理解應用研究工具來解決職場上遇到的業務問題。課程主題包含: 市場研究
與研究設計概論、探索性研究、描述性研究、測量、抽樣以及資料分析等。

BUS 122   Co-op工作實習
作為貿易與行銷實習文憑 (Commerce & Marketing Co–op Diploma) 課程重
要的一環, 專業的有薪實習工作將提供學生良好的機會, 為學術研究與相關實習
工作經驗做最完整的結合。學生將體驗真正的實作商務活動, 並帶著從實習中獲
取的新視角返回課堂。畢業後, 學生將擁有全方位的商務技能, 可運用於以下職
涯: 顧客/資訊服務代表、零售商銷售員、金融服務人員、市場協調專員、專案
協調專員、廣告助理以及小企業主。

課程描述



課程大綱

* Course schedule is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學校保留課程更改權

* Program schedule is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學校保留課程更改權

BUSINESS MANAGEMENT CO–OP DIPLOMA

特色
• 學習製作商業專案與職場情境模擬, 提供現今產業職場上所需之重要技能訓練。

• 協助學生瞭解現今職場機會並提供相關職業之實作技巧保障。

• 建立商業管理必要的基礎技能及領導技巧。

• 100%安排學生的有薪工作實習，以及協助職涯發展的規劃與建立。 

課程介紹

此課程將提供學生實作性的技能與策略、整合專業知識與工作經驗使學生成為成功的領導者及經理。學
生將全面性的理解商業管理基本技能並達成未來商業策略之目標。課程主要著重於職場工作環境商業管
理層面概念之運用, 學生將透過課程發展並取得廣泛之職場技能，以應用於管理、市場行銷、金融會計、
商業溝通與領導之產業。

CO-OP實習工作

作為商業管理實習文憑課程重要的一環, 專業的有薪實習工作將提供學生良好的機會, 為學術研究與相關
實習工作經驗做最完整的結合。學生將體驗真正的職場商務活動, 並帶著從實習中獲取的新視角與經驗返
回課堂。畢業生將能夠執行多方面的業務活動, 如專案管理、業務分析、會計、銷售、團隊合作和研究以
及支援組織的行銷活動。

概述

WWW.VANWEST.COMINFO@VANWEST.COM

課程時間表範例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3:00-6:00 PM 課程一 課程三 課程一 課程三

6:15-9:15 PM 課程二

團體討論一

課程二團體討論二

團體討論三

4-WEEK BREAK

4-WEEK BREAK

第一學期 (4 個月)

TERM 1 — (2 個月)

BUS101 跨文化溝通

BUS107 商業書信

BUS109 職場預備

TERM 2 — (2 個月)

BUS102 職場人際關係技巧

BUS103 行銷概論

BUS105 管理學原理

第三學期 (4 個月)

TERM 1 — (2 個月)

BUS104 組織行為

BUS114 會計概論

BUS117 領導技巧

TERM 2 — (2 個月)

BUS116 專案管理

BUS115 社群媒體行銷

BUS111 專題研究 / 成果發表

課程長度
• 15 個月 (共 64 週)
• 學術課程8 個月 (共 630 小時)
• Co–op 有薪實習工作6 個月 (共 450 小時)

職涯機會
• 帳戶服務代表
• 經理助理
• 行政管理助理

• 專案助理
• 零售商管理階層

英語入學要求
• IELTS 雅思5.5 或
• 完成VanWest 英語第七級或 EAP 300 (最終成績須為75%以上) 或
• VanWest 分級測驗: 第八級

學術入學要求
• 高中(Grade 12) 以上文憑與成績單或
• 普通教育發展證書(GED) 或
• 社會人士學生證明

開課校區 • 溫哥華

開課日期 • 2019: 2/25、4/22、6/17、8/12、10/7、12/2
• 2020: 1/27、3/23、5/19、7/13、9/8、11/2、12/28

費用
(不含書本費)

• 學費:
• 申請報名費:
• 考試/測驗費:
• 總費用:

$12,730
$210
$250
$13,190

畢業專業憑證頒發 • VanWest College 所核發之Business Management Co–op文憑
• Co-op 實習工作之雇主推薦信

第二學期 (6 個月)

BUS113 Co–op工作實習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Language 
Centres



BUS 101   跨文化溝通
此課程著重於面對面互動情境，能夠幫助瞭解在多元文化工作環境中建立積極
且有效的關係所需的人際溝通技巧。該課程將探索基礎理論、人際關係之差異
源並理解如何處理溝通之障礙。

BUS 102   職場人際關係技巧
此課程著重於面對面互動情境，培養學生的團隊合作、人際關係、表達與聆
聽、解決問題以及領導技巧。課程核心部分包含基本人際溝通理論、語言與非
語言溝通技巧以及探討道德倫理人際關係行為。

BUS 103   行銷概論
此行銷入門課程審視了在加拿大及全球市場環境下市場行銷的應用、管理與趨
勢。學生將探索最主要的市場行銷組合元素 (產品、價格、促銷、地點), 以及
如何利用市場行銷組合中的元素為顧客創造價值並滿足客戶之需求。

BUS 104   組織行為
此課程從行為科學角度概述了組織與管理，探索形成個人、群體、組織以及文
化動力的因素。學生們將應用這些概念並進行多面向的討論, 並運用所學完整
地審視自身的行為與信念。

BUS 105   管理學原理
此課程涵蓋了管理過程的基本概念：計畫、組織、人員、領導以及控制。學生
將發展商業功能性環節的領域與瞭解如何執行複雜的組織決策。強調利用整合
多元的功能架構來達成目標。

BUS 107   商業書信
此實作課程涵蓋了溝通理論以及寫作溝通等技巧, 並強調在訓練學生的公共演
說能力。完成此課程後，學生將能夠：清楚地包裝想法、完整且清楚的提供書
面與口語溝通訊息, 以及能夠正確的寫出商業相關文案。

BUS 109   職場預備
此課程涵蓋了尋找及獲取工作時所需要之基本技能。課程的主題皆與工作搜尋
策略有關, 包含撰寫有效履歷與專業的求職信、面試技巧訓練、人脈建立、網
路求職以及瞭解勞工服務趨勢等。

BUS 111   專題研究/成果發表
在完成工作實習後，學生需要提交一份報告將課程所學及工作經歷進行總結，
包含整合的書面報告、日誌、代表作品或是透過其他媒介。該課程將幫助學生
撰寫成果發表報告。

BUS 114   會計概論
此課程將介紹加拿大商業背景下的會計概念, 培養學生發展並學習分析上市公
司財務報表的能力。課程主題包含: 會計資訊系統、收入計量標準介紹、會計
週期、現金及財務報表等。

BUS 115   社群媒體行銷
此課程將幫助學生瞭解社群媒體在建立商業關係中的應用, 並對其進行了概述。
學生同時將探索如何制定社群媒體行銷計畫以實現商業目標, 並學習如何利用 
Facebook 跟 Twitter 來維持一個有效的網路形象。

BUS 116   專案管理
此課程將呈現學生在完成專案時有效的貢獻以及產生直接影響所需要的基本技
能, 課程內容涵蓋了最新的商業發展與挑戰, 以及及瞭解何為專案限制、股東問
題與專案章程等項目。

BUS 117   領導技巧
此課程將發展學生的人際關係技巧並教導學生認識人際關係在現今公司組織中
之重要性。課程將透過團體交流、角色扮演、課堂講座以及實作活動來培養必
要核心技能與個人表現能力。整門課主要著重於瞭解如何成為成功的主管與經
理領導角色。

BUS 113   Co-op工作實習
作為商業管理實習文憑 (Business Management Co-op Diploma) 課程重要的
一環, 專業的有薪實習工作將提供學生良好的機會, 為學術研究與相關實習工作
經驗做最完整的結合。學生將體驗真正的職場商務活動, 並帶著從實習中獲取
的新視角返回課堂。畢業生將能夠執行多方面的業務活動, 如專案管理、業務
分析、會計、銷售團隊合作和研究以及支援組織的行銷活動。

課程描述



課程大綱

* Course schedule is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學校保留課程更改權

HOSPITALITY MANAGEMENT CO–OP DIPLOMA

特色
• 為全球熱門產業之一，課程訓練並培養旅遊與飯店管理之專業人才，授課將與飯店業連結學生將能獲得實

作經驗。

• 幫助畢業生在各相關產業領域就業，如飯店/住宿管理、餐飲服務、旅遊/觀光業以及行銷與銷售等職務。

• 培養學生的國際視野與專業素養來達到職涯目標。

• 100% 安排學生的有薪工作實習, 以及協助職涯發展的規劃與建立。 

課程介紹

此課程為提供學生飯店與其他類型住宿管理與操作流程之基礎知識與實作經驗。課程注重透過產業之諮
詢著重在顧客服務、有效溝通、營收管理與各細節之實踐。以培養學生成為飯店管理領域之優秀人才。

CO-OP實習工作

作為飯店管理實習文憑課程重要的一環, 專業的有薪實習工作將提供學生良好的機會, 為學術研究與相關
實習工作經驗做最完整的結合。學生將體驗真正的職場商務活動, 並帶著從實習中獲取的新視角與經驗返
回課堂。畢業生將能夠執行多方面的業務活動, 如專案管理、業務分析、會計、銷售、團隊合作和研究以
及支援組織的行銷活動。畢業生將能夠在相關職場領域執行多方面的業務職能，如飯店前台管理、客房
服務管理、餐飲操作管理。

概述

WWW.VANWEST.COMINFO@VANWEST.COM

4-WEEK BREAK

4-WEEK BREAK

課程時間表範例

* Program schedule is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學校保留課程更改權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3:00-6:00 PM 課程一 課程三 課程一 課程三

6:15-9:15 PM 課程二 團體討論 課程二

第一學期 (4 個月)

TERM 1 — (2 個月)

BUS106 顧客服務技巧

BUS109 職場預備

HOS140 飯店前台管理

TERM 2 — (2 個月)

BUS102 職場人際關係技巧

HOS150 客房服務管理

HOS160 餐飲操作管理

第三學期 (4 個月)

TERM 1 — (2 個月)

BUS114 會計概論

BUS130 Excel 商業數據分析

BUS107 商業書信

TERM 2 — (2 個月)

HOS132 餐旅營收管理

BUS115 社群媒體行銷

BUS171 人力資源管理 & 監督

課程長度
• 15 個月 (共 64 週)
• 學術課程 8 個月 (共 672 小時)
• Co–op有薪實習工作 6 個月 (共 450 小時)

職涯機會 • 客房服務專員
• 旅遊服務主管

• 餐飲服務主管
• 住宿服務主管

英語入學要求

• IELTS 雅思 5.5, or
• TOEFL 托福 IBT 60 以上, or
• TOEIC 多益 605 以上, or
• CEFR 歐洲共同語言參考標準 B2 以上, or
• Cambridge劍橋英語: C1 (Advanced) 或 C1 (Business Vantage) 或
• 在英語國家完成兩年全日制英語高中或大專課程, 平均完成成績為 C+ 或更高 或
• 完成 VanWest College 英語EAP 300 (最終成績須為 75% 以上) 或
• VanWest College 分級測驗: 第八級

學術入學要求
• 高中 (Grade 12) 以上文憑與成績單 或
• 普通教育發展證書 (GED) 或
• 社會人士學生證明

開課校區 • 溫哥華

開課日期 • 2020: 3/23、5/19、7/13、9/8、11/2、12/28

費用
(不含書本費)

• 學費:
• 申請報名費:
• 考試/測驗費:
• 總費用:

$12,920
$210
$250
$13,380

畢業專業憑證頒發 • VanWest College 所核發之Hospitality Management Co-op文憑
• Co-op 实习工作之雇主推荐信

第二學期 (6 個月)

HOS125 Co–op工作實習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Language 
Centres



BUS 102   職場人際關係技巧
此課程著重於面對面互動情境，培養學生的團隊合作、人際關係、表達與聆
聽、解決問題以及領導技巧。課程核心部分包含基本人際溝通理論、語言與非
語言溝通技巧以及探討道德倫理人際關係行為。

BUS 106   顧客服務技巧
此課程提供公共與顧客關係的知識及實作技能。主題包含: 人際關係、積極的
顧客態度與意識、形象與專業性、優質的客戶服務、特殊需求顧客、應對棘手
客戶、衝突解決與協商；公共演說以及處理媒體關係。

BUS 107   商業書信
此實作課程涵蓋了溝通理論以及寫作溝通等技巧, 並強調在訓練學生的公共演
說能力。完成此課程後，學生將能夠：清楚地包裝想法、完整且清楚的提供書
面與口語溝通訊息, 以及能夠正確的寫出商業相關文案。

BUS 109   職場預備
此課程涵蓋了尋找及獲取工作時所需要之基本技能。課程的主題皆與工作搜尋
策略有關, 包含撰寫有效履歷與專業的求職信、面試技巧訓練、人脈建立、網
路求職以及瞭解勞工服務趨勢等。

BUS 114   會計概論
此課程將介紹加拿大商業背景下的會計概念, 培養學生發展並學習分析上市公
司財務報表的能力。課程主題包含: 會計資訊系統、收入計量標準介紹、會計
週期、現金及財務報表等。

BUS 115   社群媒體行銷
此課程將幫助學生瞭解社群媒體在建立商業關係中的應用, 並對其進行了概
述。生同時將探索如何制定社群媒體行銷計畫以實現商業目標, 並學習如何利
用Facebook 跟 Twitter 來維持一個有效的網路形象。

BUS 130   Excel 商業數據分析
此課程將介紹Microsoft Excel及其在業務分析中的用法。教師將會在電腦教
室授課，著重在商業中經常使用的基礎與中級工具。主題包括創建/修改工作
表、使用數據來操作公式、函數以及數據透視表，並且使用排序、圖表和導出
工具顯示資訊。 

BUS 171   人力資源管理 & 監督
此課程著重在團隊與部門主管之人事管理，而非人力資源專業人員(HR)。該課
程將為人力資源管理提供堅實的基礎，包括監督和領導團隊的組成部分。課程
的第一部分為學生提供招聘、績效管理和人力資源法的概述;課程的後半部分
重於監督、指導與領導有效的團隊。

HOS 132   餐旅營收管理
此課程幫助學生為個人與團隊內之工作做好完善準備，以大幅提高飯店/住宿
業務的收入。主題包括指標、收益管理軟體、戰略定價和費率、容量以及銷售
通路管理。學生將通過案例研究、分析練習與模擬學習來獲得全方位之技能。

HOS 140   飯店前台管理
此課程通過詳細介紹飯店之業務流程，從預訂流程到結帳與帳戶結算，提供了前
台辦公程序的系統化方式管理的知識。此課程也檢視了有效之前台管理的各種要
素，特別注意前台業務的規劃、評估以及人力資源管理。前台辦公流程與管理
之整體運營之部分教學將會在實體飯店內授課。此課程使用 AHLEI (American 
Hotel & Lodging Educational Institute) 之課綱，完成課程後，學生可以選擇
並通過一些額外的課程學習、參與AHLEI考試來獲得AHLEI課程完成之證書。

HOS 150   客房服務管理
此課程概述了住宿設施內的客房操作的規劃和實施。除清潔房間公共區域
和洗衣房外，還包括庫存管理、環境永續性與安全性等主題。此課程使用
AHLEI(American Hotel & Lodging Educational Institute) 之課綱，完成課程
後，學生可以選擇並通過一些額外的課程學習、參與AHLEI考試來獲得AHLEI
課程完成之證書

HOS 160   餐飲操作管理
本課程提供學生餐飲產業之前期製作、生產和服務變化的基本知識與技能。學
生將在運營、行銷、成本管理、菜單製作、食品安全、酒精飲料服務/責任以
及各種餐飲的準備等各方面的相關知識。此課程使用 AHLEI(American Hotel 
& Lodging Educational Institute) 之課綱，完成課程後，學生可以選擇並通過
一些額外的課程學習、參與AHLEI考試來獲得AHLEI課程完成之證書。此外，學
生可以通過課程內容選擇考取並獲得Foodsafe I 和 Serving it Right 之認證。

HOS 125   飯店管理 Co-op 工作實習
作為飯店管理管理實習文憑 (Hospitality Management Co-op Diploma) 課程
重要的一環，專業的有薪實習工作將提供學生良好的機會，為學術研究與相關
實習工作經驗做最完整的結合。學生將體驗真正的職場商務活動，並帶著從實
習中獲取的新視角返回課堂。畢業後，學生將能夠在相關職場領域執行多方面
的業務職能，如飯店前台管理、客房服務管理、餐飲操作管理。

課程描述



課程大綱

PROFESSIONAL CUSTOMER SERVICE CO–OP CERTIFICATE

特色
• 提供學生顧客關係維護與商業環境所需的業務流程之基礎知識，領導學生執行成功的顧客服務與銷售

環境技能。

• 學生將學會如何在加拿大職場環境中有效且自信地溝通。

• 學術課程內容注重實務，將會實際應用真實的顧客服務產業案例來進行教學。

• 100%安排學生的有薪工作實習，以及協助職涯發展的規劃與建立。 

課程介紹

學生將會學習如何最大值且有效地利用所學之顧客服務技能，去改善整體的客戶及業務關係以及如何在多
元的工作環境中執行策略並進行有效地溝通。畢業後，學生將成功的進入服務產業並不斷地提升個人專業
顧客服務職涯。

CO-OP實習工作

作為專業顧客服務實習證書課程重要的一環，專業的有薪實習工作將提供學生良好的機會，為學術研究與
相關實習工作經驗做最完整的結合。學生將體驗真正的職場工作，並帶著從實習中獲取的新視角與經驗返
回課堂。畢業後，學生將擁有公共及顧客關係之知識及技能，例如：滿足多元文化客戶需求之策略、跨文
化間有效之溝通、團隊合作能力、問題解決與應對棘手顧客情形、發展顧客關係以及為雇主創造價值等。

概述

WWW.VANWEST.COMINFO@VANWEST.COM

* Program schedule is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學校保留課程更改權

課程時間表範例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3:00-6:00 PM 課程一 課程三 課程一 課程三

6:15-9:15 PM 課程二

團體討論一

課程二團體討論二

團體討論三

2-WEEK BREAK

第一學期 (4 個月)

TERM 1 — (2 個月)

BUS101 跨文化溝通

BUS107 商業書信

BUS109 職場預備

TERM 2 — (2 個月)

BUS102 職場人際關係技巧 

BUS103 行銷概論

BUS106 顧客服務技巧

課程長度
• 8 個月 (共 36 週)
• 學術課程 4 個月 (共 350 小時)
• Co–op有薪實習工作4 個月 (共 336 小時)

職涯機會
• 零售商銷售員
• 行政管理助理
• 顧客服務

• 客戶服務代表
• 餐廳服務代表

英語入學要求
• IELTS 雅思5.5 或
• 完成VanWest 英語第七級或 EAP 300 (最終成績須為75%以上) 或
• VanWest 分級測驗: 第八級

學術入學要求
• 高中(Grade 12) 以上文憑與成績單或
• 普通教育發展證書(GED) 或
• 社會人士學生證明

開課校區 • 溫哥華
• 基洛納

開課日期 • 2019: 2/25、4/22、6/17、8/12、10/7、12/2
• 2020: 1/27、3/23、5/19、7/13、9/8、11/2、12/28

費用
(不含書本費)

• 學費:
• 申請報名費:
• 考試/測驗費:
• 總費用:

$8,135
$210
$250
$8,595

畢業專業憑證頒發 • VanWest College 所核發之Professional Customer Service Co–op證書
• Co-op 實習工作之雇主推薦信

第二學期 (4 個月)

BUS112 Co–op 工作實習

第二學期 (2 週)

BUS111 專題研究 / 成果發表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Language 
Centres

* Course schedule is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學校保留課程更改權



BUS 101   跨文化溝通
此課程著重於面對面互動情境，能夠幫助瞭解在多元文化工作環境中建立積極
且有效的關係所需的人際溝通技巧。該課程將探索基礎理論、人際關係之差異
源並理解如何處理溝通之障礙。

BUS 102   職場人際關係技巧
此課程著重於面對面互動情境，培養學生的團隊合作、人際關係、表達與聆
聽、解決問題以及領導技巧。課程核心部分包含基本人際溝通理論、語言與非
語言溝通技巧以及探討道德倫理人際關係行為。

BUS 103   行銷概論
此行銷入門課程審視了在加拿大及全球市場環境下市場行銷的應用、管理與趨
勢。學生將探索最主要的市場行銷組合元素 (產品、價格、促銷、地點), 以及
如何利用市場行銷組合中的元素為顧客創造價值並滿足客戶之需求。

BUS 106   顧客服務技巧
此課程提供公共與顧客關係的知識及實作技能。主題包含: 人際關係、積極的
顧客態度與意識、形象與專業性、優質的客戶服務、特殊需求顧客、應對棘手
客戶、衝突解決與協商；公共演說以及處理媒體關係。

BUS 107   商業書信
此實作課程涵蓋了溝通理論以及寫作溝通等技巧, 並強調在訓練學生的公共演
說能力。完成此課程後，學生將能夠：清楚地包裝想法、完整且清楚的提供書
面與口語溝通訊息, 以及能夠正確的寫出商業相關文案。

BUS 109   職場預備
此課程涵蓋了尋找及獲取工作時所需要之基本技能。課程的主題皆與工作搜尋
策略有關, 包含撰寫有效履歷與專業的求職信、面試技巧訓練、人脈建立、網
路求職以及瞭解勞工服務趨勢等。

BUS 111   專題研究/成果發表
在完成工作實習後，學生需要提交一份報告將課程所學及工作經歷進行總結，
包含整合的書面報告、日誌、代表作品或是透過其他媒介。該課程將幫助學生
撰寫成果發表報告。

BUS 112   Co-op工作實習
作為專業顧客服務實習證書課程重要的一環，專業的有薪實習工作將提供學生良
好的機會，為學術研究與相關實習工作經驗做最完整的結合。學生將體驗真正
的職場工作，並帶著從實習中獲取的新視角與經驗返回課堂。畢業後，學生將
擁有能夠全方位的執行公共及顧客關係的知識及技能，並可運用於以下職涯：
顧客/資訊服務代表、零售商銷售員、金融服務人員以及飯店/旅遊服務人員。

課程描述



課程大綱

* Program schedule is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學校保留課程更改權

CROSS–CULTURAL BUSINESS COMMUNICATION DIPLOMA

特色
• 主要著重於職業工作發展, 學生將學習必要的工作技能並將所學應用於國際化及多元文化工作環境中。

• 培養並建立學生自信地用英語口語與書面進行有效地溝通。

• 將跨文化溝通技巧及策略應用於工作職場中。

• 參與此課程的學生將持有有效學生簽證，依據簽證規定可享有校外工讀時數。 

課程介紹

此課程將訓練並培養學生成功的在各類服務職場工作中所需之基本技能與工作習慣。學生將探索真實工作
環境並檢視決定成功之因素，同時加強求職與就業之技能。在課程中，學生將研究團體動力學、學習團體
多樣化的價值、提升溝通技巧以及學習實際技能，如：撰寫履歷、面試與求職技能等。

概述

WWW.VANWEST.COMINFO@VANWEST.COM

課程時間表範例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3:00-6:00 PM 課程一 課程三 課程一 課程三

6:15-9:15 PM 課程二

團體討論一

課程二團體討論二

團體討論三

第一學期 (4 個月)

TERM 1 — (2 個月)

BUS101 跨文化溝通

BUS107 商業書信

BUS109 職場預備

TERM 2 — (2 個月)

BUS110 商業英語技巧 (BULATS 1)

BUS106 顧客服務技巧

課程長度 • 6個月
• 學術課程 6 個月(共 504 小時)

職涯機會
• 行政管理助理
• 銷售代表
• 飯店 / 觀光服務代表

• 辦公室職員
• 客戶服務代表

英語入學要求
• IELTS 雅思5.5 或
• 完成VanWest 英語第六級或 EAP 200 (最終成績須為75%以上) 或
• VanWest 分級測驗: 第七級

學術入學要求
• 高中(Grade 12) 以上文憑與成績單或
• 普通教育發展證書(GED) 或
• 社會人士學生證明

開課校區 • 溫哥華

開課日期 • 2019: 2/25、4/22、6/17、8/12、10/7、12/2
• 2020: 1/27、3/23、5/19、7/13、9/8、11/2、12/28

費用
(不含書本費)

• 學費:
• 申請報名費:
• 考試/測驗費:
• 總費用:

$7,355
$210
$250
$7,815

畢業專業憑證頒發 • VanWest College 所核發之Cross–Cultural Business Communication 文憑
• Cambridge English Language 所核發之官方BULATS博思英語考試結果

第二學期 (2 個月)

BUS110 商業英語技巧 (BULATS 2)

BUS102 職場人際關係技巧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Language 
Centres

* Course schedule is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學校保留課程更改權



BUS 101   跨文化溝通
此課程著重於面對面互動情境，能夠幫助瞭解在多元文化工作環境中建立積極
且有效的關係所需的人際溝通技巧。該課程將探索基礎理論、人際關係之差異
源並理解如何處理溝通之障礙。

BUS 102   職場人際關係技巧
此課程著重於面對面互動情境，培養學生的團隊合作、人際關係、表達與聆
聽、解決問題以及領導技巧。課程核心部分包含基本人際溝通理論、語言與非
語言溝通技巧以及探討道德倫理人際關係行為。

BUS 106   顧客服務技巧
此課程提供公共與顧客關係的知識及實作技能。主題包含: 人際關係、積極的
顧客態度與意識、形象與專業性、優質的客戶服務、特殊需求顧客、應對棘手
客戶、衝突解決與協商；公共演說以及處理媒體關係。

BUS 107   商業書信
此實作課程涵蓋了溝通理論以及寫作溝通等技巧, 並強調在訓練學生的公共演
說能力。完成此課程後，學生將能夠：清楚地包裝想法、完整且清楚的提供書
面與口語溝通訊息, 以及能夠正確的寫出商業相關文案。

BUS 109   職場預備
此課程涵蓋了尋找及獲取工作時所需要之基本技能。課程的主題皆與工作搜尋
策略有關, 包含撰寫有效履歷與專業的求職信、面試技巧訓練、人脈建立、網
路求職以及瞭解勞工服務趨勢等。

BUS 110   BULATS 商業英語技巧
BULATS (Business Language Testing Service)博思商業語言測試為一項有效
的評估系統。企業及組織用此來評估現有員工及求職者的語言能力。學生將使
用現代商業案例來學習觀察，瞭解並加強商業之詞彙及概念。

課程描述



課程大綱

* Program schedule is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學校保留課程更改權

CROSS-CULTURAL BUSINESS COMMUNICATION CERTIFICATE

特色
• 訓練學生為進入多元文化的英語工作職場環境做足準備。

• 培養學生對既有文化背景之世界觀意識以及對文化差異的積極態度。

• 提升在多元的工作職場之英語溝通技巧。

• 發展並培養實作技能，如撰寫履歷、面試及發展求職技能等。 

課程介紹

此課程將為學生做好在多元化文化的英語工作環境的入門就業準備，訓練學生瞭解工作職場上的文化影響，
並提升溝通技能以及學習實作的技能，例如：撰寫履歷、面試及發展求職技能等。

概述

WWW.VANWEST.COMINFO@VANWEST.COM

課程時間表範例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3:00-6:00 PM 課程一 課程三 課程一 課程三

6:15-9:15 PM 課程二

團體討論一

課程二團體討論二

團體討論三

第一學期 (2 個月)

TERM 1 — (2 個月)

BUS101 跨文化溝通

BUS107 商業書信

BUS109 職場預備

課程長度 • 2個月
• 學術課程 2 個月(共 168 小時)

職涯機會 • 在各個產業的初階 / 入門職位

英語入學要求
• IELTS 雅思5.5 或
• 完成VanWest 英語第六級或 EAP 200 (最終成績須為75%以上) 或
• VanWest 分級測驗: 第七級

學術入學要求
• 高中(Grade 12) 以上文憑與成績單或
• 普通教育發展證書(GED) 或
• 社會人士學生證明

開課校區 • 溫哥華
• 基洛納

開課日期 • 2019: 2/25、4/22、6/17、8/12、10/7、12/2
• 2020: 1/27、3/23、5/19、7/13、9/8、11/2、12/28

費用
(不含書本費)

• 學費:
• 申請報名費:
• 考試/測驗費:
• 總費用:

$2,940
$210
$250
$3,400

畢業專業憑證頒發 • VanWest College 所核發之Cross–Cultural Business Communication 證書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Language 
Centres

* Course schedule is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學校保留課程更改權

BUS 101   跨文化溝通
此課程著重於面對面互動情境，能夠幫助瞭解在多
元文化工作環境中建立積極且有效的關係所需的人
際溝通技巧。該課程將探索基礎理論、人際關係之
差異源並理解如何處理溝通之障礙。

BUS 107   商業書信
此實作課程涵蓋了溝通理論以及寫作溝通等技巧, 
並強調在訓練學生的公共演說能力。完成此課程
後，學生將能夠：清楚地包裝想法、完整且清楚
的提供書面與口語溝通訊息, 以及能夠正確的寫
出商業相關文案。

BUS 109   職場預備
此課程涵蓋了尋找及獲取工作時所需要之基本技
能。課程的主題皆與工作搜尋策略有關, 包含撰寫
有效履歷與專業的求職信、面試技巧訓練、人脈建
立、網路求職以及瞭解勞工服務趨勢等。

課程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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