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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ESEC History & Essence
AIESEC in Taiwan 國際經濟商管學生會

AIESEC in Taiwan中文名「社團法人國際經濟商管學生會台灣總會」，創立於1964年，為一個青年營運

橫跨全臺的非營利、非政府組織，據點遍及各大專院校。致力於透過提供青年各種國內外體驗式領導

力培訓專案，來培養青年領導力。

現今AIESEC in Taiwan擁有13個校園據點，遍及全臺八縣市各大專院校。（臺大、政大、輔仁、東吳、北

大、元智、清華、交通、逢甲、中興、中正、成大、文藻）

每一年我們提供150+領導機會來培養青年領袖，在具挑戰性的環境中，透過部門專案執行與團隊領導

的實務經驗來發展青年四大核心領導力：自我覺察、激勵他人、解決問題能力、世界公民意識。



2020 秋季北場新生大會
拍攝於東吳大學 外雙溪校區

2019 全國夏季大會
拍攝於台南



AIESEC in SCU Introduction
          東吳籌備會創立至今已達三十年，我們今年主要會以聯合國永續發展指標（SDGs）為核心目標，去

開發和設計相關的社會影響力專案，並期待藉由這些社會影響力專案去讓青年更認識社會議題、認識自

己並漸漸從實務經驗中去培養未來人才所需的能力和價值觀。

社遊團照 春季徵才說明會合照



AIESEC in SCU Introduction

          社會影響力專案具體而言我們會以「講座論壇」、「營隊專案」、「外部組織共創活動」等形式來呈現

，而身為社員的你們可以從籌備社會影響力類專案的過程中學習到「產品創新和開發的過程」、「行銷

推廣技能」、「財務和風險評估」、「銷售和商務談判」以及最重要的「團隊合作和領導經驗」，相信對於你

而言這些都是未來生涯發展或職涯規劃上重要的基礎。

          除了上述經歷以外，AIESEC身為跨國的非營利非政府組織，我們也會在社課或是專案中安排國際

交流的元素，例如帶領國際志工共同執行營隊專案、社課中和外國AIESECer共同交流文化與討論國際

時事，因此若你也對於國際視野、跨國團隊力等未來重要核心能力培養十分感興趣的話，歡迎你的加

入！



Youth for Society
● 青年在地實踐

　　我們是致力於社會議題以及社會創新的部門，培養具有社會責任感的領導者，透過行動和專案設計

為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提出解決方案，透過商業思維模式去解決台灣所發生的問題。

● 學習點：

　　-拓展學校以外的人脈

　　-學習如何提案和執行專案

　　-接觸商業模式的社會創新和NGO、政府

            、企業建立合作關係

　　-訓練企劃力和培養領導力特質

　　-為社會或環境帶來改變

部門會議合照



這學期你會經歷．．．
-Dare to Dream 線上國際成長營

由於近期新冠疫情肆虐全球，許多旅遊、交換學習、等計畫被迫中止。因此我們有了改為線上舉辦國際文

化成長營隊繼續傳遞影響力的想法。即使無法實體交流，但我們依舊可以利用科技的便利，直接把異國體

驗、不同的成長經驗、各種文化的交流透過網路帶給國小生。

2021 暑期線上營隊合照



這學期你會經歷．．．
-貢寮駐紮計畫

針對貢寮當地現況，我們沒辦法改變大環境但我們可以從小問題去著手改善。改善老年人口比例上升所

引發的小問題，像是老年缺乏陪伴、新鮮感，甚至將貢寮社區行銷出去讓更多人發現貢寮所面對的困境和

問題都是我們能夠做到的。

地方發展應如何做到永續、如何激發青年共感，而直接深入當地體驗便是最簡單直接方法。共感的完成是

需要情境模擬的，也可以說是一個從無到有的過程，而駐紮便是提供青年一個過程轉變的契機。

2020 暑期覺醒駐紮



如果你是．．．很適合我們部門

抗壓力高並勇於面對挑戰和創新

在這個部門需要隨時因應緊急狀

況去做出改變或是轉型，隨時都

會遭受到新的打擊或是挫折，但

是只要你/妳勇於挑戰，想要訓練

應變的危機處理能力，那就非常

適合加入我們。

對於社會議題有共感

你是否會對於全球暖化感到緊張呢？

你是否會擔心城鄉差距讓社會上的某

部分人被忽視呢？你是否想要讓每個

小孩都能獲得一樣的教育資源呢？如

果對於聯合國所提出的永續發展指標

（SDG）感到非常有興趣，

也歡迎加入我們的部門！

喜歡與不同的利害關係人相處

在這個部門很常需要與不同政府 /社會組

織/協會/學校交涉相處，並需要與之談判

及協調和達成共識，最終走向雙方合作，

若你喜歡與人相處並且說服他人，那麼你

/妳將非常適合進入我們部門。



Marketing & Communication
● 行銷暨品牌推廣部門

          藉由各式行銷宣傳手法，將分會內的專案以及組織理念推廣給市場中的青年們，也同時籌辦各種

公關活動、講座，讓青年藉由活動、專案更認識AIESEC！

● 學習點：

          -專案團隊實務經驗

          -探索、分析青年市場趨勢

          -學習使用各式行銷理論、手法

          -培養製圖、寫文案技巧

20 覺醒 部門會議合照



這學期你會經歷．．．

          「不，停耍『廢』永續設計線上工作坊」（公關活動）

此線上工作坊是由台大分會、北大分會、元智分會、東吳籌備會四個分會聯合舉辦，活動將會邀請到跟環

保、設計相關的業界講師，以概念傳遞及經驗故事，使參與者重新定義對廢棄物的想像和永續意識的提

升。

           「一件服飾、一張相片、一則故事」（公關活動）

以循環時尚的理念為出發點舉辦線下的展覽，將會邀請二手服務租借平台或環保時尚理念相關組織，藉

由平時常見的服飾產品再利用，將環保納入自己的生活中，使永續不在離我們這麼遠。



這學期你會經歷．．．
-線上國際文化成長營隊 籌備委員會行銷團隊

此計劃將透過青年影響力，結合來自不同國家的大學生，透過不同宏觀的視野來探討各項國際議題，讓小

學中、高年級生們走出制式化的教室，一步一步帶領孩子們建立獨立思考，了解不同國家的文化。

而我們部門將會擔任此計畫的宣傳角色，會成立一個Marketing Team協助專案推廣。



如果你是．．．很適合我們部門

創意思維

在我們部門中你將會時常需發想新的

行銷手法或是活動環節，因此具備一

個有創意的思維是非常重要的，不過

你若是個時常關注時事、流行趨勢的

人，也非常歡迎你將你所觀察到的帶

進部門中！

美感

行銷其實不外乎需要時常的用圖

像以及文字去吸引青年們，因此在

圖像的設計以及文案的書寫時，需

要具備美感！

Open-minded

任何對外輸出的圖像以及文字都

需經由部門負責人審查，因此若有

內容不符合品牌規章和品牌理念，

將會給予回饋以及修改建議，所以

大家就會需要讓自己的心胸開闊

些，在接受指點時才不會嚴重受

挫。



Youth to Business
● 青年企業共創部門

       我們部門主要致力於協助青年了解未來產業趨勢以幫助青年做更好的職涯探索，同時我們也透過

與企業建立夥伴合作關係去共同推廣好的社會理念和價值。

● 學習點：

       -市場策略規劃

       -市場業務開發

       -外部洽談技巧

示意圖



這學期你會經歷．．．
-商務開發小組

商務開發小組是個專門為分會建立外部合作關係的團隊，在這個團隊，你會需要協助分會的各式專案

進行外部夥伴的洽談，從分會的品牌公關活動的外部新創團隊洽談、營隊專案的議題合作夥伴尋找甚

至是大企業的資金贊助專案，皆會透過青年企業共創部門為分會爭取合作機會，可說是分會對外重要

的聯繫窗口。

示意圖



如果你是．．．很適合我們部門

喜愛從零到一的開發過程

在商務開發小組，沒有過去的成

功方程式也沒有既有的框架模

板，任何機會都需要藉由團隊的

成為自行創造夥伴的合作機會，

因此若你是熱愛從零到一的過

程並享受成功後巨大的成就感，

非常歡迎你的加入。

喜愛自我挑戰

在商務開發小組，你會有機會和

外部組織一對一的進行專案討

論，其中你需要自信表達自身企

劃並接觸不同利害關係人，若你

是喜愛跨出舒適圈與不同的人

接觸和溝通想法的話，非常歡迎

你的加入。

 高挫折容忍度

在商務開發小組，開發的過程往

往不會一切順利，你可能會遇到

被拒絕、被掛電話等挫折，若你能

將其視為成長的養分，並持續精

進自我，非常歡迎你的加入。



徵選流程

參加說明會
如果沒辦法參加說明
會的同學可以報名「個

人諮詢」！
會有專人向您接洽！

09/30
19:00-21:00

10/05
19:00-21:00

10/09
14:00-16:00

10/10
12:00

投
遞
申
請
書
截
止

10/12 10/15

晚
上
會
公
佈
面
試
名
單

10/18 10/19

線
上
面
試

10/21

公
佈
名
單

期
初
社
大

10/23

實
體
面
試



聯絡資訊

|秋季徵才負責人|

蔡凱翔

東吳籌備會 人才管理部門 副會長

AIESEC in Taiwan 

Facebook 粉絲專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