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第六屆東海景觀公司徵才擂台賽 活動簡章
「2020 第六屆東海景觀公司徵才擂台賽」將在 2020 年 4 月中舉辦。確切舉辦時間會再另
行公告，請報名者密切關注後續動態！
本系舉辦擂台賽的目的為搭建一個讓學生與公司對接的平台。協助大三與碩一生找實習工
作，與協助大四、碩二或系友找正職工作。公司與應徵者之面試配對完全根據公司與應徵者之
「自由心智」
。本活動並不保證每位應徵者一定會被公司錄取，同樣的，本活動也不保證每家公
司一定可成功晉用到實習生/正職人員。
但對參與者而言，參與活動的好處是：他/她可以同時被許多公司看見；對公司而言，公司
可從較多的應徵者中挑選所需要的人才。
為確保擂台賽活動可持續舉辦下去，參賽者須遵守擂台賽的「遊戲規則」
。不認同或無法遵
守規則的同學，則不建議參加擂台賽活動。
因公司與學生不同的需求，每家公司面試的人數不盡相同，每位同學可面試的機會也不盡
相同，但都不會超過上限值。具體而言，面試人數上限為公司總開缺數的 3～4 倍；面試公司上
限為 5 家公司。若公司發現雲端平台上應徵者人數，超過大會規定的上限，公司便需先剃除較
不合適的面試者，好讓面試總人數不超過本活動規定的上限（公司總開缺數的 3～4 倍）
。為方
便同學同時找尋擂台賽以外的其他實習單位，本活動有設計一個退賽時間，退賽的同學將無法
繼續參與面試。為尊重賽台上所有的參與者與主辦單位，選擇繼續參加擂台賽的同學，面試後
若有被公司錄取，則該名同學必須選擇其中一家公司過去實習。
活動期間如有任何問題，歡迎致電活動負責老師：黃宜瑜（yyhuang@thu.edu.tw，電話
+886.4.2359.0417#128, 0912.751.260）或擂台賽文件收取負責系助教：林弘祥
（syang270@gmail.com，
04.2359.0417#103）
。其他問題，歡迎聯繫公司徵才擂台賽活動總召「吳嬛」
（heysun0304@gmail.com,
0988.687.075）
。

[欲參加者擂台賽者]
1. 請先線上報名：http://la2.thu.edu.tw/app-op/act.php?Sn=10
2. 將（1）表 10（擂台賽報名表，親簽後掃瞄為電子檔上傳）
（2）表 12（實習/應徵公司意願表，最多 6 家公司，要像填聯考志願一樣謹慎填寫-->> 挑
戰區、穩健區、保底區。親簽後掃描為電子檔上傳）
（3）作品集整合大檔案（限.pdf 檔，上限 10MB，檔案超過 10MB 者會被退件）
最慢於 3 月 16 日(一)中午 12:00 以前，將以上 3 項文件直接寄給林弘祥助教：
syang270@gmail.com（表 10、表 12、作品集整合大檔案）
。各項文件不符合上述規定者，文件
會被退件，且無法取得參賽資格。

THU-LA 擂台賽完整賽程：
學期週次 日期
第1週

活動內容

2/17-3/16

公告：擂台賽參賽公司名單
繳交：擂台賽報名表、作品集

第2週

3/16-3/23

審核：作品集審核與修正

第3週

3/23-3/30

上架：作品集上傳各實習公司專屬雲端資料夾、通知各公司開始審查

第 4-5 週

3/30-4/10

審查：實習公司審查作品集，並通知本系審查結果
公告：書審與面試錄取名單

第5週

4/11-4/12

退賽 deadline（4/05 下午 18:00 退賽截止）

第6週

4/13

公告：擂台賽時程表

第 6-7 週

4/14-4/21

舉辦：擂台賽事（若不巧與總評衝突，則順延到第九週舉行）

第7週

4/24-4/27

公告：面試錄取名單

第8週

4/28-4/29

公告：媒合成交名單

實習錄取生注意：媒合成交名單公告後，同學必需在第一時間主動跟實習公司聯繫，以避免將
寶貴的實習機會白白地拱手讓給別人。建議首次聯繫要親自打電話過去，以顯示對公司的
誠意與尊重。強烈不建議第一次聯繫使用通訊軟體如 Line, FB, Email。
正職錄取生注意：擂台賽媒合結果僅為「通過第一次面試」結果。後續你必須要主動詢問公司
是否需到公司繼續進行「第二次面試」
（讓更多公司主管參與選才決策）
。學期結束前，正
職同學必需完成「第二次面試」
（通常是直接到公司面試），並主動跟 YY 老師回報「第二
面」的結果，是否有成功獲得正職職位）。

擂台賽面試當天賽程：
時間

活動內容

13:00～17:00

一對一｜SKYPE 面試

17:00～

賦歸

實習生注意：面試時學生要採優勢的主動攻勢，先自我介紹>>介紹設計作品>>告訴公司自己
可以為公司貢獻什麼>>自己想透過這實習進行哪方面的學習，但也願意接受公司分派的
工作。不要把時間占滿，務必留時間讓考官進行發問。
（注意：日本、美國面試須考慮「時
差」問題）

擂台賽參賽公司：
地點

參賽公司

台灣

開學後公告，敬請期待！

中國
日本
美國

擂台賽規則：
整體規則：
1. 面試時間：每位面試者 13 分鐘，2 分鐘彈性。
2. 面試名單編排：彙整公司回傳的表 13，再扣掉退賽的同學後，編排出面試時程表。
擂台賽計時人員注意：考量競賽公平性，所有面試者面試時間都要一致。不能因為是最後幾棒，
比較沒有時間壓力，在面試時間上就有管控放鬆的情況發生！
擂台賽公司規則：
1. 按公司開出的「實習」職缺總數，每家公司最多只會獲得實習總職缺數 3～4 倍的面試數量。
為提高媒合機率，建議公司可儘量擴大錄取的面試名額總數。
2. 每家公司（不同分支即認定為不同家公司）本系每年最多派 3 名學生過去實習，但媒合前錄
取人數不在此限，多多益善。
3. 在「正職人員」審核部份，書審錄取或面試錄取的數量採完全開放，沒有限制。本活動力促
供需成功媒合，多多益善！
3. 表 11 內之公司「需求種類與數量」的相關資訊後續會公告給所有學生，以作為學生報名擂台
賽活動的重要參考資訊。
超級無敵重要的擂台賽學生規則：
1. 擂台賽舉辦期間，無報名擂台賽的同學不得對擂台賽公司提出實習申請。
2. 為尊重擂台賽大會，參與擂台賽並獲得錄取者（僅書審 or 書審＋面試），最後必須擇一擂台
公司進行實習，非誠勿試！
3. 無參加擂台賽或退賽同學，必須找尋擂台賽以外的實習公司。或等到媒合會結束後，才可以
對擂台賽公司提出實習申請。不符合規定者，暑假實習學分不予承認。
4. 每位同學的作品集只會讓他/她有應徵的公司看到，並進行審核。
5. 每位同學最多報名 6 家公司，但最多只會獲得 5 個面試機會，請同學務必審慎選擇（類似填
寫學測志願，有挑戰區、穩健區、保底區，會比較保險）。
6. 預核機制：每間公司、每個地點最多只能錄取「前 3 名序位」的實習生，序位以黃宜瑜老師
收到完整的「表一」時間點為準。因此動作慢的學生，如果你繳交表一到黃老師手上的時間
點時，該公司已經有 3 位同學成功完成登記，那你就不可以再到這間公司實習，而需要另外
找尋其他實習公司了！
補充說明：
1. 作品集語言的建議：申請「西方外資」公司（如 SWA, SASAKI, AECOM），建議製作「英文」
（最佳）或「雙語」（次佳）作品集。申請「日本」公司（SUEP, GLAC, Landscape Design），
建議製作「日文」作品集。申請「台灣境內」公司或「陸資」公司（如深圳市城市規劃設計
研究院），建議製作「繁體中文」作品集。
2. 擂台賽報名表建議：凡申請有外資成分的公司，不管在台灣或是中國，建議填寫「中文版」
與「英文版」（最佳）的報名表，因該公司的主事者很可能是看不懂中文的外國人。申請日
本或美國地區的實習公司，建議填寫「英文版」報名表即可，不需要填寫中文版報名表（形
象上可能會扣分，不夠國際化）。

2020 第六屆東海景觀公司徵才擂台賽
表 10 擂台賽活動報名表
填寫日期：
申請人姓名：

應徵屬性： □ 找實習

性別： □ 男

□ 女

系級： □ 大三

□ 大四

□ 碩士新進

手機號碼

□ 碩士一年級

年

月

日

□ 找正職工作

□ 碩士二年級

住址
E-mail

學號

國籍

□ 台生

□ 陸生

□ 其他地區（請填下欄）

其他地區

（請說明）

□ 我實習計畫從
預計實習｜可到職的時間？
（請務必擇一作答）

年

月

日到

□ 我畢業後不需服役，到職日預計是：

是否曾參加景觀相關工作坊/營隊活 □ 否
動？(空格不夠時請自行增加)

月

年

□ 我畢業後需服 4 個月的兵役，到職日預計是：
□ 因個人需要，我到職時間預計是：

是否曾獲得景觀相關競賽獎項？

年

年

月
年
月

日
日

月

日

日

□ 是：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說明)

□ 否 □ 是：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說明)

(可特別註明競賽之重要性)

是否熱心系務？

□ 否 □ 是：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說明)

是否擔任班級幹部/課程助教/助理？

□ 否 □ 是：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說明)

作品集整合檔案建議包含之文件項目
□
□
□
□

表 10 擂台賽活動報名表（中文/英文、放在第一頁）
相關競賽獲獎證明（如有獲獎，請務必要出具獲獎證明）
作品集（至少 3 個完整的設計案＋履歷＋自傳）
成績單（自由決定，非必要文件，若有加分效果便可放入）

填寫人簽名：

實習老師/導師/助教意見
申請者熱心系務，需由相關老師/導師/系助教認定與簽名。
簡要說明：

(親簽)
實習老師/導師/助教簽名：

說明：請記得將「本報名表」（表 10）和「所有的競賽獲獎證明」
（獎狀）整合到作品集大整合檔案內，
表 10 請務必放在大整合檔案的「第一頁」
。
【個資宣告】
東海大學景觀學系為取得報名者個人資料之目的，須蒐集報名者的姓名、學號、電話、電子郵件、地址
等個人資料(C001 辨識個人者、C011 個人描述、C057 學生(員)、應考人紀錄)，以在活動期間進行必要
的聯繫與審查用途。本系於蒐集您的個人資料時，如有欄位未填寫，則可能對雙方之聯繫與資格審查有
所影響。如欲更改個人資料或行使其他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3 條的當事人權利，請洽本系電腦室。

2020 The 6th THU-LA JOB FAIR
Table 10 Registration Form
Fill out Date:
Applicant name:

YY

MM

DD

Application type: □ Internship □ Employment

Sex: □ Male □ Female
Class：□ 3rd undergraduate □ 4th undergraduate □ in-coming postgraduate □ 1st postgraduate □ 2nd postgraduate
Cell phone number

Address
E-mail

Student ID

Nationality

□ Taiwanese student □ China student □ Other area (please
fill out which area below)

Other area
Estimated date for internship |
employment
I have participated landscape
architecture workshop
I have won award in landscape
architecture design competition (You
may specify how important this
design competition is.)

□ The planned internship period goes from: YY MM DD to MM DD
□ I can start working right after I graduate, estimated date: YY MM DD
□ Due to 4 months military service, I can start to work around:

YY MM

□ Due to personal schedule, I can start to work around: YY MM

DD

DD

□ No □ Yes：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lease specify the
title of workshop and add space if needed)
□ No □ Yes：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lease specify the
name of design competition)

I had help out the department activity. □ No □ Yes：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lease specify the
name of department activity)
I was a class cadre, course assistant,
or teaching assistant.

□ No □ Yes：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lease specify
name of course)

Document to be included in the consolidated portfolio

Comments from faculty or department secretary

file
Content of Consolidated Portfolio File (please check)
□ Table 10 Registration Form (Chinese/English, first page)
□ Certificate of merit (required, if you ever won a design
competition)

For those who had devoted in organizing or assisting
department activities, confirmation and signature are needed
from faculty or department secretary.
Brief comments:

□ Portfolio (3 complete, full-length projects + cv. + biography)
□ Transcript (optional)

Applicant’s signature：

Signature from faculty or dept. teaching assistant:
(sign)

* Remark: Please put Table 10 on the FIRST page in the consolidated portfolio file.

(sign)

東海景觀公司徵才擂台賽
表 12 實習/正職公司報名意願表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填寫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面試屬性：☐找暑假實習
順位序

☐找正職工作

公司名稱

地點偏好
（注意：同學雖可多
寫幾個地點，但公司
不一定會照辦！）

第一順位
第二順位
第三順位
第四順位
第五順位
第六順位
說明一：
「第一輪公司」因為上了一定要去，所以最多只能報名 1 家。
「第二輪公司」可以挑選自
己想去的公司，所以最多可以報名 5 家（沒有報名第一輪公司的同學可填寫 6 家）
。今
年的第一輪公司包括：SWA(Sausalito, San Francisco,上海)、東京農大教授引薦的公司（不
能自己選擇哪一家，過去的學長姊曾經實習過 GLAC, SUEP, Landscape Design Inc.，3 家
都在東京）
。
說明二：每位同學「最多」填寫 6 個志願，但最後最多只會獲得 5 個面試機會，請同學務必審慎
選擇，就像填寫大學學測志願一樣，建議包括挑戰區、穩健區、保底區，會比較保險。
說明三：請按優先順序排列。序位排越前面的公司，便是你越想過去實習的公司。
說明四：請將此表格親簽後，掃瞄成電子檔再上傳。
說明五：此份表格（表 12）切勿放進作品集大整合檔案裡面（漏餡）！

填寫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