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涯發展計畫
   商務英語
   專業認證
   職場見習課程

 

   美國  |  英國 |  加拿大

  STAFFORD HOUSE
 帶您邁向專                           
業優勢

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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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創生命的無限可能
  
  為各行各業規劃的職涯發展

熟悉英國、美國、加拿大職場文化，讓您的履歷更具競爭力

通過與各國同學的交流，培養您的領導與團隊建設能力

與來自美國、加拿大和英國各行業的高階經理人會面並學習

成功完成一個商業專案，並將其添加到您的履歷

提升您的英語面試技巧

建立位於世界各地的專業人脈網絡

成為能用英語啟發和帶動人心的演講者

增強您在商業環境中使用英語的信心

探索不同的行業和事業選擇

達到您真正的潛力！

10個選擇Stafford House職涯發展計畫的理由

           Ryohei, 日本

“

”

   準備好要參與職涯發展了嗎?

WWW.STAFFORDHOUSE.COM/
ACADEMIC-TEST

  誰適合參與職涯發展計畫?
Stafford House的使命是提高您的英語技能、幫助您實現職業目標。
擁有超過60年的經驗，我們於遍布英國，美國和加拿大的校區
中提供一系列專業的課程與活動，幫助學生發揮出最大的潛力。
我們是世界上唯一一所提供如此全面的專業訓練課程的語言學
校，我們以提供您現代職場所需的技能感到自豪。
Stafford House的良好的教育，確保您在提高您的英語水平之外，在
這裡的時光也同時讓您體驗到新的國際文化、且幫您的職業生
涯加分。
我們期待有機會協助您成就卓越的未來發展！

我們生活在一個工作越來越難找、

競爭越來越激烈的環境，許多雇主

都期望聘請具有專業知識又有相

關工作經驗的畢業生。在Stafford 

House，我們明白面對這樣的挑

戰是很令人生畏的，所以我們開發

了一系列的準備課程和活動，為了

有助於提升職場技能和釋放您的

專業潛力。

我很開心為您推薦我們的商務英

語、專業

證書課程和我們的職場見習活動。

不管您的事業目標是什麼，我和我

的團隊隨時準備協助您完成夢想。

我們非常期待！

Leigh McIntyre,

Deputy Sales Director

涯發展計畫
協助您開啟個人潛力

專業認證

商務英語 職場見習課程

“

”

這份手冊是
由ZAPPER提供支持

下載應用程式並
使用手機掃描圖示，

即可了解有關我們的
更多資訊

職

透過一系列專
業課程和活動
提升您的職場
技能

擁有中高等級英語程度，且想要對商業科目取得基本了解的專業
人士或大專院校學生

想要透過短期商業課程練習口語、豐富履歷的專業人士及學生

希望透過取得商業證書加強履歷的求職者與應屆畢業生

我們的線上學術英語測驗
能預估您現在的程度

上完市場營銷和廣告證書

後，我選修了職場見習課程

（CPA）和商業英語。 我決

定參加CPA是為了更認識商

業、取得美國公司的工作經

驗、並有機會與當地的母語

人士交流。 在BLACKSTONE 

GROUP的期間，我做的各式

各樣工作都與我所學的會計

學相關，也學習了如何從頭到

尾完成一個專案。

商業認證、商務英語、於
BLACKSTONE GROUP
職場見習，舊金山校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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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務英語
商業世界的語言

本課程的目的是讓學生掌 握於國際專業環境中，
使用英語交流所需的技能和信心。以相關主題和引人
入勝的最新教材為基礎，本課程超越了書本內容，
讓學生沉浸在實際運用中，包括商務詞彙、文法和溝通策略。

商務英語詳情

開始日期
每週一

最低程度
中高級

課堂時間
基礎 : 每週15小時*
標準 : 每週19小時
密集 : 每週23小時

超密集 : 每週27小時**

年齡
18+

地點
美國 : 所有校區
英國 : 僅限倫敦
加拿大 : 僅限多

   我們全年提供量身定制的團體套餐計劃。 每個課程都可以依照團體的需求和興趣制定。

   依需求客製化

   訂製的課外活動

   目標

   商業世界的語言

   您將如何學習

   學習內容

課程特色

• 舉行會議
• 進行面試
• 專案計劃和提案
• 管理職場衝突

• 撰寫商用電子郵件、提案與議案
• 進行績效審核

Luis, Brazil
       商務英語，芝加哥校區

“

”

 

專業技能選修範例
所有標準、密集和超密集課程的學生，都可以透過額外的特別選修課程，來量身
訂製他們的學習內容。由於這些課程目的於滿足學生的個別需求，每個校區、每
個月都有不同的選修。 以下是我們最受歡迎的專業選修的範例。

目標 | B2-C2
學習創造成功的簡報，並獲得在觀眾面前發言的信心。從肢體語言到語調，這個
選修課程將為學生提供所有工具，使學生成為簡報大師。 

社群媒體 | B2-C2
學生將提升社交媒體技能，以行銷自我和其業務。學生將學習如何有效地
運用社交媒體貼文，以及如何與受眾互動。研究美國人如何在職涯中使用社交媒
體。

商業文化 | B2-C2
探索不同國籍的企業文化和傳統。以商業文化的多樣性及其與其他國家的聯繫和
比較為課程重點。分享自身的經驗，以及向他人學習。

  客製化團體*僅限美國與多倫多
**僅限多倫多與倫敦

學生將按照自己的進度進步，我們建議
至少80％的課程出席率和完成所有作

業和老師提供的自學建議

於美國就讀標準和密集課程需取得F-1
學生簽證…還有更多內容！

這是一門以詞彙和技能為核心的課程；您將學習商用語言，並進行案例研
究、發表簡報、練習談判和會議語言，以及撰寫商業電子郵件和履歷。

在本課程中，您將學習文法和發音，包括銷售、行銷、廣告、人力資源、行
政、財務和管理內容。

透過腳踏實地，以目標為導向的任務，提高您的英語技能並建立您的信心，
培養商務英語學生在各種商業環境中卓越的表現。

商務英語不僅僅是英語; 對於

需要英語技能的國際職場來

說，這是很棒的訓練。 我的老

師，湯姆，特別關注所有學生，

並依照我們的個人需求教授課

程。 我強烈推薦商務英語課程

給任何想要提高他們職場英語

技能的人。

無論您的需求為何，我們都能為您       
量身訂做

企業客戶專屬的商務英語
在Stafford 
House，我們運用
豐富的經驗，為許
多不同國家和行
業的公司與他們
的客戶設計英語
培訓行程。

企業客戶可以將
任何課程與一對
一課程相結合，或
者我們可以根據
任何特定需求定
制小組課程。

無論您的團隊是在尋找學術，文化或專業目的的專業課程內容，我們都會與您一起了解您的要求和目標，並設計一個高效
的教學計劃。我們歡迎來自不同背景和專業的團體，從大學生到企業高管，到護士，飛行員和教師。 我們所有客製化團體
的學生都擁有與全年學生相同的教學設施和Stafford House的優質服務。

除了課程內容，我們還可以為您量身訂做文化和社交活動、為特定飲食要求設計餐食，以及安排特定行程和住宿類型。 我
們的目標是確保您的體驗於各方面都符合您的需求和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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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認證

我們的專業證書課程以獨特的任務教學方式，為您打造獨一無二的體驗，期間提升
您的商務運用能力，讓您獲得推進職業或求學生涯的關鍵技能。 Stafford House
是專業證書課程的先驅，我們與頂級商業學者合作設計我們的課程，為您面對當今
商業世界的挑戰做好準備。

          Nongporn, 泰國
      

  課程特色 專業認證詳情

年齡
18+

學經歷
不需商業背景

3種認證選擇
• 行銷

• 專案管理
• 企業管理

...或三項全包

最低程度
中高級

學生簽證要求
旅遊簽證、F1簽證、
免簽證，或學生簽證

簽證

課程
 基礎:（15堂專業技能課程）
 標準: (15小時專業技能課程 +
 4小時選修課程* )
 密集: (15小時專業技能課程 +
 8小時選修課程* )
 超密集**(15小時專業技能課程 +  
 12小時選修課程* )

地點
美國：所有校區

英國：倫敦與布萊頓
加拿大：多倫多

  成果
     • Stafford House授予的專業認證
     • 最終企業簡報和專案
     • 體驗成為多元文化團隊中的一員
     • 建立人脈的技巧和拓展國際化人脈

“

”

 實際案例主導的課程
    
    使用過的案例包括:

   行銷專業認證:
Kraft, Subway, Samsung, Oreos, NFL, Starbucks, Costco

   企業管理專業認證:
Disney, Costco, GM, Ford, Chrysler, Google, Netflix

   專案管理專業認證:
Colorado Parade, Aramco, China Telecom

         Tadashi, 日本
       專業認證，舊金山校區

“

”
*於標準或密集課程中附加其他專業
英語選修，如職場見習課程、簡報技
巧，或是社交軟體運用。
**僅限倫敦與多倫多

          Vinicius, 巴西
       專業認證課程X3，波士頓校區

”

“

  客座講者

  適合誰?
     • 希望發展國際商業技能的專業人士
     • 正在申請大學及研究所的學生
     • 有中高級語言程度，且想要將英語 

      • 希望在職場中有更好發展的求職者

     • 講座式課程
     • 經驗豐富的商務老師
     • 專注於溝通，演講和團隊合作

  • 獲得符合現代職場的經驗
  • 分組專題報告
  • 當地公司參訪和演講嘉賓

  企業參訪與活動

            曾應邀講者包括:

• Deutsche Asset Management, 德意志銀行子公司的客戶溝通副總裁

             • Salesforce, Analytics Cloud 資深總監

             • Take New Ground 首席執行長（執行長培訓公司）

             • Leadership Fundamentals Inc 首席工程師

             • Blue Print(設計諮詢公司）創始人

             • 多倫多中央車站資深數位化專案經理

             • Deltatre Inc. 品牌與市場管理副總裁

    曾參訪公司包括:

   企業與機構:
• General Assembly
• Boda Borg
• Gillette
• Trapology
• MIT
• Westfield Shopping Centre

   交流活動
• Kirstein Business Library
• WeWork
• Shoobox Startup Series
• HubWeek

專行銷、專案管理 & 企業管理

運用到不同領域的學生

我在日本已經在工作了，所

以我想利用這次的經驗來幫

助我未來的發展。 我的課程

讓我進一步了解位於矽谷的

產業，因為學校就在附近，

且課堂上經常討論這些科技

產業。 我很喜歡最後的團體

簡報，讓我學會了對一群人

用英語演講。

我選擇了專業認證課程，因

為我想學習更多關於行銷

的知識。 我目前正準備申請

美國碩士學位課程，但我還

沒有決定該主修甚麼。 有一

天，我可能會擁有自己的事

業，了解行銷將有助於我建

立更好的基礎！

專業認證(行銷證書)，聖地牙
哥校區

每個專業認證課程皆包含聯
誼活動，演講嘉賓或公司拜
訪。之前的嘉賓包括當地的
新創企業，成功的創業家和
大型企業的領導，就他們如
何克服行業挑戰，以及關於

商業主題的問答環節進行鼓
舞人心的會談。

我非常喜歡在Stafford 

House學習三個專業認證課

程的經歷。這些課程讓我能與

各種公司的經理人交談，並將

我們在課堂上所學到的內容

與在實體企業中的運用執行

進行比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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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FFORD HOUSE透過職場見習課程為您帶來全球化的工
作體驗。在美國企業中培養您的履歷和面試技巧，並且穩定朝
向您的職涯目標邁進。

職場見習課程
於美國企業取得實務經驗

企業管理

從3個專業認證中選擇

     持續時間: 4週

      學生成果:

• 了解不同類型的企業結構、產業和
經濟環境

• 了解組織管理、管理工具，不同管理
風格和實踐

• 制定企業策略和戰術規劃

  課程大綱範例*
      第一週

• 現代的企業管理流程
• 管理學史
• 價值觀、態度、情感和文化：人性化  

的經理人

      第二週
• 計劃、策略和競爭優勢
• 設計組織架構: 控管，改革，創業
• 營運管理

      第三週
• 領導者和領導力
• 通訊和IT
• 決策，學習，創新力和創業家精神
• 最佳演講法則與指示

      第四週
• 全球行銷
• 期末報告
• 期末報告小組論文
• 期末考試

*實際課程大綱可能依校區而有所不同

職場見習課程詳情

最低程度
中高級

學生簽證要求
F1學生簽證簽證

見習領域：
企業管理

行銷
銷售

社會服務（NGO）
公關

地點︰
美國：所有校區

年齡
18+

成果好處

第1週 第2週 第3週 第4週 第5-12週以上
課

程 標準或密集
一般英語 | 商務英語 | TOEFL/劍橋考試準備 | 專業認證

職
場

見
習

課
程

活
動

選修課程 活動

由CPA顧問
進行課程介

紹和討論

與CPA顧問
針對見習安

排和履歷
表準備進行

面談

研究見習公
司並學習美

國辦公室
禮儀

練習面試
技巧

進入見習公
司開始見習

   課程架構

         Mario, 委內瑞拉
”

“

...或是三個都上

• Stafford House職場見習課程
證書

• 美國本土企業的見習體驗以及
推薦信函 (如果滿足活動見習
要求)

• 學習與外國公司面試的技巧，為
您的履歷增添國際化經歷

• 與美國同事練習英文，並實際體
驗職場環境

• 學習職場使用的產業相關詞彙和
一般英文

• 運用您的技巧和知識來主導公司
專案和項目

專案管理

     持續時間: 4週
     
     學生成果:

• 了解專案管理的主要關念和操作
• 了解不同的管理方式與步驟
• 制定專案規劃與排程

  課程大綱範例*
      第一週

• 什麼是專案管理
• 專案管理技能
• 組織和人員管理與溝通
• 啟動專案
• 股東會議

      第二週
• 成果協議
• 關鍵成功因素
• 工作結構分解
• 專案團隊
• 外包資源
• 風險規劃與風險管理

     
      第三週

• 專案進度
• 計畫評核術
• 關鍵路徑
• 預算和估算
• 專案團隊
• 談判和解決問題

      第四週
• 流程更動
• 經驗教訓紀錄
• 結案
• 詳實紀錄
• 期末報告
• 期末報告小組論文
• 期末考試

行銷

    持續時間: 4週
    
     學生成果:

• 了解關鍵行銷概念和執行
• 了解不同的行銷風格
• 學習行銷策略規劃技巧
• 以英語制定行銷策略與計劃

  課程大綱範例*
    
      第一週

• 定義行銷
• 設計以客戶導向的行銷策略
• 顧客滿意度的藝術與科學
• 社群媒體：生活在互聯網世界

     第二週
• 全球化行銷
• 市場細分
• 對象和定位
• 產品和服務策略
• 整合行銷與大眾傳播
• 廣告和公關

      第三週
• 零售商，批發商和直銷商
• 定價策略

      第四週
• 期末報告
• 期末報告小組論文
• 期末考試

  見習公司安排*

*安排的見習不視作您職涯的工作或培訓。一旦錄取進入本課程，您將一定會獲得見習安排，但是並不保證為特定領域或

學習進度：學生將取得期末主題報告
說明，且以一間公司作為模板，開始將
課堂中所學運用於期末主題 學習進度：學生將研究指定的專案企

劃的認證，並將他們的發現呈現給課
堂的其他同學們

學習進度：確立課程目標，為選定產
品製定、提出書面與口頭行銷策略規
劃報告

學習進度：參訪一家餐館，觀察並找出
管理4大功能的實地運用，並向課堂其
他成員發表調查結果

學習進度：學生對其產品做出最終決
定。為潛在消費者設計並進行線上市
場調查、實地研究

學習進度：學生為選定案子制定模擬
溝通計劃

學習進度：了解動機和領導力關聯；發
表關於有效領導力的演講

學習進度：學生為選定的專案制定模
擬質量保證計劃

學習進度：學生創建一個虛構的公司，
並指出公司擴展到國際市場的所需的
關鍵因素

我們安排的見習以中小企業和新創企業為主，也包括部分知名品牌企業，但是最
重要的是確保學生能參與有實質意義的公司活動和項目，向企業主和主管學習。
在這些精挑細選的公司中，您能夠與美國專業人士練習口說英文的能力，增加您
的自信心並強化您的專業能力。職場見習顧問會依照您的興趣、能力，以及能否
獲得與您未來職涯相關的經驗，來媒合適合您的美國雇主公司。

我之所以選擇參加職場見習課

程，是因為我覺得有必要獲得

更多有關美國公司運營的經

驗，並加強我對商務英語的掌

握度。我最喜歡的經驗是協助

公司與演講嘉賓舉辦的一項活

動，在那裡我獲得了大量關於

不同主題的知識。我的主管非

常專業，對所有事情都有廣泛

的了解，所以我從她身上學到

了很多東西！

Entrepreneurs Organisation 
企業管理，行銷和公關 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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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組合課程
更多英文學習機會，更低成本!

   波士頓
Hosteling 
International

飯店業 領先國際的連鎖青年旅社，以時尚設計感
為特色

ISX World 觀光業 一家專門為紐約和波士頓的年輕人提供旅
遊的旅遊公司

Dress for Success 時尚業 精品服飾店，以賦予女性權力為推廣主旨

ROLA Languages 教育業 波士頓的語言學院之一

芝加哥
Fuksa Khorshid, LLC 法律服務業 學生將協助活動策劃，撰寫文章，經營社群媒體平台，同時了解法律業

Global Citizenship 
Experience

教育業 學生與當地高中生互動，讓他們可以練習說英語

Imerman Angels 非營利機構 學生們參與各種募款活動

La Casa Norte 非營利機構 為青年和家庭提供穩定住房和改造社區的非營利組織

Tenzan Capital 商業與金融 貿易公司，學生學習市場指標並使用財務軟件

聖地牙哥
Media Arts Center: 
Digital Gym Marketing 獨立電影院，致力於通過創意藝術讓社區群體發聲

San Diego Women’s 
Museum NPO Education 通過關於女性貢獻的展覽，教育及激勵當代和後代人士

Residence Inn by 
Marriot

Hospitality & 
Tourism

享有良好的聲譽和環境的套房式飯店

Young At Art Education 私立兒童藝術學校，為學生們提供一個有趣，具吸引力的見習

Bread and Cie Hospitality 一個繁忙熱情的餐廳和麵包店，練習英語、認識母語人士的理想場所

W

  舊金山
Mosser Hotel 飯店業 靠近聯合廣場的時尚飯店

BMW 商管業 在地寶馬經銷商，為學生提供辦公室或倉儲管理的體驗

California Welcome 
Center

觀光業 提供當地旅遊和遊客信息，學生有機會與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會面和互動

D-Structure 時尚業 服裝品牌，在舊金山設有總部和旗艦店。 DSSF的使命是將志同道合的人聚集在一起

Community Tech 
Network

非營利組織 協助老年人使用科技產品的非營利組織。學生會發現這是非常有意義的經驗，並有
很多機會練習英語

Tax Aid 非營利組織 慈善機構，為中低收入戶提供有關稅務問題的最新信息和稅務建議

Golden Gate Power 環保產業 通過安裝太陽能電池板促進推廣可再生能源的公司
Meals on Wheels 
of SF

社福機構 為城市中的獨居老人提供膳食。希望題驗社工安排的學生將很適合來此見習

ArtSpan 非營利組織 小型非營利組織，旨在透過行銷當地藝術來豐富和教育大眾

Sunhee Moon 時尚業 一個本地服裝品牌，主要推廣美國生產布料。非常適合想要參與舊金山社區生活的
學生

SF Travel 時尚業 專門為那些想要了解舊金山的遊客提供服務。學生可以通過這樣的見習來加強口語
技能

U.S. China Law 
Counsel

非營利組織 為舊金山中小型公司提供服務的小型律師事務所

Temptime 非營利組織 在灣區周邊提供臨時工作就業服務的人力公司

職場見習公司名錄*

隨著您在Stafford House認證的進步，彈性調整您的計劃並安排
課程密集度以滿足您的需求，獲得有助於您在職業生涯中取得
成功的經驗和國際聯繫。輕鬆的轉讀其他Stafford House校區，
體驗Stafford House在其他國家帶來的不同體驗!1 

任何課程，任何密集度2。一般英語、商務英語、考試準備、大學見
習課程、大學申請服務費和註冊費。免費升級至專業認證和職場
見習課程4。

打造您的無限制
組合課程

MINIMUM LEVEL 
REQUIRED COURSE LOCATIONS OUTCOMES

一般英語 初學者 一般英語 所有的Stafford House校區 Stafford House認證

商務英語 中高級 商務英語 所有的Stafford House校區 Stafford House認證

考試準備 中級和中高級

劍橋英語考試準備課程

TOEFL

IELTS

聖地牙哥、多倫多
和所有英國校區

所有美國校區
所有英國和加拿大校區

官方認可的考試證書3

專業認證課程 中高級

行銷、專案管理或
企業管理的專業證照4

職場見習課程4

所有美國校區、
倫敦和多倫多

所有美國校區

專業認證
職場見習課程證書

美國企業的見習體驗
以及推薦信函

大學準備課程5 中高級 大學準備課程 所有美國和加拿大校區
就讀於我們的

大學或學院合作夥伴6

1 彈性轉讀於原預定國家內的其他校區
2 選擇美國標準或密集課程或是參與職場見習課程的學生，都需要持有F1簽證並保持簽證所要求的課堂時數
3 組合課程價格並未包含考試費用
4 這些選項具都有固定的開始日期，請參見2020年日期的價格表
5 大學準備和職場見習課程需要最低標準課程
6 必須滿足大學或學院程度和學術錄取要求

選擇任何國家
任何課程

任何密集度2

任何校區

地點:
所有校區

最短週數:
必須最少註冊12週

12

密集度:
任何!

*此列表為合作公司範例，參加見習活動的學生不一定安排至本手冊中提到的公司見習

我們的職場見習規劃顧問會
根據您的興趣和能力與當地
美國公司進行配對，讓您獲得
有益於未來職涯發展的豐富
經驗！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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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務英語
波士頓 | 芝加哥 | 聖地牙哥 | 舊金山 | 多倫多 | 倫敦

專業認證
波士頓 | 芝加哥 | 聖地牙哥 | 舊金山 | 多倫多 | 倫敦 | 布萊頓

職場見習課程
波士頓 | 芝加哥 | 聖地牙哥 | 舊金山

  職涯發展計畫

USA:

United Kingdom:

Canada:

WWW.STAFFORDHOUSE.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