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 經費執行進度 經費執行進度 經費執行進度 經費執行進度

號 本月已執行數 本月執行率% 累計執行數 累計執行率%

1 10401000177 10404 國際企業管

理系

1  1-2  1-2-2  創新校外實

習課程機制

推動校外實習課程，鼓勵學

生前往企業實習

辦理實習說明會，推動校外

實習課程，增進學生職場實

務知能。

規劃中 規劃中 0% 12 - 國際企

業管理系暨

國際事業暨

文化交流研

究所

2015/12/31 0 0.00% 0 0% 10000 A 資料完整

2 10401000179 10404 國際企業管

理系

2  2-1  2-1-3  融合世界公

民素養與職

場倫理於專

業課程

透過循序漸進及系統化的作

法，逐步將五項重要公民核

心素養(倫理素養、民主素

養、科學素養、媒體素養、

美學素養)及職場倫理內涵

融入各系專業必修課程中。

體現於課程外之社區實踐及

國際參與活動中，使學生透

過課程的學習而獲得專業知

能外，亦能習得世界公民素

養與職場倫理。

計畫中，尚待執行 計畫中，尚待執行 0% 12 - 國際企

業管理系暨

國際事業暨

文化交流研

究所

2015/12/31 0 0.00% 0 0% 28096 A 資料完整

3 10401000180 10404 國際企業管

理系

2  2-1  2-1-4  非正式服務

學習活動

規劃學生前往社福機構(或
非營利組織)進行校外參

訪。

透過實地走訪協會過程，讓

學生學習正確的生命價值觀

，成為施比受更有福的施予

者。

由本系專任許淮之老師帶領學生參訪大樹

區龍目社區發展協會(社福機構)，由參訪

過程使學生瞭解協會如何建立社會企業模

式，有效執行「社區環境改造」、「環境

維護教育」、「社區老人關懷照顧」、

「協助偏遠孩童課輔教育」等關懷活動。

透過實地走訪協會過程，讓學生學習正確

的生命價值觀，成為施比受更有福的施予

者。

1.社福機構參訪地點：大樹區龍目社區發

展協會(龍目社區、龍目國小) 2.校外參訪

日期：104/03/27(五)12:00~18:00(共6小
時) 3.預計&#63851;加人&#63849;：50人

30% 12 - 國際企

業管理系暨

國際事業暨

文化交流研

究所

2015/12/31 0 0.00% 0 0% 10000 A 資料完整

4 10401000182 10404 國際企業管

理系

2  2-1  2-1-4  專業服務學

習課程(創新

課程)

配合專業服務學習課程-
「社會創新與社會創業

&#64029;&#64025;」，安

排學生至校外機構，進行專

業服務校外志工體驗，協助

社區發展、老人照料與關懷

弱勢兒童。

&#63851;與專業服務之志

工同學可藉由服務，學習用

微笑與耐心協助老人、弱勢

孩童，使學生&#63930;解
替人服務的喜悅、透過服務

提升學生服務內涵、並深化

學生有敬天愛人的

&#64029;&#64025;與全人

教育。

&#63851;與專業服務之志工同學可藉由服

務，學習用微笑與耐心協助老人、弱勢孩

童，使學生&#63930;解替人服務的喜悅、

透過服務提升學生服務內涵、並深化學生

有敬天愛人的&#64029;&#64025;與全人

教育。

1.專業服務課程名稱：社會創新與社會創

業&#64029;&#64025; 2.校外服務日期：

上課期間(104/03/6~104/06/26)擬安排8
次校外服務 3.校外服務時數：擬安排8次
校外服務，每次4小時，累計共32小時 4.
預計&#63851;加人&#63849;：40人 5.校
外服務地點：高雄市大樹區&#63940;目社

區、高雄市大樹區&#63940;目國民小學

20% 12 - 國際企

業管理系暨

國際事業暨

文化交流研

究所

2015/12/31 0 0.00% 0 0% 19496 A 資料完整

5 10401000183 10404 國際企業管

理系

2  2-3  2-3-2  自主學習選

修課程(大師

講座)

邀請大師演講與經驗傳承，

以提升學生未來創業的成功

機率與市場競爭力外，並引

領學生能夠全程執行從創意

思考的體會。

學生演講提升學生未來創業

的成功機率與市場競爭力，

專家可提供學生實務、經驗

與內容，讓學生能獲得校外

專業人士的專業知識及不同

觀點，以提升學生專業知識

及能力，並拓展其職場視

野。

規劃中 規劃中 0% 12 - 國際企

業管理系暨

國際事業暨

文化交流研

究所

2015/12/31 0 0.00% 0 0% 10000 A 資料完整

6 10401000184 10404 國際企業管

理系

2  2-3  2-3-4  專題成果發

表

辦理日間部及進修部專題專

題成果發表，並從中挑選特

優作品以茲鼓勵。

提升大四學生實驗應證、論

文撰寫、及成果報告等專業

能力。

規劃中 規劃中 0% 12 - 國際企

業管理系暨

國際事業暨

文化交流研

究所

2015/12/31 0 0.00% 0 0% 60000 A 資料完整

7 10401000185 10404 國際企業管

理系

2  2-3  2-3-4  全國性/國際

性競賽

鼓勵學生參與全國性或國際

性競賽

學生可藉由此競賽學習應用

商業管&#63972;知
&#63996;，培養獨特創新

思考。並藉相互觀摩學習之

機會激發創意及思維潛能。

規劃中 規劃中 0% 12 - 國際企

業管理系暨

國際事業暨

文化交流研

究所

2015/12/31 0 0.00% 0 0% 35500 A 資料完整

8 10401000187 10404 國際企業管

理系

3  3-2  3-2-1  教師教學專

業成長研習

活動

邀請學者專家與系專兼任教

師，進行教學之研習或參加

學術研討會

鼓勵教師至少每學期參加2
次以上校內(諮輔或教發)舉
辦的WORKSHOP或校外研習

計畫中，尚待執行 計畫中，尚待執行 0% 12 - 國際企

業管理系暨

國際事業暨

文化交流研

究所

2015/12/31 0 0.00% 0 0% 10000 A 資料完整

9 10401000188 10404 國際企業管

理系

4  4-1  4-1-1  能力本位課

程題庫製作

由本系專任教師製作課程教

材(題庫)，編寫一本適合本

校學生修習商管知識之專業

書籍。讓學生能由淺入深學

習商管知識，從中尋獲學習

&#63764;趣。

由授課老師親自製作課程教

材(題庫)，彌補學生在學習

上的盲點與缺失，提升學生

學習的成效與績效。

規劃中 規劃中 0% 12 - 國際企

業管理系暨

國際事業暨

文化交流研

究所

2015/12/31 0 0.00% 0 0% 6048 A 資料完整

10 10401000189 10404 國際企業管

理系

4  4-2  4-2-1  專業證照輔

導課程

由本系專任教師輔導日間部

學生考取「國貿業務丙級技

術士證照」與輔導進修部學

生考取「ERP軟體應用師-配
銷模組」證照檢定考試，提

升專業能力與證照合格通過

率。

辦理國貿業務丙級技術士證

照輔導課程與ERP軟體應用

師-配銷模組證照，培養與

提升學生國貿業務與ERP軟
體應用師-配銷模組專業能

力、增進學生競爭力。

由本系專任教師蔡振義&#63796;師協助輔

導進修部學生考取「ERP軟體應用師-配銷

模組」證照檢定考試，培養與提升學生的

專業能&#63882;、增進學生競爭

&#63882;。 由本系專任教師楊惠娥

&#63796;師輔導學生考取國貿業務丙級技

術士證照，培養與提升學生國貿業務專業

能&#63882;、增進學生競爭&#63882;。

1.課程名稱：ERP軟體應用師-配銷模組證

照檢定輔導班 2.上課日期：

104/03/07~104/05/02 3.預計&#63851;加
人&#63849;：30人 4.上課地點：Q506 1.
課程名稱：國貿業務丙級技術士輔導班 2.
上課日期：104/03/10~104/03/20(共16
小時) 3. 預計&#63851;加人&#63849;：50
人 4. 上課地點：Q506教室 估計有40位學

生填寫課程學習問卷調查表，估計問卷調

查結果，學生對講師能有效掌控課程滿意

&#64001;有75%、幫助學生&#63930;解課

程內容及&#63851;與輔導課提升學生專業

知&#63996;與能&#63882;滿意&#64001;
有78%，表示學生&#63851;與國貿丙級輔

導班或取道充足的知&#63996;及滿意的收

穫。

30% 12 - 國際企

業管理系暨

國際事業暨

文化交流研

究所

2015/12/31 0 0.00% 0 0% 39168 A 資料完整

附件

01 - 卓越計畫執行成果

主辦單位 預計完成日 小計 經費來源 狀態 更新部份說明執行活動名稱 執行內容 預期成效 成效(量化) 成效(質化) 達成進度%流水編號 填報年月 填表單位 分項計畫編號 子計畫編號 細部計畫編號



編 經費執行進度 經費執行進度 經費執行進度 經費執行進度

號 本月已執行數 本月執行率% 累計執行數 累計執行率%
附件

01 - 卓越計畫執行成果

主辦單位 預計完成日 小計 經費來源 狀態 更新部份說明執行活動名稱 執行內容 預期成效 成效(量化) 成效(質化) 達成進度%流水編號 填報年月 填表單位 分項計畫編號 子計畫編號 細部計畫編號

11 10401000190 10404 國際企業管

理系

4  4-3  4-3-1  就業輔導座

談會

導師輔導學生運用「課程地

圖系統」，以了解系本位課

程(包括系上的職業進路規

劃與所需知能)、自己的職

業興趣與未來的可能進路。

學生藉由與導師輔導，了解

自我專長以及職業進路規劃

與所需知能，提升未來職場

競爭力。

計畫中，尚待執行 計畫中，尚待執行 0% 12 - 國際企

業管理系暨

國際事業暨

文化交流研

究所

2015/12/31 0 0.00% 0 0% 10000 A 資料完整

12 10401000191 10404 國際企業管

理系

4  4-3  4-3-2  健全畢業流

向調查機制

請應屆畢業班於每年5月建

立最新聯絡網，以利追蹤畢

業生就業滿意度。

更新應屆畢業生之聯絡網，

並於畢業半年後調查其就業

滿意度，以利回饋本系課程

之安排。

計畫中，尚待執行 計畫中，尚待執行 0% 12 - 國際企

業管理系暨

國際事業暨

文化交流研

究所

2015/12/31 0 0.00% 0 0% 9930 A 資料完整

13 10401000192 10404 國際企業管

理系

5  5-1  5-1-1  海外實習 與國外企業簽訂暑期或整學

期實習合約書，並徵選學生

前往國外實習。研究所海外

研習課程，安排碩士生參訪

國外企業(台商企業)、國際

研討會，進行交流與研習。

研究所海外研習課程，安排

碩士生參訪國外企業(台商

企業)、國際研討會，進行

交流與研習。透過國外參訪

，使學生吸收他國成功經驗

和拓展國際觀，並將研習經

驗融入未來研究及論文內

容。

規劃中 規劃中 0% 12 - 國際企

業管理系暨

國際事業暨

文化交流研

究所

2015/12/31 0 0.00% 0 0% 40000 A 資料完整

14 10401000196 10404 國際企業管

理系

2  2-3  2-3-4  補助考照/競
賽(創新課程)

由本系專任教師開設企業資

源規劃課程(ERP)，欲邀請

中華民國ERP學會專案經理

擔任校外專家協助輔導學生

考取師證照。提升專業能力

與證照合格通過率。

考取「ERP規劃師」證照俾

使學生達到孰悉企業運作流

程的成效，提升學生未來職

場之競爭力。

透過蔡振義老師與校外專家共同輔導學生

考取「ERP規劃師」證照，讓學生學習到

配銷、生管、採購、財會、與人力資源模

組知識，了解如何有效進行專案管理，並

透過解析資訊與資料庫系統數值；判斷如

何決策。考取「ERP規劃師」證照俾使學

生達到孰悉企業運作流程的成效，提升學

生未來職場之競爭力。

1.課程名稱：邀請1位校外專家輔導學生

考取「ERP規劃師」證照 2.上課日期：上

課期間(104/03/1~104/06/30)擬安排3場
協同教學(共9小時) 3.預計&#63851;加人

&#63849;：53人 4.上課地點：Q507

20% 12 - 國際企

業管理系暨

國際事業暨

文化交流研

究所

2015/12/31 0 0.00% 0 0% 25508 A 資料完整

15 10401000445 10405 國際企業管

理系

5  5-1  5-1-1  海外實習 與國外企業簽訂暑期或整學

期實習合約書，並徵選學生

前往國外實習。研究所海外

研習課程，安排碩士生參訪

國外企業(台商企業)、國際

研討會，進行交流與研習。

研究所海外研習課程，安排

碩士生參訪國外企業(台商

企業)、國際研討會，進行

交流與研習。透過國外參訪

，使學生吸收他國成功經驗

和拓展國際觀，並將研習經

驗融入未來研究及論文內

容。

規劃中 規劃中 0% 12 - 國際企

業管理系暨

國際事業暨

文化交流研

究所

2015/12/31 0 0.00% 0 0% 40000 A 資料完整

16 10401000446 10405 國際企業管

理系

4  4-3  4-3-2  健全畢業流

向調查機制

請應屆畢業班於每年5月建

立最新聯絡網，以利追蹤畢

業生就業滿意度。

更新應屆畢業生之聯絡網，

並於畢業半年後調查其就業

滿意度，以利回饋本系課程

之安排。

計畫中，尚待執行 計畫中，尚待執行 0% 12 - 國際企

業管理系暨

國際事業暨

文化交流研

究所

2015/12/31 0 0.00% 0 0% 9930 A 資料完整

17 10401000447 10405 國際企業管

理系

4  4-3  4-3-1  就業輔導座

談會

導師輔導學生運用「課程地

圖系統」，以了解系本位課

程(包括系上的職業進路規

劃與所需知能)、自己的職

業興趣與未來的可能進路。

學生藉由與導師輔導，了解

自我專長以及職業進路規劃

與所需知能，提升未來職場

競爭力。

計畫中，尚待執行 計畫中，尚待執行 0% 12 - 國際企

業管理系暨

國際事業暨

文化交流研

究所

2015/12/31 0 0.00% 0 0% 10000 A 資料完整

18 10401000448 10405 國際企業管

理系

2  2-3  2-3-4  補助考照/競
賽(創新課程)

由本系專任教師開設企業資

源規劃課程(ERP)，欲邀請

中華民國ERP學會專案經理

擔任校外專家協助輔導學生

考取師證照。提升專業能力

與證照合格通過率。

考取「ERP規劃師」證照俾

使學生達到孰悉企業運作流

程的成效，提升學生未來職

場之競爭力。

透過蔡振義老師與校外專家共同輔導學生

考取「ERP規劃師」證照，讓學生學習到

配銷、生管、採購、財會、與人力資源模

組知識，了解如何有效進行專案管理，並

透過解析資訊與資料庫系統數值；判斷如

何決策。考取「ERP規劃師」證照俾使學

生達到孰悉企業運作流程的成效，提升學

生未來職場之競爭力。

1.課程名稱：邀請1位校外專家輔導學生

考取「ERP規劃師」證照 2.上課日期：上

課期間(104/03/1~104/06/30)擬安排3場
協同教學(共9小時) 3.預計&#63851;加人

&#63849;：53人 4.上課地點：Q507

20% 12 - 國際企

業管理系暨

國際事業暨

文化交流研

究所

2015/12/31 0 0.00% 0 0% 25508 A 資料完整

19 10401000449 10405 國際企業管

理系

4  4-2  4-2-1  專業證照輔

導課程

由本系專任教師輔導日間部

學生考取「國貿業務丙級技

術士證照」與輔導進修部學

生考取「ERP軟體應用師-配
銷模組」證照檢定考試，提

升專業能力與證照合格通過

率。

辦理國貿業務丙級技術士證

照輔導課程與ERP軟體應用

師-配銷模組證照，培養與

提升學生國貿業務與ERP軟
體應用師-配銷模組專業能

力、增進學生競爭力。

由本系專任教師蔡振義&#63796;師協助輔

導進修部學生考取「ERP軟體應用師-配銷

模組」證照檢定考試，培養與提升學生的

專業能&#63882;、增進學生競爭

&#63882;。 由本系專任教師楊惠娥

&#63796;師輔導學生考取國貿業務丙級技

術士證照，培養與提升學生國貿業務專業

能&#63882;、增進學生競爭&#63882;。

1.課程名稱：ERP軟體應用師-配銷模組證

照檢定輔導班 2.上課日期：

104/03/07~104/05/02 3.預計&#63851;加
人&#63849;：30人 4.上課地點：Q506 1.
課程名稱：國貿業務丙級技術士輔導班 2.
上課日期：104/03/10~104/03/20(共16
小時) 3. 預計&#63851;加人&#63849;：50
人 4. 上課地點：Q506教室 估計有40位學

生填寫課程學習問卷調查表，估計問卷調

查結果，學生對講師能有效掌控課程滿意

&#64001;有75%、幫助學生&#63930;解課

程內容及&#63851;與輔導課提升學生專業

知&#63996;與能&#63882;滿意&#64001;
有78%，表示學生&#63851;與國貿丙級輔

導班或取道充足的知&#63996;及滿意的收

穫。

30% 12 - 國際企

業管理系暨

國際事業暨

文化交流研

究所

2015/12/31 0 0.00% 0 0% 39168 A 資料完整

20 10401000450 10405 國際企業管

理系

4  4-1  4-1-1  能力本位課

程題庫製作

由本系專任教師製作課程教

材(題庫)，編寫一本適合本

校學生修習商管知識之專業

書籍。讓學生能由淺入深學

習商管知識，從中尋獲學習

&#63764;趣。

由授課老師親自製作課程教

材(題庫)，彌補學生在學習

上的盲點與缺失，提升學生

學習的成效與績效。

規劃中 規劃中 0% 12 - 國際企

業管理系暨

國際事業暨

文化交流研

究所

2015/12/31 0 0.00% 0 0% 6048 A 資料完整



編 經費執行進度 經費執行進度 經費執行進度 經費執行進度

號 本月已執行數 本月執行率% 累計執行數 累計執行率%
附件

01 - 卓越計畫執行成果

主辦單位 預計完成日 小計 經費來源 狀態 更新部份說明執行活動名稱 執行內容 預期成效 成效(量化) 成效(質化) 達成進度%流水編號 填報年月 填表單位 分項計畫編號 子計畫編號 細部計畫編號

21 10401000462 10405 國際企業管

理系

3  3-2  3-2-1  教師教學專

業成長研習

活動

邀請學者專家與系專兼任教

師，進行教學之研習或參加

學術研討會

鼓勵教師至少每學期參加2
次以上校內(諮輔或教發)舉
辦的WORKSHOP或校外研習

計畫中，尚待執行 計畫中，尚待執行 0% 12 - 國際企

業管理系暨

國際事業暨

文化交流研

究所

2015/12/31 0 0.00% 0 0% 10000 A 資料完整

22 10401000474 10405 國際企業管

理系

2  2-3  2-3-4  全國性/國際

性競賽

鼓勵學生參與全國性或國際

性競賽

學生可藉由此競賽學習應用

商業管&#63972;知
&#63996;，培養獨特創新

思考。並藉相互觀摩學習之

機會激發創意及思維潛能。

103學年度第2學期：

2015&#63886;&#64001;第五屆TBSA全國

大專創新企劃競賽 1.決賽地點:臺北市社

團法人台灣商務策劃協會 2.&#63851;加
人&#63849;:學生11人、指導&#63796;師
3位 3.比賽時程:3/20~4/27初賽評選，

5/30至台北參與決賽發表。 2015正新瑪

吉斯第十八屆全國經營管理實務專題競賽

1.決賽地點:國立雲林科技大學企業管理系

2.&#63851;加人&#63849;:學生8人、指導

&#63796;師1位 3.比賽時程:4/9初賽評選

結果，5/8公布評選，5/24至雲林

&#63851;與決賽發表。

103學年度第2學期：

2015&#63886;&#64001;第五屆TBSA全國

大專創新企劃競賽 系上專任&#63796;師
─廖俊芳&#63796;師、王立勳&#63796;
師、蔡正飛老師，帶&#63924;&#63864;
隊國企管系學生&#63851;加競賽，由「藻

愛迪爾：李悅慈、陳育恩、麥晉輔、劉欽

宗、蕭竹婷」及「Pioneer：黃聖翔、王

澤元、黃俊庭、翁意閔、鄭立岡、鄒明

真」，共計11位學生參加TBSA全國大專創

新企劃競賽-商品行銷組。透過參與競賽

，進行企劃行銷及管&#63972;研究之專題

簡報，提升學生企劃行銷專業知能。

2015正新瑪吉斯第十八屆全國經營管理實

務專題競賽 系上專任&#63796;師─蔡正

飛&#63796;師，帶&#63924;&#63864;隊
國企管系學生&#63851;加競賽，分別報名

「行銷策略管理類：陳思穎、林奕君、戴

博林、陳炫蓉」與「消費者行為研究類：

簡君&#20227;、鄭令婕、王漢霖、李達

富」，共計8位學生&#63851;加2015正新

瑪吉斯第十八屆全國經營管理實務專題競

賽。透過參與競賽，進

&#64008;&#64008;銷策略及消費者行為

研究之專題簡報，提升學生行銷策略與消

費者市場企劃&#64008;銷之專業知能。

15% 12 - 國際企

業管理系暨

國際事業暨

文化交流研

究所

2015/12/31 0 0.00% 0 0% 35500 A 資料完整 成效(量化)： 103學
年度第2學期： 2015
年度第五屆TBSA全
國大專創新企劃競

賽 1.決賽地點:臺北

市社團法人台灣商

務策劃協會 2.參加

人數:學生11人、指

導老師3位 3.比賽時

程:3/20~4/27初賽

評選，5/30至台北

參與決賽發表。

2015正新瑪吉斯第

十八屆全國經營管

理實務專題競賽 1.
決賽地點:國立雲林

科技大學企業管理

系 2.參加人數:學生

8人、指導老師1位
3.比賽時程:4/9初賽

評選結果，5/8公布

評選，5/24至雲林

參與決賽發表。 成
效(質化)： 103學年

度第2學期： 2015年
度第五屆TBSA全國

大專創新企劃競賽

系上專任老師─廖

俊芳老師、王立勳

老師 蔡正飛老師
23 10401000476 10405 國際企業管

理系

2  2-3  2-3-4  專題成果發

表

辦理日間部及進修部專題專

題成果發表，並從中挑選特

優作品以茲鼓勵。

提升大四學生實驗應證、論

文撰寫、及成果報告等專業

能力。

規劃中 規劃中 0% 12 - 國際企

業管理系暨

國際事業暨

文化交流研

究所

2015/12/31 0 0.00% 0 0% 60000 A 資料完整

24 10401000483 10405 國際企業管

理系

2  2-3  2-3-2  自主學習選

修課程(大師

講座)

邀請大師演講與經驗傳承，

以提升學生未來創業的成功

機率與市場競爭力外，並引

領學生能夠全程執行從創意

思考的體會。

學生演講提升學生未來創業

的成功機率與市場競爭力，

專家可提供學生實務、經驗

與內容，讓學生能獲得校外

專業人士的專業知識及不同

觀點，以提升學生專業知識

及能力，並拓展其職場視

野。

規劃中 規劃中 0% 12 - 國際企

業管理系暨

國際事業暨

文化交流研

究所

2015/12/31 0 0.00% 0 0% 10000 A 資料完整

25 10401000484 10405 國際企業管

理系

2  2-1  2-1-4  專業服務學

習課程(創新

課程)

配合專業服務學習課程-
「社會創新與社會創業

&#64029;&#64025;」，安

排學生至校外機構，進行專

業服務校外志工體驗，協助

社區發展、老人照料與關懷

弱勢兒童。

&#63851;與專業服務之志

工同學可藉由服務，學習用

微笑與耐心協助老人、弱勢

孩童，使學生&#63930;解
替人服務的喜悅、透過服務

提升學生服務內涵、並深化

學生有敬天愛人的

&#64029;&#64025;與全人

教育。

&#63851;與專業服務之志工同學可藉由服

務，學習用微笑與耐心協助老人、弱勢孩

童，使學生&#63930;解替人服務的喜悅、

透過服務提升學生服務內涵、並深化學生

有敬天愛人的&#64029;&#64025;與全人

教育。

1.專業服務課程名稱：社會創新與社會創

業&#64029;&#64025; 2.校外服務日期：

上課期間(104/03/6~104/06/26)擬安排8
次校外服務 3.校外服務時數：擬安排8次
校外服務，每次4小時，累計共32小時 4.
預計&#63851;加人&#63849;：40人 5.校
外服務地點：高雄市大樹區&#63940;目社

區、高雄市大樹區&#63940;目國民小學

20% 12 - 國際企

業管理系暨

國際事業暨

文化交流研

究所

2015/12/31 0 0.00% 0 0% 19496 A 資料完整

26 10401000485 10405 國際企業管

理系

2  2-1  2-1-3  融合世界公

民素養與職

場倫理於專

業課程

透過循序漸進及系統化的作

法，逐步將五項重要公民核

心素養(倫理素養、民主素

養、科學素養、媒體素養、

美學素養)及職場倫理內涵

融入各系專業必修課程中。

體現於課程外之社區實踐及

國際參與活動中，使學生透

過課程的學習而獲得專業知

能外，亦能習得世界公民素

養與職場倫理。

計畫中，尚待執行 計畫中，尚待執行 0% 12 - 國際企

業管理系暨

國際事業暨

文化交流研

究所

2015/12/31 0 0.00% 0 0% 28096 A 資料完整

27 10401000487 10405 國際企業管

理系

1  1-2  1-2-2  創新校外實

習課程機制

推動校外實習課程，鼓勵學

生前往企業實習

辦理實習說明會，推動校外

實習課程，增進學生職場實

務知能。

規劃中 規劃中 0% 12 - 國際企

業管理系暨

國際事業暨

文化交流研

究所

2015/12/31 0 0.00% 0 0% 10000 A 資料完整

28 10401000908 10406 國際企業管

理系

1  1-2  1-2-2  創新校外實

習課程機制

推動校外實習課程，鼓勵學

生前往企業實習

辦理實習說明會，推動校外

實習課程，增進學生職場實

務知能。

規劃中 規劃中 0% 12 - 國際企

業管理系暨

國際事業暨

文化交流研

究所

2015/12/31 0 0.00% 0 0% 10000 A 資料完整

29 10401000909 10406 國際企業管

理系

2  2-1  2-1-3  融合世界公

民素養與職

場倫理於專

業課程

透過循序漸進及系統化的作

法，逐步將五項重要公民核

心素養(倫理素養、民主素

養、科學素養、媒體素養、

美學素養)及職場倫理內涵

融入各系專業必修課程中。

體現於課程外之社區實踐及

國際參與活動中，使學生透

過課程的學習而獲得專業知

能外，亦能習得世界公民素

養與職場倫理。

計畫中，尚待執行 計畫中，尚待執行 0% 12 - 國際企

業管理系暨

國際事業暨

文化交流研

究所

2015/12/31 0 0.00% 0 0% 28096 A 資料完整



編 經費執行進度 經費執行進度 經費執行進度 經費執行進度

號 本月已執行數 本月執行率% 累計執行數 累計執行率%
附件

01 - 卓越計畫執行成果

主辦單位 預計完成日 小計 經費來源 狀態 更新部份說明執行活動名稱 執行內容 預期成效 成效(量化) 成效(質化) 達成進度%流水編號 填報年月 填表單位 分項計畫編號 子計畫編號 細部計畫編號

30 10401000910 10406 國際企業管

理系

2  2-1  2-1-4  專業服務學

習課程(創新

課程)

配合專業服務學習課程-
「社會創新與社會創業

&#64029;&#64025;」，安

排學生至校外機構，進行專

業服務校外志工體驗，協助

社區發展、老人照料與關懷

弱勢兒童。

&#63851;與專業服務之志

工同學可藉由服務，學習用

微笑與耐心協助老人、弱勢

孩童，使學生&#63930;解
替人服務的喜悅、透過服務

提升學生服務內涵、並深化

學生有敬天愛人的

&#64029;&#64025;與全人

教育。

103學年度第2學期 1.專業服務課程名稱：

社會創新與社會創業&#64029;&#64025;
2.校外服務日期：104/3/27、104/4/10、
104/4/17、104/5/1、104/5/22、
104/5/30 3.校外服務時數：安排6次校外

服務，平均每次5.5小時，累計共33小時

4.&#63851;加人&#63849;：42人 5.校外

服務地點：高雄市大樹區&#63940;目社

區、高雄市大樹區&#63940;目國民小學

參與志工服務同學(共37位)填寫學校志工

服務認證心得，由資料顯示，全體學生認

同志工服務精神，表示透過服務提升學生

自我內涵、並深化敬天愛人的

&#64029;&#64025;與落實全人

103學年度第2學期: 文藻學生透過社區關

懷服務，運用專長活化社區的發展，龍目

社區屬於老年化嚴重的社區，20%以上的

65歲高齡人口社區，因為缺乏經濟機會，

年輕人大量外移造成單親家庭及隔代教養

嚴重，透過學生(志工)進入偏遠社區包含

長者關懷及送餐，協助社區辦公室的文書

處理及電腦操作協助；藉由文藻學生英語

專長，輔導龍目國小弱勢家庭兒童，輔導

兒童的語言教學及表達能力。&#63851;與
專業服務之志工同學可藉由服務，學習用

微笑與耐心協助老人、弱勢孩童，使學生

&#63930;解替人服務的喜悅、透過服務提

升學生服務內涵、並深化學生有敬天愛人

的&#64029;&#64025;與全人教育。

100% 12 - 國際企

業管理系暨

國際事業暨

文化交流研

究所

2015/12/31 19496 100.00% 19496 100.00% 19496 A 資料完整 103學年度第2學期

1.專業服務課程名

稱：社會創新與社

會創業精神 2.校外

服務日期：

104/3/27、
104/4/10、
104/4/17、
104/5/1、
104/5/22、
104/5/30 3.校外服

務時數：安排6次校

外服務，平均每次

5.5小時，累計共33
小時 4.參加人數：

42人 5.校外服務地

點：高雄市大樹區

龍目社區、高雄市

大樹區龍目國民小

學 參與志工服務同

學(共37位)填寫學校

志工服務認證心得

，由資料顯示，全

體學生認同志工服

務精神，表示透過

服務提升學生自我

內涵、並深化敬天

愛人的精神與落實

全人 103學年度第2
學期: 文藻學生透過

31 10401000911 10406 國際企業管

理系

2  2-3  2-3-2  自主學習選

修課程(大師

講座)

邀請大師演講與經驗傳承，

以提升學生未來創業的成功

機率與市場競爭力外，並引

領學生能夠全程執行從創意

思考的體會。

學生演講提升學生未來創業

的成功機率與市場競爭力，

專家可提供學生實務、經驗

與內容，讓學生能獲得校外

專業人士的專業知識及不同

觀點，以提升學生專業知識

及能力，並拓展其職場視

野。

規劃中 規劃中 0% 12 - 國際企

業管理系暨

國際事業暨

文化交流研

究所

2015/12/31 0 0.00% 0 0% 10000 A 資料完整

32 10401000912 10406 國際企業管

理系

2  2-3  2-3-4  專題成果發

表

辦理日間部及進修部專題專

題成果發表，並從中挑選特

優作品以茲鼓勵。

提升大四學生實驗應證、論

文撰寫、及成果報告等專業

能力。

103學年度第2學期 1. 時間：

104&#63886;6月18日 18:00~21:00 2. 地
點：W211文園會議室 3. 主題：國際企業

管&#63972;系進修部第八屆實務專題競賽

4. &#63851;與人&#63849;：141人(口試

委員4位、觀禮老師3位、校職員工作人員

6位、學生128位)

103學年度第2學期 舉辦進修部第八屆畢

業專題成果發表會，提升大四生實驗應

證、&#63809;文撰寫及成果報告等專業能

&#63882;，增進校際交&#63946;。會中

邀請國&#63991;成功大學交通管理科學系

林佐鼎副教授、城都國際開發規劃管理顧

問有限公司徐弘宇總經理、及系上專任黃

國良老師與許淮之老師，共4位擔任評審

委員，從中挑選前三名優秀作品以茲鼓

&#63871;。

50% 12 - 國際企

業管理系暨

國際事業暨

文化交流研

究所

2015/12/31 30000 50.00% 30000 50.00% 60000 A 資料完整 103學年度第2學期

1. 時間：104年6月
18日 18:00~21:00 2.
地點：W211文園會

議室 3. 主題：國際

企業管理系進修部

第八屆實務專題競

賽 4. 參與人數：

141人(口試委員4
位、觀禮老師3位、

校職員工作人員6
位、學生128位) 103
學年度第2學期 舉辦

進修部第八屆畢業

專題成果發表會，

提升大四生實驗應

證、論文撰寫及成

果報告等專業能力

，增進校際交流。

會中邀請國立成功

大學交通管理科學

系林佐鼎副教授、

城都國際開發規劃

管理顧問有限公司

徐弘宇總經理、及

系上專任黃國良老

師與許淮之老師，

共4位擔任評審委員

，從中挑選前三名

優秀作品以茲鼓
33 10401000913 10406 國際企業管

理系

2  2-1  2-1-4  非正式服務

學習活動

規劃學生前往社福機構(或
非營利組織)進行校外參

訪。

透過實地走訪協會過程，讓

學生學習正確的生命價值觀

，成為施比受更有福的施予

者。

規劃中 規劃中 0% 12 - 國際企

業管理系暨

國際事業暨

文化交流研

究所

2015/12/31 0 0.00% 0 0% 10000 A 資料完整 因計畫表撤簽，故

成效質量化，修正

成規劃中。擬104學
年度第1學期辦理。

34 10401000914 10406 國際企業管

理系

2  2-3  2-3-2  自主學習選

修課程(大師

講座)

邀請大師演講與經驗傳承，

以提升學生未來創業的成功

機率與市場競爭力外，並引

領學生能夠全程執行從創意

思考的體會。

學生演講提升學生未來創業

的成功機率與市場競爭力，

專家可提供學生實務、經驗

與內容，讓學生能獲得校外

專業人士的專業知識及不同

觀點，以提升學生專業知識

及能力，並拓展其職場視

野。

規劃中 規劃中 0% 12 - 國際企

業管理系暨

國際事業暨

文化交流研

究所

2015/12/31 0 0.00% 0 0% 10000 A 資料完整



編 經費執行進度 經費執行進度 經費執行進度 經費執行進度

號 本月已執行數 本月執行率% 累計執行數 累計執行率%
附件

01 - 卓越計畫執行成果

主辦單位 預計完成日 小計 經費來源 狀態 更新部份說明執行活動名稱 執行內容 預期成效 成效(量化) 成效(質化) 達成進度%流水編號 填報年月 填表單位 分項計畫編號 子計畫編號 細部計畫編號

35 10401000915 10406 國際企業管

理系

2  2-3  2-3-4  全國性/國際

性競賽

鼓勵學生參與全國性或國際

性競賽

學生可藉由此競賽學習應用

商業管&#63972;知
&#63996;，培養獨特創新

思考。並藉相互觀摩學習之

機會激發創意及思維潛能。

103學年度第2學期：

2015&#63886;&#64001;第五屆TBSA全國

大專創新企劃競賽 1.比賽名

稱:2015&#63886;&#64001;第五屆TBSA全
國大專創新企劃競賽 2.決賽地點:臺北市

社團法人台灣商務策劃協會 3.&#63851;
加人&#63849;:學生11人、指導&#63796;
師3位 4.比賽時程:4/27公布評選結果，本

系一組獲佳作獎、一組優勝獎。優勝獎同

學於5/30至台北參與決賽發表。(故僅獲

優勝獎同學申請差旅費補助) 5.競賽結果:
本系兩組同學勇奪「佳作獎」與「優勝

獎」。 2015正新瑪吉斯第十八屆全國經

營管理實務專題競賽 1.比賽名稱:2015正
新瑪吉斯第十八屆全國經營管理實務專題

競賽 2.決賽地點:國立雲林科技大學企業

管理系 3.&#63851;加人&#63849;:學生8
人、指導&#63796;師1位 4.比賽時程:5/8
公布入選複賽，5/24至國立雲林科技大學

&#63851;與決賽發表。 5.競賽結果:本系

兩組同學勇奪「消費者行為研究類第一

名」與「行銷策略管理類第三名」。

103學年度第2學期：

2015&#63886;&#64001;第五屆TBSA全國

大專創新企劃競賽 文藻外大國際企業管

理系三年級學生本系三年級學生，在該系

廖俊芳&#63796;師、王立勳&#63796;
師、蔡正飛老師，指導下參加TBSA社團法

人台灣商務策劃協會舉辦的「2015第五屆

TBSA全國大專創新企劃競賽」，文藻學生

打敗來國立知名大學的團隊，從全國將近

400件參賽作品中脫穎而出，獲得「商品

行銷組」優勝及佳作等優異成績。 獲得

「商品行銷組」優等獎的團隊為，國企管

系三年級黃聖翔、王澤元、黃俊庭、翁意

閔、鄭&#63991;岡及鄒明真。另外，同班

的&#63969;悅慈、陳育恩、麥晉輔、

&#63943;欽宗及蕭竹婷，榮獲「商品

&#64008;銷組」佳作獎。學生透過

&#63851;與競賽，進&#64008;企劃

&#64008;銷及管&#63972;研究的專題簡

報，將可提升學子企劃&#64008;銷專業知

能，同時拓展學涯之路。 2015正新瑪吉

斯第十八屆全國經營管理實務專題競賽

文藻外大國際企業管理系四年級學生，在

該系教師蔡正飛教授指導下，參加國

&#63991;雲&#63988;科技大學企業管

&#63972;系主辦的『2015正新瑪吉斯第十

八屆全國經營管理實務專題競賽』，打敗

知名國立大學，勇奪冠軍及季軍。 文藻

國企管系得獎的團隊分別為，鄭令婕、簡

君&#20227; 王漢霖 李達富 以專題

77% 12 - 國際企

業管理系暨

國際事業暨

文化交流研

究所

2015/12/31 27256 76.78% 27256 76.78% 35500 A 資料完整 103學年度第2學
期： 2015年度第五

屆TBSA全國大專創

新企劃競賽 1.比賽

名稱:2015年度第五

屆TBSA全國大專創

新企劃競賽 2.決賽

地點:臺北市社團法

人台灣商務策劃協

會 3.參加人數:學生

11人、指導老師3位
4.比賽時程:4/27公
布評選結果，本系

一組獲佳作獎、一

組優勝獎。優勝獎

同學於5/30至台北

參與決賽發表。(故
僅獲優勝獎同學申

請差旅費補助) 5.競
賽結果:本系兩組同

學勇奪「佳作獎」

與「優勝獎」。

2015正新瑪吉斯第

十八屆全國經營管

理實務專題競賽 1.
比賽名稱:2015正新

瑪吉斯第十八屆全

國經營管理實務專

題競賽 2.決賽地點:
國立雲林科技大學

36 10401000916 10406 國際企業管

理系

2  2-3  2-3-4  補助考照/競
賽(創新課程)

由本系專任教師開設企業資

源規劃課程(ERP)，欲邀請

中華民國ERP學會專案經理

擔任校外專家協助輔導學生

考取師證照。提升專業能力

與證照合格通過率。

考取「ERP規劃師」證照俾

使學生達到孰悉企業運作流

程的成效，提升學生未來職

場之競爭力。

103學年度第2學期 1.課程名稱：邀請校外

專家蘇銘鐘老師輔導學生考取「ERP規劃

師」證照 2.上課日期：104.05.20 安排1
場協同教學(共2小時) 3.&#63851;加人

&#63849;：53人 4.上課地點：Q506 輔導

課程結束後，共計53位同學報考「ERP規
劃師」證照，共36位同學考取證照，證照

通過率達68%。

103學年度第2學期 由本系專任教師蔡振

義老師與及校外業界蘇銘鐘老師，共同輔

導學生考取「ERP規劃師」證照，讓學生

學習到配銷、生管、採購、財會、與人力

資源模組知識，了解如何有效進行專案管

理，並透過解析資訊與資料庫系統數值；

判斷如何決策。考取「ERP規劃師」證照

俾使學生達到孰悉企業運作流程的成效，

提升學生未來職場之競爭力。欲104年6月
24日參加ERP規劃師認證檢定考試，全班

共53位學生報名參加認證檢定。

22% 12 - 國際企

業管理系暨

國際事業暨

文化交流研

究所

2015/12/31 5,689 22.30% 5689 22.30% 25508 A 資料完整 103學年度第2學期

1.課程名稱：邀請校

外專家蘇銘鐘老師

輔導學生考取「ERP
規劃師」證照 2.上
課日期：104.05.20
安排1場協同教學(共
2小時) 3.參加人

數：53人 4.上課地

點：Q506 輔導課程

結束後，共計53位
同學報考「ERP規劃

師」證照，共36位
同學考取證照，證

照通過率達68%。
103學年度第2學期

由本系專任教師蔡

振義老師與及校外

業界蘇銘鐘老師，

共同輔導學生考取

「ERP規劃師」證照

，讓學生學習到配

銷、生管、採購、

財會、與人力資源

模組知識，了解如

何有效進行專案管

理，並透過解析資

訊與資料庫系統數

值；判斷如何決

策 考取「ERP規劃
37 10401000917 10406 國際企業管

理系

3  3-2  3-2-1  教師教學專

業成長研習

活動

邀請學者專家與系專兼任教

師，進行教學之研習或參加

學術研討會

鼓勵教師至少每學期參加2
次以上校內(諮輔或教發)舉
辦的WORKSHOP或校外研習

計畫中，尚待執行 計畫中，尚待執行 0% 12 - 國際企

業管理系暨

國際事業暨

文化交流研

究所

2015/12/31 0 0.00% 0 0% 10000 A 資料完整

38 10401000918 10406 國際企業管

理系

4  4-1  4-1-1  能力本位課

程題庫製作

由本系專任教師製作課程教

材(題庫)，編寫一本適合本

校學生修習商管知識之專業

書籍。讓學生能由淺入深學

習商管知識，從中尋獲學習

&#63764;趣。

由授課老師親自製作課程教

材(題庫)，彌補學生在學習

上的盲點與缺失，提升學生

學習的成效與績效。

規劃中 規劃中 0% 12 - 國際企

業管理系暨

國際事業暨

文化交流研

究所

2015/12/31 0 0.00% 0 0% 6048 A 資料完整



編 經費執行進度 經費執行進度 經費執行進度 經費執行進度

號 本月已執行數 本月執行率% 累計執行數 累計執行率%
附件

01 - 卓越計畫執行成果

主辦單位 預計完成日 小計 經費來源 狀態 更新部份說明執行活動名稱 執行內容 預期成效 成效(量化) 成效(質化) 達成進度%流水編號 填報年月 填表單位 分項計畫編號 子計畫編號 細部計畫編號

39 10401000919 10406 國際企業管

理系

4  4-2  4-2-1  專業證照輔

導課程

由本系專任教師輔導日間部

學生考取「國貿業務丙級技

術士證照」與輔導進修部學

生考取「ERP軟體應用師-配
銷模組」證照檢定考試，提

升專業能力與證照合格通過

率。

辦理國貿業務丙級技術士證

照輔導課程與ERP軟體應用

師-配銷模組證照，培養與

提升學生國貿業務與ERP軟
體應用師-配銷模組專業能

力、增進學生競爭力。

103學年度第2學期 1. 課程名稱：國貿業

務丙級技術士輔導班 2. 上課日期：

104/03/10~104/03/20(共16小時) 3. 實際

&#63851;加人&#63849;：30人 4. 上課地

點：求真樓 Q506、Q504教室 共有30位學

生填寫課程學習問卷調查表，問卷調查結

果，「學生對講師能有效掌控課程滿意

&#64001;有80%」、「幫助學生&#63930;
解課程內容及&#63851;與輔導課提升學生

專業知&#63996;與能&#63882;滿意

&#64001;有80%」，表示學生&#63851;與
國貿丙級輔導班充足的吸收知&#63996;及
有滿意的收穫。 輔導課程結束後，共計

23位同學報考「國貿業務丙級技術士」，

有14位同學考取證照，證照通過率達

61%。 1.課程名稱：ERP軟體應用師-配銷

模組證照檢定輔導班 2.上課日期：

104/03/07~104/05/02 3.&#63851;加人

&#63849;：28人 4.上課地點：求真樓

Q506 共有28位學生填寫課程學習問卷調

查表，問卷調查結果，「學生對講師能有

效掌控課程滿意&#64001;有82%」、「幫

助學生&#63930;解課程內容及&#63851;
與輔導課提升學生專業知&#63996;與能

&#63882;滿意&#64001;有86%」，表示學

生&#63851;與配銷模組證照檢定輔導班能

充足的吸收知&#63996;及有滿意的收穫。

輔導課程結束後，共計28位同學報考

「ERP軟體應用師-配銷模組」，有13位同

學考取證照 證照通過率達46%

103學年度第2學期 由本系專任教師楊惠

娥&#63796;師輔導學生考取國貿業務丙級

技術士證照，培養與提升學生國貿業務專

業能&#63882;、增進學生競爭

&#63882;。透過輔導課程增進學生貿

&#63968;英文、單據製作、運費價格計算

與信用&#63994;實務之能力。 由本系專

任教師蔡振義&#63796;師協助輔導進修部

學生考取「ERP軟體應用師-配銷模組」證

照檢定考試，培養與提升學生的專業能

&#63882;、增進學生競爭&#63882;。透

過輔導課程增進學生配銷系統架構與作業

流程、配銷基本資料、報價接單流程、請

購採購流程、進貨銷貨流程、庫存與盤點

流程與客戶與廠商評核之能力。

94% 12 - 國際企

業管理系暨

國際事業暨

文化交流研

究所

2015/12/31 36736 93.79% 36736 93.79% 39168 A 資料完整 103學年度第2學期

1. 課程名稱：國貿

業務丙級技術士輔

導班 2. 上課日期：

104/03/10~104/03/
20(共16小時) 3. 實
際參加人數：30人
4. 上課地點：求真

樓 Q506、Q504教室

共有30位學生填寫

課程學習問卷調查

表，問卷調查結果

，「學生對講師能

有效掌控課程滿意

度有80%」、「幫助

學生了解課程內容

及參與輔導課提升

學生專業知識與能

力滿意度有80%」，

表示學生參與國貿

丙級輔導班充足的

吸收知識及有滿意

的收穫。 輔導課程

結束後，共計23位
同學報考「國貿業

務丙級技術士」，

有14位同學考取證

照，證照通過率達

61%。 1.課程名稱：

ERP軟體應用師 配
40 10401000920 10406 國際企業管

理系

4  4-3  4-3-1  就業輔導座

談會

導師輔導學生運用「課程地

圖系統」，以了解系本位課

程(包括系上的職業進路規

劃與所需知能)、自己的職

業興趣與未來的可能進路。

學生藉由與導師輔導，了解

自我專長以及職業進路規劃

與所需知能，提升未來職場

競爭力。

計畫中，尚待執行 計畫中，尚待執行 0% 12 - 國際企

業管理系暨

國際事業暨

文化交流研

究所

2015/12/31 0 0.00% 0 0% 10000 A 資料完整

41 10401000921 10406 國際企業管

理系

4  4-3  4-3-2  健全畢業流

向調查機制

請應屆畢業班於每年5月建

立最新聯絡網，以利追蹤畢

業生就業滿意度。

更新應屆畢業生之聯絡網，

並於畢業半年後調查其就業

滿意度，以利回饋本系課程

之安排。

計畫中，尚待執行 計畫中，尚待執行 0% 12 - 國際企

業管理系暨

國際事業暨

文化交流研

究所

2015/12/31 0 0.00% 0 0% 9930 A 資料完整

42 10401000922 10406 國際企業管

理系

5  5-1  5-1-1  海外實習 與國外企業簽訂暑期或整學

期實習合約書，並徵選學生

前往國外實習。

研究所海外研習課程，安排

碩士生參訪國外企業(台商

企業)、國際研討會，進行

交流與研習。

103學年度第2學期 海外實習地點:2位越南

廣泰金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1位越南傑

合文具股份有限公司 海外實習期間:104年
7月1日至8月31日 海外實習週/時數:8週
/320小時(總實習時數以實習證明為依據)

103學年度第2學期 本系執行海外暑期實

習，於104年7月1日至8月31日，遴選日間

部2名陳育恩、丁氏海燕同學至越南廣泰

金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實習，日間部1名
麥晉輔同學至越南傑合文具股份有限公

司。申請卓越計畫補助學生差&#63875;費
每人&#63864;萬元。檢附海外暑期實習合

約書如附件。

20% 12 - 國際企

業管理系暨

國際事業暨

文化交流研

究所

2015/12/31 0 0.00% 0 0% 40000 A 資料完整 103學年度第2學期

海外實習地點:2位越

南廣泰金屬工業股

份有限公司、1位越

南傑合文具股份有

限公司 海外實習期

間:104年7月1日至8
月31日 海外實習週/
時數:8週/320小時

(總實習時數以實習

證明為依據) 103學
年度第2學期 本系執

行海外暑期實習，

於104年7月1日至8
月31日，遴選日間

部2名陳育恩、丁氏

海燕同學至越南廣

泰金屬工業股份有

限公司實習，日間

部1名麥晉輔同學至

越南傑合文具股份

有限公司。申請卓

越計畫補助學生差

旅費每人兩萬元。

檢附海外暑期實習

合約書如附件。



編 經費執行進度 經費執行進度 經費執行進度 經費執行進度

號 本月已執行數 本月執行率% 累計執行數 累計執行率%
附件

01 - 卓越計畫執行成果

主辦單位 預計完成日 小計 經費來源 狀態 更新部份說明執行活動名稱 執行內容 預期成效 成效(量化) 成效(質化) 達成進度%流水編號 填報年月 填表單位 分項計畫編號 子計畫編號 細部計畫編號

43 10401000923 10406 國際企業管

理系

5  5-1  5-1-1  海外研習 研究所海外研習課程，安排

碩士生參訪國外企業(台商

企業)、國際研討會，進行

交流與研習。

透過國外參訪，使學生吸收

他國成功經驗和拓展國際觀

，並將研習經驗融入未來研

究及論文內容。

103學年度第2學期 1. 帶隊&#63796;師：

專任教師胡海豐老師 2. 研習時間：

104/07/18~104/07/23 3. &#63851;與學

生：共12位碩士/專生參加(碩士生6位、

碩士在職專生6位)

103學年度第2學期 透過海外研習活動，

參訪日本東京企業，&#63930;解鄰國的

&#63884;史、知&#63996;經濟、技術產

業、文化創意等發展與趨勢；透過實地走

訪期望能提升專業知&#63996;與外語能

&#63882;，以及增進國際視野。具體而言

，透過海外研習課程的移地學習，研習心

得撰寫、口頭報告與討&#63809;、結合

&#63972;&#63809;與實務。

20% 12 - 國際企

業管理系暨

國際事業暨

文化交流研

究所

2015/12/31 0 0.00% 0 0% 200000 A 資料完整 103學年度第2學期

1. 帶隊老師：專任

教師胡海豐老師 2.
研習時間：

104/07/18~104/07/
23 3. 參與學生：共

12位碩士/專生參加

(碩士生6位、碩士在

職專生6位) 103學年

度第2學期 透過海外

研習活動，參訪日

本東京企業，了解

鄰國的歷史、知識

經濟、技術產業、

文化創意等發展與

趨勢；透過實地走

訪期望能提升專業

知識與外語能力，

以及增進國際視

野。具體而言，透

過海外研習課程的

移地學習，研習心

得撰寫、口頭報告

與討論、結合理論

與實務。

44 10401001204 10407 國際企業管

理系

2  2-1  2-1-3  融合世界公

民素養與職

場倫理於專

業課程

透過循序漸進及系統化的作

法，逐步將五項重要公民核

心素養(倫理素養、民主素

養、科學素養、媒體素養、

美學素養)及職場倫理內涵

融入各系專業必修課程中。

體現於課程外之社區實踐及

國際參與活動中，使學生透

過課程的學習而獲得專業知

能外，亦能習得世界公民素

養與職場倫理。

計畫中，尚待執行 計畫中，尚待執行 0% 12 - 國際企

業管理系暨

國際事業暨

文化交流研

究所

2015/12/31 0 0.00% 0 0% 28096 A 資料完整

45 10401001205 10407 國際企業管

理系

1  1-2  1-2-2  創新校外實

習課程機制

推動校外實習課程，鼓勵學

生前往企業實習

辦理實習說明會，推動校外

實習課程，增進學生職場實

務知能。

規劃中 規劃中 0% 12 - 國際企

業管理系暨

國際事業暨

文化交流研

究所

2015/12/31 0 0.00% 0 0% 10000 A 資料完整

46 10401001206 10407 國際企業管

理系

2  2-1  2-1-4  專業服務學

習課程(創新

課程)

配合專業服務學習課程-
「社會創新與社會創業

&#64029;&#64025;」，安

排學生至校外機構，進行專

業服務校外志工體驗，協助

社區發展、老人照料與關懷

弱勢兒童。

&#63851;與專業服務之志

工同學可藉由服務，學習用

微笑與耐心協助老人、弱勢

孩童，使學生&#63930;解
替人服務的喜悅、透過服務

提升學生服務內涵、並深化

學生有敬天愛人的

&#64029;&#64025;與全人

教育。

103學年度第2學期 1.專業服務課程名稱：

社會創新與社會創業&#64029;&#64025;
2.校外服務日期：104/3/27、104/4/10、
104/4/17、104/5/1、104/5/22、
104/5/30 3.校外服務時數：安排6次校外

服務，平均每次5.5小時，累計共33小時

4.&#63851;加人&#63849;：42人 5.校外

服務地點：高雄市大樹區&#63940;目社

區、高雄市大樹區&#63940;目國民小學

參與志工服務同學(共37位)填寫學校志工

服務認證心得，由資料顯示，全體學生認

同志工服務精神，表示透過服務提升學生

自我內涵、並深化敬天愛人的

&#64029;&#64025;與落實全人

103學年度第2學期: 文藻學生透過社區關

懷服務，運用專長活化社區的發展，龍目

社區屬於老年化嚴重的社區，20%以上的

65歲高齡人口社區，因為缺乏經濟機會，

年輕人大量外移造成單親家庭及隔代教養

嚴重，透過學生(志工)進入偏遠社區包含

長者關懷及送餐，協助社區辦公室的文書

處理及電腦操作協助；藉由文藻學生英語

專長，輔導龍目國小弱勢家庭兒童，輔導

兒童的語言教學及表達能力。&#63851;與
專業服務之志工同學可藉由服務，學習用

微笑與耐心協助老人、弱勢孩童，使學生

&#63930;解替人服務的喜悅、透過服務提

升學生服務內涵、並深化學生有敬天愛人

的&#64029;&#64025;與全人教育。

100% 12 - 國際企

業管理系暨

國際事業暨

文化交流研

究所

2015/12/31 0 0.00% 19496 100.00% 19496 A 資料完整

47 10401001207 10407 國際企業管

理系

2  2-3  2-3-2  自主學習選

修課程(大師

講座)

邀請大師演講與經驗傳承，

以提升學生未來創業的成功

機率與市場競爭力外，並引

領學生能夠全程執行從創意

思考的體會。

學生演講提升學生未來創業

的成功機率與市場競爭力，

專家可提供學生實務、經驗

與內容，讓學生能獲得校外

專業人士的專業知識及不同

觀點，以提升學生專業知識

及能力，並拓展其職場視

野。

規劃中 規劃中 0% 12 - 國際企

業管理系暨

國際事業暨

文化交流研

究所

2015/12/31 0 0.00% 0 0% 10000 A 資料完整



編 經費執行進度 經費執行進度 經費執行進度 經費執行進度

號 本月已執行數 本月執行率% 累計執行數 累計執行率%
附件

01 - 卓越計畫執行成果

主辦單位 預計完成日 小計 經費來源 狀態 更新部份說明執行活動名稱 執行內容 預期成效 成效(量化) 成效(質化) 達成進度%流水編號 填報年月 填表單位 分項計畫編號 子計畫編號 細部計畫編號

48 10401001208 10407 國際企業管

理系

2  2-3  2-3-4  全國性/國際

性競賽

鼓勵學生參與全國性或國際

性競賽

學生可藉由此競賽學習應用

商業管&#63972;知
&#63996;，培養獨特創新

思考。並藉相互觀摩學習之

機會激發創意及思維潛能。

103學年度第2學期：

2015&#63886;&#64001;第五屆TBSA全國

大專創新企劃競賽 1.比賽名

稱:2015&#63886;&#64001;第五屆TBSA全
國大專創新企劃競賽 2.決賽地點:臺北市

社團法人台灣商務策劃協會 3.&#63851;
加人&#63849;:學生11人、指導&#63796;
師3位 4.比賽時程:4/27公布評選結果，本

系一組獲佳作獎、一組優勝獎。優勝獎同

學於5/30至台北參與決賽發表。(故僅獲

優勝獎同學申請差旅費補助) 5.競賽結果:
本系兩組同學勇奪「佳作獎」與「優勝

獎」。 2015正新瑪吉斯第十八屆全國經

營管理實務專題競賽 1.比賽名稱:2015正
新瑪吉斯第十八屆全國經營管理實務專題

競賽 2.決賽地點:國立雲林科技大學企業

管理系 3.&#63851;加人&#63849;:學生8
人、指導&#63796;師1位 4.比賽時程:5/8
公布入選複賽，5/24至國立雲林科技大學

&#63851;與決賽發表。 5.競賽結果:本系

兩組同學勇奪「消費者行為研究類第一

名」與「行銷策略管理類第三名」。

103學年度第2學期：

2015&#63886;&#64001;第五屆TBSA全國

大專創新企劃競賽 文藻外大國際企業管

理系三年級學生本系三年級學生，在該系

廖俊芳&#63796;師、王立勳&#63796;
師、蔡正飛老師，指導下參加TBSA社團法

人台灣商務策劃協會舉辦的「2015第五屆

TBSA全國大專創新企劃競賽」，文藻學生

打敗來國立知名大學的團隊，從全國將近

400件參賽作品中脫穎而出，獲得「商品

行銷組」優勝及佳作等優異成績。 獲得

「商品行銷組」優等獎的團隊為，國企管

系三年級黃聖翔、王澤元、黃俊庭、翁意

閔、鄭&#63991;岡及鄒明真。另外，同班

的&#63969;悅慈、陳育恩、麥晉輔、

&#63943;欽宗及蕭竹婷，榮獲「商品

&#64008;銷組」佳作獎。學生透過

&#63851;與競賽，進&#64008;企劃

&#64008;銷及管&#63972;研究的專題簡

報，將可提升學子企劃&#64008;銷專業知

能，同時拓展學涯之路。 2015正新瑪吉

斯第十八屆全國經營管理實務專題競賽

文藻外大國際企業管理系四年級學生，在

該系教師蔡正飛教授指導下，參加國

&#63991;雲&#63988;科技大學企業管

&#63972;系主辦的『2015正新瑪吉斯第十

八屆全國經營管理實務專題競賽』，打敗

知名國立大學，勇奪冠軍及季軍。 文藻

國企管系得獎的團隊分別為，鄭令婕、簡

君&#20227; 王漢霖 李達富 以專題

77% 12 - 國際企

業管理系暨

國際事業暨

文化交流研

究所

2015/12/31 0 0.00% 27256 76.78% 35500 A 資料完整

49 10401001209 10407 國際企業管

理系

2  2-3  2-3-4  補助考照/競
賽(創新課程)

由本系專任教師開設企業資

源規劃課程(ERP)，欲邀請

中華民國ERP學會專案經理

擔任校外專家協助輔導學生

考取師證照。提升專業能力

與證照合格通過率。

考取「ERP規劃師」證照俾

使學生達到孰悉企業運作流

程的成效，提升學生未來職

場之競爭力。

103學年度第2學期 1.課程名稱：邀請校外

專家蘇銘鐘老師輔導學生考取「ERP規劃

師」證照 2.上課日期：104.05.20 安排1
場協同教學(共2小時) 3.&#63851;加人

&#63849;：53人 4.上課地點：Q506 輔導

課程結束後，共計53位同學報考「ERP規
劃師」證照，共36位同學考取證照，證照

通過率達68%。

103學年度第2學期 由本系專任教師蔡振

義老師與及校外業界蘇銘鐘老師，共同輔

導學生考取「ERP規劃師」證照，讓學生

學習到配銷、生管、採購、財會、與人力

資源模組知識，了解如何有效進行專案管

理，並透過解析資訊與資料庫系統數值；

判斷如何決策。考取「ERP規劃師」證照

俾使學生達到孰悉企業運作流程的成效，

提升學生未來職場之競爭力。欲104年6月
24日參加ERP規劃師認證檢定考試，全班

共53位學生報名參加認證檢定。

22% 12 - 國際企

業管理系暨

國際事業暨

文化交流研

究所

2015/12/31 0 0.00% 5689 22.30% 25508 A 資料完整

50 10401001210 10407 國際企業管

理系

3  3-2  3-2-1  教師教學專

業成長研習

活動

邀請學者專家與系專兼任教

師，進行教學之研習或參加

學術研討會

鼓勵教師至少每學期參加2
次以上校內(諮輔或教發)舉
辦的WORKSHOP或校外研習

計畫中，尚待執行 計畫中，尚待執行 0% 12 - 國際企

業管理系暨

國際事業暨

文化交流研

究所

2015/12/31 0 0.00% 0 0% 10000 A 資料完整

51 10401001211 10407 國際企業管

理系

4  4-1  4-1-1  能力本位課

程題庫製作

由本系專任教師製作課程教

材(題庫)，編寫一本適合本

校學生修習商管知識之專業

書籍。讓學生能由淺入深學

習商管知識，從中尋獲學習

&#63764;趣。

由授課老師親自製作課程教

材(題庫)，彌補學生在學習

上的盲點與缺失，提升學生

學習的成效與績效。

規劃中 規劃中 0% 12 - 國際企

業管理系暨

國際事業暨

文化交流研

究所

2015/12/31 0 0.00% 0 0% 6048 A 資料完整

52 10401001212 10407 國際企業管

理系

4  4-2  4-2-1  專業證照輔

導課程

由本系專任教師輔導日間部

學生考取「國貿業務丙級技

術士證照」與輔導進修部學

生考取「ERP軟體應用師-配
銷模組」證照檢定考試，提

升專業能力與證照合格通過

率。

辦理國貿業務丙級技術士證

照輔導課程與ERP軟體應用

師-配銷模組證照，培養與

提升學生國貿業務與ERP軟
體應用師-配銷模組專業能

力、增進學生競爭力。

103學年度第2學期 1. 課程名稱：國貿業

務丙級技術士輔導班 2. 上課日期：

104/03/10~104/03/20(共16小時) 3. 實際

&#63851;加人&#63849;：30人 4. 上課地

點：求真樓 Q506、Q504教室 共有30位學

生填寫課程學習問卷調查表，問卷調查結

果，「學生對講師能有效掌控課程滿意

&#64001;有80%」、「幫助學生&#63930;
解課程內容及&#63851;與輔導課提升學生

專業知&#63996;與能&#63882;滿意

&#64001;有80%」，表示學生&#63851;與
國貿丙級輔導班充足的吸收知&#63996;及
有滿意的收穫。 輔導課程結束後，共計

23位同學報考「國貿業務丙級技術士」，

有14位同學考取證照，證照通過率達

61%。 1.課程名稱：ERP軟體應用師-配銷

模組證照檢定輔導班 2.上課日期：

104/03/07~104/05/02 3.&#63851;加人

&#63849;：28人 4.上課地點：求真樓

Q506 共有28位學生填寫課程學習問卷調

查表，問卷調查結果，「學生對講師能有

效掌控課程滿意&#64001;有82%」、「幫

助學生&#63930;解課程內容及&#63851;
與輔導課提升學生專業知&#63996;與能

&#63882;滿意&#64001;有86%」，表示學

生&#63851;與配銷模組證照檢定輔導班能

充足的吸收知&#63996;及有滿意的收穫。

輔導課程結束後，共計28位同學報考

「ERP軟體應用師-配銷模組」，有13位同

學考取證照 證照通過率達46%

103學年度第2學期 由本系專任教師楊惠

娥&#63796;師輔導學生考取國貿業務丙級

技術士證照，培養與提升學生國貿業務專

業能&#63882;、增進學生競爭

&#63882;。透過輔導課程增進學生貿

&#63968;英文、單據製作、運費價格計算

與信用&#63994;實務之能力。 由本系專

任教師蔡振義&#63796;師協助輔導進修部

學生考取「ERP軟體應用師-配銷模組」證

照檢定考試，培養與提升學生的專業能

&#63882;、增進學生競爭&#63882;。透

過輔導課程增進學生配銷系統架構與作業

流程、配銷基本資料、報價接單流程、請

購採購流程、進貨銷貨流程、庫存與盤點

流程與客戶與廠商評核之能力。

94% 12 - 國際企

業管理系暨

國際事業暨

文化交流研

究所

2015/12/31 0 0.00% 36736 93.79% 39168 A 資料完整



編 經費執行進度 經費執行進度 經費執行進度 經費執行進度

號 本月已執行數 本月執行率% 累計執行數 累計執行率%
附件

01 - 卓越計畫執行成果

主辦單位 預計完成日 小計 經費來源 狀態 更新部份說明執行活動名稱 執行內容 預期成效 成效(量化) 成效(質化) 達成進度%流水編號 填報年月 填表單位 分項計畫編號 子計畫編號 細部計畫編號

53 10401001213 10407 國際企業管

理系

4  4-3  4-3-1  就業輔導座

談會

導師輔導學生運用「課程地

圖系統」，以了解系本位課

程(包括系上的職業進路規

劃與所需知能)、自己的職

業興趣與未來的可能進路。

學生藉由與導師輔導，了解

自我專長以及職業進路規劃

與所需知能，提升未來職場

競爭力。

計畫中，尚待執行 計畫中，尚待執行 0% 12 - 國際企

業管理系暨

國際事業暨

文化交流研

究所

2015/12/31 0 0.00% 0 0% 10000 A 資料完整

54 10401001214 10407 國際企業管

理系

4  4-3  4-3-2  健全畢業流

向調查機制

請應屆畢業班於每年5月建

立最新聯絡網，以利追蹤畢

業生就業滿意度。

更新應屆畢業生之聯絡網，

並於畢業半年後調查其就業

滿意度，以利回饋本系課程

之安排。

計畫中，尚待執行 計畫中，尚待執行 0% 12 - 國際企

業管理系暨

國際事業暨

文化交流研

究所

2015/12/31 0 0.00% 0 0% 9930 A 資料完整

55 10401001215 10407 國際企業管

理系

5  5-1  5-1-1  海外實習 與國外企業簽訂暑期或整學

期實習合約書，並徵選學生

前往國外實習。

研究所海外研習課程，安排

碩士生參訪國外企業(台商

企業)、國際研討會，進行

交流與研習。

103學年度第2學期 海外實習地點:2位越南

廣泰金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1位越南傑

合文具股份有限公司 海外實習期間:104年
7月1日至8月31日 海外實習週/時數:8週
/320小時(總實習時數以實習證明為依據)

103學年度第2學期 本系執行海外暑期實

習，於104年7月1日至8月31日，遴選日間

部2名陳育恩、丁氏海燕同學至越南廣泰

金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實習，日間部1名
麥晉輔同學至越南傑合文具股份有限公

司。申請卓越計畫補助學生差&#63875;費
每人&#63864;萬元。檢附海外暑期實習合

約書如附件。

20% 12 - 國際企

業管理系暨

國際事業暨

文化交流研

究所

2015/12/31 0 0.00% 0 0% 40000 A 資料完整

56 10401001216 10407 國際企業管

理系

5  5-1  5-1-1  海外研習 研究所海外研習課程，安排

碩士生參訪國外企業(台商

企業)、國際研討會，進行

交流與研習。

透過國外參訪，使學生吸收

他國成功經驗和拓展國際觀

，並將研習經驗融入未來研

究及論文內容。

103學年度第2學期 1. 帶隊&#63796;師：

專任教師胡海豐老師 2. 研習時間：

104/07/18~104/07/23 3. &#63851;與學

生：共12位碩士/專生參加(碩士生6位、

碩士在職專生6位)

103學年度第2學期 透過海外研習活動，

參訪日本東京企業，&#63930;解鄰國的

&#63884;史、知&#63996;經濟、技術產

業、文化創意等發展與趨勢；透過實地走

訪期望能提升專業知&#63996;與外語能

&#63882;，以及增進國際視野。具體而言

，透過海外研習課程的移地學習，研習心

得撰寫、口頭報告與討&#63809;、結合

&#63972;&#63809;與實務。

20% 12 - 國際企

業管理系暨

國際事業暨

文化交流研

究所

2015/12/31 0 0.00% 0 0% 200000 A 資料完整

57 10401001365 10408 國際企業管

理系

2  2-1  2-1-3  融合世界公

民素養與職

場倫理於專

業課程

透過循序漸進及系統化的作

法，逐步將五項重要公民核

心素養(倫理素養、民主素

養、科學素養、媒體素養、

美學素養)及職場倫理內涵

融入各系專業必修課程中。

體現於課程外之社區實踐及

國際參與活動中，使學生透

過課程的學習而獲得專業知

能外，亦能習得世界公民素

養與職場倫理。

計畫中，尚待執行 計畫中，尚待執行 0% 12 - 國際企

業管理系暨

國際事業暨

文化交流研

究所

2015/12/31 0 0.00% 0 0% 28096 A 資料完整

58 10401001367 10408 國際企業管

理系

2  2-1  2-1-4  專業服務學

習課程(創新

課程)

配合專業服務學習課程-
「社會創新與社會創業

&#64029;&#64025;」，安

排學生至校外機構，進行專

業服務校外志工體驗，協助

社區發展、老人照料與關懷

弱勢兒童。

&#63851;與專業服務之志

工同學可藉由服務，學習用

微笑與耐心協助老人、弱勢

孩童，使學生&#63930;解
替人服務的喜悅、透過服務

提升學生服務內涵、並深化

學生有敬天愛人的

&#64029;&#64025;與全人

教育。

103學年度第2學期 1.專業服務課程名稱：

社會創新與社會創業&#64029;&#64025;
2.校外服務日期：104/3/27、104/4/10、
104/4/17、104/5/1、104/5/22、
104/5/30 3.校外服務時數：安排6次校外

服務，平均每次5.5小時，累計共33小時

4.&#63851;加人&#63849;：42人 5.校外

服務地點：高雄市大樹區&#63940;目社

區、高雄市大樹區&#63940;目國民小學

參與志工服務同學(共37位)填寫學校志工

服務認證心得，由資料顯示，全體學生認

同志工服務精神，表示透過服務提升學生

自我內涵、並深化敬天愛人的

&#64029;&#64025;與落實全人

103學年度第2學期: 文藻學生透過社區關

懷服務，運用專長活化社區的發展，龍目

社區屬於老年化嚴重的社區，20%以上的

65歲高齡人口社區，因為缺乏經濟機會，

年輕人大量外移造成單親家庭及隔代教養

嚴重，透過學生(志工)進入偏遠社區包含

長者關懷及送餐，協助社區辦公室的文書

處理及電腦操作協助；藉由文藻學生英語

專長，輔導龍目國小弱勢家庭兒童，輔導

兒童的語言教學及表達能力。&#63851;與
專業服務之志工同學可藉由服務，學習用

微笑與耐心協助老人、弱勢孩童，使學生

&#63930;解替人服務的喜悅、透過服務提

升學生服務內涵、並深化學生有敬天愛人

的&#64029;&#64025;與全人教育。

100% 12 - 國際企

業管理系暨

國際事業暨

文化交流研

究所

2015/12/31 0 0.00% 19496 100.00% 19496 A 資料完整

59 10401001369 10408 國際企業管

理系

2  2-3  2-3-2  自主學習選

修課程(大師

講座)

邀請大師演講與經驗傳承，

以提升學生未來創業的成功

機率與市場競爭力外，並引

領學生能夠全程執行從創意

思考的體會。

學生演講提升學生未來創業

的成功機率與市場競爭力，

專家可提供學生實務、經驗

與內容，讓學生能獲得校外

專業人士的專業知識及不同

觀點，以提升學生專業知識

及能力，並拓展其職場視

野。

規劃中 規劃中 0% 12 - 國際企

業管理系暨

國際事業暨

文化交流研

究所

2015/12/31 0 0.00% 0 0% 10000 A 資料完整



編 經費執行進度 經費執行進度 經費執行進度 經費執行進度

號 本月已執行數 本月執行率% 累計執行數 累計執行率%
附件

01 - 卓越計畫執行成果

主辦單位 預計完成日 小計 經費來源 狀態 更新部份說明執行活動名稱 執行內容 預期成效 成效(量化) 成效(質化) 達成進度%流水編號 填報年月 填表單位 分項計畫編號 子計畫編號 細部計畫編號

60 10401001370 10408 國際企業管

理系

2  2-3  2-3-4  全國性/國際

性競賽

鼓勵學生參與全國性或國際

性競賽

學生可藉由此競賽學習應用

商業管&#63972;知
&#63996;，培養獨特創新

思考。並藉相互觀摩學習之

機會激發創意及思維潛能。

103學年度第2學期：

2015&#63886;&#64001;第五屆TBSA全國

大專創新企劃競賽 1.比賽名

稱:2015&#63886;&#64001;第五屆TBSA全
國大專創新企劃競賽 2.決賽地點:臺北市

社團法人台灣商務策劃協會 3.&#63851;
加人&#63849;:學生11人、指導&#63796;
師3位 4.比賽時程:4/27公布評選結果，本

系一組獲佳作獎、一組優勝獎。優勝獎同

學於5/30至台北參與決賽發表。(故僅獲

優勝獎同學申請差旅費補助) 5.競賽結果:
本系兩組同學勇奪「佳作獎」與「優勝

獎」。 2015正新瑪吉斯第十八屆全國經

營管理實務專題競賽 1.比賽名稱:2015正
新瑪吉斯第十八屆全國經營管理實務專題

競賽 2.決賽地點:國立雲林科技大學企業

管理系 3.&#63851;加人&#63849;:學生8
人、指導&#63796;師1位 4.比賽時程:5/8
公布入選複賽，5/24至國立雲林科技大學

&#63851;與決賽發表。 5.競賽結果:本系

兩組同學勇奪「消費者行為研究類第一

名」與「行銷策略管理類第三名」。

103學年度第2學期：

2015&#63886;&#64001;第五屆TBSA全國

大專創新企劃競賽 文藻外大國際企業管

理系三年級學生本系三年級學生，在該系

廖俊芳&#63796;師、王立勳&#63796;
師、蔡正飛老師，指導下參加TBSA社團法

人台灣商務策劃協會舉辦的「2015第五屆

TBSA全國大專創新企劃競賽」，文藻學生

打敗來國立知名大學的團隊，從全國將近

400件參賽作品中脫穎而出，獲得「商品

行銷組」優勝及佳作等優異成績。 獲得

「商品行銷組」優等獎的團隊為，國企管

系三年級黃聖翔、王澤元、黃俊庭、翁意

閔、鄭&#63991;岡及鄒明真。另外，同班

的&#63969;悅慈、陳育恩、麥晉輔、

&#63943;欽宗及蕭竹婷，榮獲「商品

&#64008;銷組」佳作獎。學生透過

&#63851;與競賽，進&#64008;企劃

&#64008;銷及管&#63972;研究的專題簡

報，將可提升學子企劃&#64008;銷專業知

能，同時拓展學涯之路。 2015正新瑪吉

斯第十八屆全國經營管理實務專題競賽

文藻外大國際企業管理系四年級學生，在

該系教師蔡正飛教授指導下，參加國

&#63991;雲&#63988;科技大學企業管

&#63972;系主辦的『2015正新瑪吉斯第十

八屆全國經營管理實務專題競賽』，打敗

知名國立大學，勇奪冠軍及季軍。 文藻

國企管系得獎的團隊分別為，鄭令婕、簡

君&#20227; 王漢霖 李達富 以專題

77% 12 - 國際企

業管理系暨

國際事業暨

文化交流研

究所

2015/12/31 0 0.00% 27256 76.78% 35500 A 資料完整

61 10401001372 10408 國際企業管

理系

2  2-3  2-3-4  補助考照/競
賽(創新課程)

由本系專任教師開設企業資

源規劃課程(ERP)，欲邀請

中華民國ERP學會專案經理

擔任校外專家協助輔導學生

考取師證照。提升專業能力

與證照合格通過率。

考取「ERP規劃師」證照俾

使學生達到孰悉企業運作流

程的成效，提升學生未來職

場之競爭力。

103學年度第2學期 1.課程名稱：邀請校外

專家蘇銘鐘老師輔導學生考取「ERP規劃

師」證照 2.上課日期：104.05.20 安排1
場協同教學(共2小時) 3.&#63851;加人

&#63849;：53人 4.上課地點：Q506 輔導

課程結束後，共計53位同學報考「ERP規
劃師」證照，共36位同學考取證照，證照

通過率達68%。

103學年度第2學期 由本系專任教師蔡振

義老師與及校外業界蘇銘鐘老師，共同輔

導學生考取「ERP規劃師」證照，讓學生

學習到配銷、生管、採購、財會、與人力

資源模組知識，了解如何有效進行專案管

理，並透過解析資訊與資料庫系統數值；

判斷如何決策。考取「ERP規劃師」證照

俾使學生達到孰悉企業運作流程的成效，

提升學生未來職場之競爭力。欲104年6月
24日參加ERP規劃師認證檢定考試，全班

共53位學生報名參加認證檢定。

22% 12 - 國際企

業管理系暨

國際事業暨

文化交流研

究所

2015/12/31 0 0.00% 5689 22.30% 25508 A 資料完整

62 10401001962 10410 國際企業管

理系

1  1-2  1-2-2  創新校外實

習課程機制

推動校外實習課程，鼓勵學

生前往企業實習，並由本系

吳德華老師預計於

2015&#63886;08月28日(五)
至2015&#63886;08月30日
(日)前往康橋大飯店之花蓮

站前館與台東館參訪本系學

生與西文系學生暑期實習單

位，本次&#63851;訪主要

&#63930;解學生實習之情

況，適時的協助指導學生，

並與實習機構相關人員交流

，針對學生實習之相關問題

，給予實際的輔導。

辦理實習說明會，推動校外

實習課程，增進學生職場實

務知能，並在學生前往實習

機構實習時，由實習指導老

師針對學生實習狀況，給予

適時的協助與指導，並與實

習單位主管人員洽談，針對

每位學生個別差異之情況，

適時的調整其實習工作內

容。

1. 主題：康橋大飯店校外實習之

&#63851;訪 2. 地點：花蓮市、台東市 3.
時間：2015&#63886;8月28日
(五)~2015&#63886;08月30日(日) 4.
&#63851;訪&#63796;師：吳德華

&#63796;師 5. 實習學生：黃稔曉(西文

系)、陳依亭、孔聖凱、翁意閔、陳俐蓉

透過前往康橋大飯店之花蓮站前館與台東

館參訪學生暑期實習單位，實際&#63930;
解學生實習之情況，適時的協助指導學生

，並與實習機構相關人員交流，針對學生

實習之相關問題，給予實際的輔導。

15% 12 - 國際企

業管理系暨

國際事業暨

文化交流研

究所

2015/12/31 1452 14.52% 1452 14.52% 10000 A 資料完整 執行內容、預期成

效、量化成效、質

化成效之更新。

63 10401001963 10410 國際企業管

理系

2  2-1  2-1-3  融合世界公

民素養與職

場倫理於專

業課程

透過循序漸進及系統化的作

法，逐步將五項重要公民核

心素養(倫理素養、民主素

養、科學素養、媒體素養、

美學素養)及職場倫理內涵

融入各系專業必修課程中。

體現於課程外之社區實踐及

國際參與活動中，使學生透

過課程的學習而獲得專業知

能外，亦能習得世界公民素

養與職場倫理。

計畫中，尚待執行 計畫中，尚待執行 0% 12 - 國際企

業管理系暨

國際事業暨

文化交流研

究所

2015/12/31 0 0.00% 0 0% 28096 A 資料完整

64 10401001964 10410 國際企業管

理系

2  2-1  2-1-4  專業服務學

習課程(創新

課程)

配合專業服務學習課程-
「社會創新與社會創業

&#64029;&#64025;」，安

排學生至校外機構，進行專

業服務校外志工體驗，協助

社區發展、老人照料與關懷

弱勢兒童。

&#63851;與專業服務之志

工同學可藉由服務，學習用

微笑與耐心協助老人、弱勢

孩童，使學生&#63930;解
替人服務的喜悅、透過服務

提升學生服務內涵、並深化

學生有敬天愛人的

&#64029;&#64025;與全人

教育。

103學年度第2學期 1.專業服務課程名稱：

社會創新與社會創業&#64029;&#64025;
2.校外服務日期：104/3/27、104/4/10、
104/4/17、104/5/1、104/5/22、
104/5/30 3.校外服務時數：安排6次校外

服務，平均每次5.5小時，累計共33小時

4.&#63851;加人&#63849;：42人 5.校外

服務地點：高雄市大樹區&#63940;目社

區、高雄市大樹區&#63940;目國民小學

參與志工服務同學(共37位)填寫學校志工

服務認證心得，由資料顯示，全體學生認

同志工服務精神，表示透過服務提升學生

自我內涵、並深化敬天愛人的

&#64029;&#64025;與落實全人

103學年度第2學期: 文藻學生透過社區關

懷服務，運用專長活化社區的發展，龍目

社區屬於老年化嚴重的社區，20%以上的

65歲高齡人口社區，因為缺乏經濟機會，

年輕人大量外移造成單親家庭及隔代教養

嚴重，透過學生(志工)進入偏遠社區包含

長者關懷及送餐，協助社區辦公室的文書

處理及電腦操作協助；藉由文藻學生英語

專長，輔導龍目國小弱勢家庭兒童，輔導

兒童的語言教學及表達能力。&#63851;與
專業服務之志工同學可藉由服務，學習用

微笑與耐心協助老人、弱勢孩童，使學生

&#63930;解替人服務的喜悅、透過服務提

升學生服務內涵、並深化學生有敬天愛人

的&#64029;&#64025;與全人教育。

100% 12 - 國際企

業管理系暨

國際事業暨

文化交流研

究所

2015/12/31 0 0.00% 19496 100.00% 19496 A 資料完整



編 經費執行進度 經費執行進度 經費執行進度 經費執行進度

號 本月已執行數 本月執行率% 累計執行數 累計執行率%
附件

01 - 卓越計畫執行成果

主辦單位 預計完成日 小計 經費來源 狀態 更新部份說明執行活動名稱 執行內容 預期成效 成效(量化) 成效(質化) 達成進度%流水編號 填報年月 填表單位 分項計畫編號 子計畫編號 細部計畫編號

65 10401001965 10410 國際企業管

理系

2  2-3  2-3-2  自主學習選

修課程(大師

講座)

邀請大師演講與經驗傳承，

以提升學生未來創業的成功

機率與市場競爭力外，並引

領學生能夠全程執行從創意

思考的體會。

學生演講提升學生未來創業

的成功機率與市場競爭力，

專家可提供學生實務、經驗

與內容，讓學生能獲得校外

專業人士的專業知識及不同

觀點，以提升學生專業知識

及能力，並拓展其職場視

野。

規劃中 規劃中 0% 12 - 國際企

業管理系暨

國際事業暨

文化交流研

究所

2015/12/31 0 0.00% 0 0% 10000 A 資料完整

66 10401001967 10410 國際企業管

理系

2  2-3  2-3-4  全國性/國際

性競賽

鼓勵學生參與全國性或國際

性競賽

學生可藉由此競賽學習應用

商業管&#63972;知
&#63996;，培養獨特創新

思考。並藉相互觀摩學習之

機會激發創意及思維潛能。

103學年度第2學期：

2015&#63886;&#64001;第五屆TBSA全國

大專創新企劃競賽 1.比賽名

稱:2015&#63886;&#64001;第五屆TBSA全
國大專創新企劃競賽 2.決賽地點:臺北市

社團法人台灣商務策劃協會 3.&#63851;
加人&#63849;:學生11人、指導&#63796;
師3位 4.比賽時程:4/27公布評選結果，本

系一組獲佳作獎、一組優勝獎。優勝獎同

學於5/30至台北參與決賽發表。(故僅獲

優勝獎同學申請差旅費補助) 5.競賽結果:
本系兩組同學勇奪「佳作獎」與「優勝

獎」。 2015正新瑪吉斯第十八屆全國經

營管理實務專題競賽 1.比賽名稱:2015正
新瑪吉斯第十八屆全國經營管理實務專題

競賽 2.決賽地點:國立雲林科技大學企業

管理系 3.&#63851;加人&#63849;:學生8
人、指導&#63796;師1位 4.比賽時程:5/8
公布入選複賽，5/24至國立雲林科技大學

&#63851;與決賽發表。 5.競賽結果:本系

兩組同學勇奪「消費者行為研究類第一

名」與「行銷策略管理類第三名」。

103學年度第2學期：

2015&#63886;&#64001;第五屆TBSA全國

大專創新企劃競賽 文藻外大國際企業管

理系三年級學生本系三年級學生，在該系

廖俊芳&#63796;師、王立勳&#63796;
師、蔡正飛老師，指導下參加TBSA社團法

人台灣商務策劃協會舉辦的「2015第五屆

TBSA全國大專創新企劃競賽」，文藻學生

打敗來國立知名大學的團隊，從全國將近

400件參賽作品中脫穎而出，獲得「商品

行銷組」優勝及佳作等優異成績。 獲得

「商品行銷組」優等獎的團隊為，國企管

系三年級黃聖翔、王澤元、黃俊庭、翁意

閔、鄭&#63991;岡及鄒明真。另外，同班

的&#63969;悅慈、陳育恩、麥晉輔、

&#63943;欽宗及蕭竹婷，榮獲「商品

&#64008;銷組」佳作獎。學生透過

&#63851;與競賽，進&#64008;企劃

&#64008;銷及管&#63972;研究的專題簡

報，將可提升學子企劃&#64008;銷專業知

能，同時拓展學涯之路。 2015正新瑪吉

斯第十八屆全國經營管理實務專題競賽

文藻外大國際企業管理系四年級學生，在

該系教師蔡正飛教授指導下，參加國

&#63991;雲&#63988;科技大學企業管

&#63972;系主辦的『2015正新瑪吉斯第十

八屆全國經營管理實務專題競賽』，打敗

知名國立大學，勇奪冠軍及季軍。 文藻

國企管系得獎的團隊分別為，鄭令婕、簡

君&#20227; 王漢霖 李達富 以專題

77% 12 - 國際企

業管理系暨

國際事業暨

文化交流研

究所

2015/12/31 0 0.00% 27256 76.78% 35500 A 資料完整

67 10401001968 10410 國際企業管

理系

3  3-2  3-2-1  教師教學專

業成長研習

活動

邀請學者專家與系專兼任教

師，進行教學之研習或參加

學術研討會

鼓勵教師至少每學期參加2
次以上校內(諮輔或教發)舉
辦的WORKSHOP或校外研習

計畫中，尚待執行 計畫中，尚待執行 0% 12 - 國際企

業管理系暨

國際事業暨

文化交流研

究所

2015/12/31 0 0.00% 0 0% 10000 A 資料完整

68 10401001969 10410 國際企業管

理系

4  4-1  4-1-1  能力本位課

程題庫製作

由本系專任教師製作課程教

材(題庫)，編寫一本適合本

校學生修習商管知識之專業

書籍。讓學生能由淺入深學

習商管知識，從中尋獲學習

&#63764;趣。

由授課老師親自製作課程教

材(題庫)，彌補學生在學習

上的盲點與缺失，提升學生

學習的成效與績效。

規劃中 規劃中 0% 12 - 國際企

業管理系暨

國際事業暨

文化交流研

究所

2015/12/31 0 0.00% 0 0% 6048 A 資料完整

69 10401001970 10410 國際企業管

理系

4  4-2  4-2-1  專業證照輔

導課程

由本系專任教師輔導日間部

學生考取「國貿業務丙級技

術士證照」與輔導進修部學

生考取「ERP軟體應用師-配
銷模組」證照檢定考試，提

升專業能力與證照合格通過

率。

辦理國貿業務丙級技術士證

照輔導課程與ERP軟體應用

師-配銷模組證照，培養與

提升學生國貿業務與ERP軟
體應用師-配銷模組專業能

力、增進學生競爭力。

103學年度第2學期 1. 課程名稱：國貿業

務丙級技術士輔導班 2. 上課日期：

104/03/10~104/03/20(共16小時) 3. 實際

&#63851;加人&#63849;：30人 4. 上課地

點：求真樓 Q506、Q504教室 共有30位學

生填寫課程學習問卷調查表，問卷調查結

果，「學生對講師能有效掌控課程滿意

&#64001;有80%」、「幫助學生&#63930;
解課程內容及&#63851;與輔導課提升學生

專業知&#63996;與能&#63882;滿意

&#64001;有80%」，表示學生&#63851;與
國貿丙級輔導班充足的吸收知&#63996;及
有滿意的收穫。 輔導課程結束後，共計

23位同學報考「國貿業務丙級技術士」，

有14位同學考取證照，證照通過率達

61%。 1.課程名稱：ERP軟體應用師-配銷

模組證照檢定輔導班 2.上課日期：

104/03/07~104/05/02 3.&#63851;加人

&#63849;：28人 4.上課地點：求真樓

Q506 共有28位學生填寫課程學習問卷調

查表，問卷調查結果，「學生對講師能有

效掌控課程滿意&#64001;有82%」、「幫

助學生&#63930;解課程內容及&#63851;
與輔導課提升學生專業知&#63996;與能

&#63882;滿意&#64001;有86%」，表示學

生&#63851;與配銷模組證照檢定輔導班能

充足的吸收知&#63996;及有滿意的收穫。

輔導課程結束後，共計28位同學報考

「ERP軟體應用師-配銷模組」，有13位同

學考取證照 證照通過率達46%

103學年度第2學期 由本系專任教師楊惠

娥&#63796;師輔導學生考取國貿業務丙級

技術士證照，培養與提升學生國貿業務專

業能&#63882;、增進學生競爭

&#63882;。透過輔導課程增進學生貿

&#63968;英文、單據製作、運費價格計算

與信用&#63994;實務之能力。 由本系專

任教師蔡振義&#63796;師協助輔導進修部

學生考取「ERP軟體應用師-配銷模組」證

照檢定考試，培養與提升學生的專業能

&#63882;、增進學生競爭&#63882;。透

過輔導課程增進學生配銷系統架構與作業

流程、配銷基本資料、報價接單流程、請

購採購流程、進貨銷貨流程、庫存與盤點

流程與客戶與廠商評核之能力。

94% 12 - 國際企

業管理系暨

國際事業暨

文化交流研

究所

2015/12/31 0 0.00% 36736 93.79% 39168 A 資料完整

70 10401001971 10410 國際企業管

理系

4  4-3  4-3-1  就業輔導座

談會

導師輔導學生運用「課程地

圖系統」，以了解系本位課

程(包括系上的職業進路規

劃與所需知能)、自己的職

業興趣與未來的可能進路。

學生藉由與導師輔導，了解

自我專長以及職業進路規劃

與所需知能，提升未來職場

競爭力。

計畫中，尚待執行 計畫中，尚待執行 0% 12 - 國際企

業管理系暨

國際事業暨

文化交流研

究所

2015/12/31 0 0.00% 0 0% 10000 A 資料完整



編 經費執行進度 經費執行進度 經費執行進度 經費執行進度

號 本月已執行數 本月執行率% 累計執行數 累計執行率%
附件

01 - 卓越計畫執行成果

主辦單位 預計完成日 小計 經費來源 狀態 更新部份說明執行活動名稱 執行內容 預期成效 成效(量化) 成效(質化) 達成進度%流水編號 填報年月 填表單位 分項計畫編號 子計畫編號 細部計畫編號

71 10401001972 10410 國際企業管

理系

4  4-3  4-3-2  健全畢業流

向調查機制

請應屆畢業班於每年5月建

立最新聯絡網，以利追蹤畢

業生就業滿意度，並以電話

追蹤詢問之方式，以瞭解目

前應屆畢業班與畢業生之就

業情形。

更新應屆畢業生之聯絡網，

並於畢業半年後調查其就業

滿意度，以利回饋本系課程

之安排。

計畫中，尚待執行 計畫中，尚待執行 0% 12 - 國際企

業管理系暨

國際事業暨

文化交流研

究所

2015/12/31 0 0.00% 0 0% 9930 A 資料完整 執行內容之更新。

72 10401001973 10410 國際企業管

理系

5  5-1  5-1-1  海外實習 與國外企業簽訂暑期或整學

期實習合約書，並徵選學生

前往國外實習，且補助每位

實習學生20000元之經費。

研究所海外研習課程，安排

碩士生參訪國外企業(台商

企業)、國際研討會，進行

交流與研習。

103學年度第2學期 海外實習地點:2位越南

廣泰金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陳育恩、丁

氏海燕)、1位越南傑合文具股份有限公司

(麥晉輔) 海外實習期間:104年7月1日至8
月31日 海外實習週/時數:8週/320小時(總
實習時數以實習證明為依據) 使用卓越計

畫經費之學生：陳育恩、丁氏海燕

文藻國際企業管理系重視管理專業之培

育、語言能力之養成、領導與倫理觀念之

建構，以培育具備外語能力與優秀人格特

質之專業化國際管理人才。除國際共同語

言(英文)之能力訓練外，本系專注於商管

專業之基礎教育，並強調實務學習及海外

學習，更在本校吳甦樂教育精神下，著重

領導能力及社會責任之養成，培育出具有

國際觀及遠見之有為管理。

100% 12 - 國際企

業管理系暨

國際事業暨

文化交流研

究所

2015/12/31 40000 100.00% 40000 100.00% 40000 A 資料完整 執行內容、量化成

效、質化成效、本

月執行數之更新。

73 10401001980 10410 國際企業管

理系

5  5-1  5-1-1  海外研習 研究所海外研習課程，安排

碩士生及碩士在職專班學生

參訪國外企業(台商企業)、
國際研討會，進行交流與研

習。

透過國外參訪，使學生吸收

他國成功經驗和拓展國際觀

，並將研習經驗融入未來研

究及論文內容，使學生將其

參訪經驗拓展至所學之理論

中，以融會整合其概念。

103學年度第2學期 1. 帶隊&#63796;師：

專任教師胡海豐老師 2. 研習時間：

104/07/18~104/07/23 3. &#63851;與學

生：共11位研究生參加(碩士生5位、碩士

在職專生6位)

透過海外研習活動，參訪日本東京企業，

&#63930;解鄰國的&#63884;史、知

&#63996;經濟、技術產業、文化創意等發

展與趨勢；透過實地走訪期望能提升專業

知&#63996;與外語能&#63882;，以及增

進國際視野。具體而言，透過海外研習課

程的移地學習，研習心得撰寫、口頭報告

與討&#63809;、結合&#63972;&#63809;
與實務。

90% 12 - 國際企

業管理系暨

國際事業暨

文化交流研

究所

2015/12/31 180021 90.01% 198042 99.02% 200000 A 資料完整 執行內容、預期成

效、量化成效、質

化成效、本月執行

數之更新。 累積執

行數應為180021，
待修正。

74 10401001981 10410 國際企業管

理系

2  2-3  2-3-4  補助考照/競
賽(創新課程)

由本系專任教師開設企業資

源規劃課程(ERP)，欲邀請

中華民國ERP學會專案經理

擔任校外專家協助輔導學生

考取師證照。提升專業能力

與證照合格通過率。

考取「ERP規劃師」證照俾

使學生達到孰悉企業運作流

程的成效，提升學生未來職

場之競爭力。

103學年度第2學期 1.課程名稱：邀請校外

專家蘇銘鐘老師輔導學生考取「ERP規劃

師」證照 2.上課日期：104.05.20 安排1
場協同教學(共2小時) 3.&#63851;加人

&#63849;：53人 4.上課地點：Q506 輔導

課程結束後，共計53位同學報考「ERP規
劃師」證照，共36位同學考取證照，證照

通過率達68%。

103學年度第2學期 由本系專任教師蔡振

義老師與及校外業界蘇銘鐘老師，共同輔

導學生考取「ERP規劃師」證照，讓學生

學習到配銷、生管、採購、財會、與人力

資源模組知識，了解如何有效進行專案管

理，並透過解析資訊與資料庫系統數值；

判斷如何決策。考取「ERP規劃師」證照

俾使學生達到孰悉企業運作流程的成效，

提升學生未來職場之競爭力。欲104年6月
24日參加ERP規劃師認證檢定考試，全班

共53位學生報名參加認證檢定。

22% 12 - 國際企

業管理系暨

國際事業暨

文化交流研

究所

2015/12/31 0 0.00% 5689 22.30% 25508 A 資料完整

75 10401002284 10411 國際企業管

理系

1  1-2  1-2-2  創新校外實

習課程機制

推動校外實習課程，鼓勵學

生前往企業實習，並由本系

吳德華老師預計於

2015&#63886;08月28日(五)
至2015&#63886;08月30日
(日)前往康橋大飯店之花蓮

站前館與台東館參訪本系學

生與西文系學生暑期實習單

位，本次&#63851;訪主要

&#63930;解學生實習之情

況，適時的協助指導學生，

並與實習機構相關人員交流

，針對學生實習之相關問題

，給予實際的輔導。

辦理實習說明會，推動校外

實習課程，增進學生職場實

務知能，並在學生前往實習

機構實習時，由實習指導老

師針對學生實習狀況，給予

適時的協助與指導，並與實

習單位主管人員洽談，針對

每位學生個別差異之情況，

適時的調整其實習工作內

容。

1. 主題：康橋大飯店校外實習之

&#63851;訪 2. 地點：花蓮市、台東市 3.
時間：2015&#63886;8月28日
(五)~2015&#63886;08月30日(日) 4.
&#63851;訪&#63796;師：吳德華

&#63796;師 5. 實習學生：黃稔曉(西文

系)、陳依亭、孔聖凱、翁意閔、陳俐蓉

透過前往康橋大飯店之花蓮站前館與台東

館參訪學生暑期實習單位，實際&#63930;
解學生實習之情況，適時的協助指導學生

，並與實習機構相關人員交流，針對學生

實習之相關問題，給予實際的輔導。

15% 12 - 國際企

業管理系暨

國際事業暨

文化交流研

究所

2015/12/31 0 0.00% 1452 14.52% 10000 A 資料完整

76 10401002286 10411 國際企業管

理系

2  2-1  2-1-3  融合世界公

民素養與職

場倫理於專

業課程

透過循序漸進及系統化的作

法，逐步將五項重要公民核

心素養(倫理素養、民主素

養、科學素養、媒體素養、

美學素養)及職場倫理內涵

融入各系專業必修課程中。

體現於課程外之社區實踐及

國際參與活動中，使學生透

過課程的學習而獲得專業知

能外，亦能習得世界公民素

養與職場倫理。

計畫中，尚待執行 計畫中，尚待執行 0% 12 - 國際企

業管理系暨

國際事業暨

文化交流研

究所

2015/12/31 0 0.00% 0 0% 28096 A 資料完整

77 10401002287 10411 國際企業管

理系

2  2-1  2-1-4  專業服務學

習課程(創新

課程)

配合專業服務學習課程-
「社會創新與社會創業

&#64029;&#64025;」，安

排學生至校外機構，進行專

業服務校外志工體驗，協助

社區發展、老人照料與關懷

弱勢兒童。

&#63851;與專業服務之志

工同學可藉由服務，學習用

微笑與耐心協助老人、弱勢

孩童，使學生&#63930;解
替人服務的喜悅、透過服務

提升學生服務內涵、並深化

學生有敬天愛人的

&#64029;&#64025;與全人

教育。

103學年度第2學期 1.專業服務課程名稱：

社會創新與社會創業&#64029;&#64025;
2.校外服務日期：104/3/27、104/4/10、
104/4/17、104/5/1、104/5/22、
104/5/30 3.校外服務時數：安排6次校外

服務，平均每次5.5小時，累計共33小時

4.&#63851;加人&#63849;：42人 5.校外

服務地點：高雄市大樹區&#63940;目社

區、高雄市大樹區&#63940;目國民小學

參與志工服務同學(共37位)填寫學校志工

服務認證心得，由資料顯示，全體學生認

同志工服務精神，表示透過服務提升學生

自我內涵、並深化敬天愛人的

&#64029;&#64025;與落實全人

103學年度第2學期: 文藻學生透過社區關

懷服務，運用專長活化社區的發展，龍目

社區屬於老年化嚴重的社區，20%以上的

65歲高齡人口社區，因為缺乏經濟機會，

年輕人大量外移造成單親家庭及隔代教養

嚴重，透過學生(志工)進入偏遠社區包含

長者關懷及送餐，協助社區辦公室的文書

處理及電腦操作協助；藉由文藻學生英語

專長，輔導龍目國小弱勢家庭兒童，輔導

兒童的語言教學及表達能力。&#63851;與
專業服務之志工同學可藉由服務，學習用

微笑與耐心協助老人、弱勢孩童，使學生

&#63930;解替人服務的喜悅、透過服務提

升學生服務內涵、並深化學生有敬天愛人

的&#64029;&#64025;與全人教育。

100% 12 - 國際企

業管理系暨

國際事業暨

文化交流研

究所

2015/12/31 0 0.00% 19496 100.00% 19496 A 資料完整



編 經費執行進度 經費執行進度 經費執行進度 經費執行進度

號 本月已執行數 本月執行率% 累計執行數 累計執行率%
附件

01 - 卓越計畫執行成果

主辦單位 預計完成日 小計 經費來源 狀態 更新部份說明執行活動名稱 執行內容 預期成效 成效(量化) 成效(質化) 達成進度%流水編號 填報年月 填表單位 分項計畫編號 子計畫編號 細部計畫編號

78 10401002288 10411 國際企業管

理系

2  2-3  2-3-2  自主學習選

修課程(大師

講座)

邀請大師演講與經驗傳承，

以提升學生未來創業的成功

機率與市場競爭力外，並引

領學生能夠全程執行從創意

思考的體會。

學生演講提升學生未來創業

的成功機率與市場競爭力，

專家可提供學生實務、經驗

與內容，讓學生能獲得校外

專業人士的專業知識及不同

觀點，以提升學生專業知識

及能力，並拓展其職場視

野。

規劃中 規劃中 0% 12 - 國際企

業管理系暨

國際事業暨

文化交流研

究所

2015/12/31 0 0.00% 0 0% 10000 A 資料完整

79 10401002289 10411 國際企業管

理系

2  2-3  2-3-4  全國性/國際

性競賽

鼓勵學生參與全國性或國際

性競賽

學生可藉由此競賽學習應用

商業管&#63972;知
&#63996;，培養獨特創新

思考。並藉相互觀摩學習之

機會激發創意及思維潛能。

103學年度第2學期：

2015&#63886;&#64001;第五屆TBSA全國

大專創新企劃競賽 1.比賽名

稱:2015&#63886;&#64001;第五屆TBSA全
國大專創新企劃競賽 2.決賽地點:臺北市

社團法人台灣商務策劃協會 3.&#63851;
加人&#63849;:學生11人、指導&#63796;
師3位 4.比賽時程:4/27公布評選結果，本

系一組獲佳作獎、一組優勝獎。優勝獎同

學於5/30至台北參與決賽發表。(故僅獲

優勝獎同學申請差旅費補助) 5.競賽結果:
本系兩組同學勇奪「佳作獎」與「優勝

獎」。 2015正新瑪吉斯第十八屆全國經

營管理實務專題競賽 1.比賽名稱:2015正
新瑪吉斯第十八屆全國經營管理實務專題

競賽 2.決賽地點:國立雲林科技大學企業

管理系 3.&#63851;加人&#63849;:學生8
人、指導&#63796;師1位 4.比賽時程:5/8
公布入選複賽，5/24至國立雲林科技大學

&#63851;與決賽發表。 5.競賽結果:本系

兩組同學勇奪「消費者行為研究類第一

名」與「行銷策略管理類第三名」。

103學年度第2學期：

2015&#63886;&#64001;第五屆TBSA全國

大專創新企劃競賽 文藻外大國際企業管

理系三年級學生本系三年級學生，在該系

廖俊芳&#63796;師、王立勳&#63796;
師、蔡正飛老師，指導下參加TBSA社團法

人台灣商務策劃協會舉辦的「2015第五屆

TBSA全國大專創新企劃競賽」，文藻學生

打敗來國立知名大學的團隊，從全國將近

400件參賽作品中脫穎而出，獲得「商品

行銷組」優勝及佳作等優異成績。 獲得

「商品行銷組」優等獎的團隊為，國企管

系三年級黃聖翔、王澤元、黃俊庭、翁意

閔、鄭&#63991;岡及鄒明真。另外，同班

的&#63969;悅慈、陳育恩、麥晉輔、

&#63943;欽宗及蕭竹婷，榮獲「商品

&#64008;銷組」佳作獎。學生透過

&#63851;與競賽，進&#64008;企劃

&#64008;銷及管&#63972;研究的專題簡

報，將可提升學子企劃&#64008;銷專業知

能，同時拓展學涯之路。 2015正新瑪吉

斯第十八屆全國經營管理實務專題競賽

文藻外大國際企業管理系四年級學生，在

該系教師蔡正飛教授指導下，參加國

&#63991;雲&#63988;科技大學企業管

&#63972;系主辦的『2015正新瑪吉斯第十

八屆全國經營管理實務專題競賽』，打敗

知名國立大學，勇奪冠軍及季軍。 文藻

國企管系得獎的團隊分別為，鄭令婕、簡

君&#20227; 王漢霖 李達富 以專題

77% 12 - 國際企

業管理系暨

國際事業暨

文化交流研

究所

2015/12/31 0 0.00% 27256 76.78% 35500 A 資料完整

80 10401002290 10411 國際企業管

理系

3  3-2  3-2-1  教師教學專

業成長研習

活動

邀請學者專家與系專兼任教

師，進行教學之研習或參加

學術研討會

鼓勵教師至少每學期參加2
次以上校內(諮輔或教發)舉
辦的WORKSHOP或校外研習

計畫中，尚待執行 計畫中，尚待執行 0% 12 - 國際企

業管理系暨

國際事業暨

文化交流研

究所

2015/12/31 0 0.00% 0 0% 10000 A 資料完整

81 10401002291 10411 國際企業管

理系

4  4-1  4-1-1  能力本位課

程題庫製作

由本系專任教師製作課程教

材(題庫)，編寫一本適合本

校學生修習商管知識之專業

書籍。讓學生能由淺入深學

習商管知識，從中尋獲學習

&#63764;趣。

由授課老師親自製作課程教

材(題庫)，彌補學生在學習

上的盲點與缺失，提升學生

學習的成效與績效。

規劃中 規劃中 0% 12 - 國際企

業管理系暨

國際事業暨

文化交流研

究所

2015/12/31 0 0.00% 0 0% 6048 A 資料完整

82 10401002292 10411 國際企業管

理系

4  4-2  4-2-1  專業證照輔

導課程

由本系專任教師輔導日間部

學生考取「國貿業務丙級技

術士證照」與輔導進修部學

生考取「ERP軟體應用師-配
銷模組」證照檢定考試，提

升專業能力與證照合格通過

率。

辦理國貿業務丙級技術士證

照輔導課程與ERP軟體應用

師-配銷模組證照，培養與

提升學生國貿業務與ERP軟
體應用師-配銷模組專業能

力、增進學生競爭力。

103學年度第2學期 1. 課程名稱：國貿業

務丙級技術士輔導班 2. 上課日期：

104/03/10~104/03/20(共16小時) 3. 實際

&#63851;加人&#63849;：30人 4. 上課地

點：求真樓 Q506、Q504教室 共有30位學

生填寫課程學習問卷調查表，問卷調查結

果，「學生對講師能有效掌控課程滿意

&#64001;有80%」、「幫助學生&#63930;
解課程內容及&#63851;與輔導課提升學生

專業知&#63996;與能&#63882;滿意

&#64001;有80%」，表示學生&#63851;與
國貿丙級輔導班充足的吸收知&#63996;及
有滿意的收穫。 輔導課程結束後，共計

23位同學報考「國貿業務丙級技術士」，

有14位同學考取證照，證照通過率達

61%。 1.課程名稱：ERP軟體應用師-配銷

模組證照檢定輔導班 2.上課日期：

104/03/07~104/05/02 3.&#63851;加人

&#63849;：28人 4.上課地點：求真樓

Q506 共有28位學生填寫課程學習問卷調

查表，問卷調查結果，「學生對講師能有

效掌控課程滿意&#64001;有82%」、「幫

助學生&#63930;解課程內容及&#63851;
與輔導課提升學生專業知&#63996;與能

&#63882;滿意&#64001;有86%」，表示學

生&#63851;與配銷模組證照檢定輔導班能

充足的吸收知&#63996;及有滿意的收穫。

輔導課程結束後，共計28位同學報考

「ERP軟體應用師-配銷模組」，有13位同

學考取證照 證照通過率達46%

103學年度第2學期 由本系專任教師楊惠

娥&#63796;師輔導學生考取國貿業務丙級

技術士證照，培養與提升學生國貿業務專

業能&#63882;、增進學生競爭

&#63882;。透過輔導課程增進學生貿

&#63968;英文、單據製作、運費價格計算

與信用&#63994;實務之能力。 由本系專

任教師蔡振義&#63796;師協助輔導進修部

學生考取「ERP軟體應用師-配銷模組」證

照檢定考試，培養與提升學生的專業能

&#63882;、增進學生競爭&#63882;。透

過輔導課程增進學生配銷系統架構與作業

流程、配銷基本資料、報價接單流程、請

購採購流程、進貨銷貨流程、庫存與盤點

流程與客戶與廠商評核之能力。

94% 12 - 國際企

業管理系暨

國際事業暨

文化交流研

究所

2015/12/31 0 0.00% 36736 93.79% 39168 A 資料完整

83 10401002293 10411 國際企業管

理系

4  4-3  4-3-1  就業輔導座

談會

導師輔導學生運用「課程地

圖系統」，以了解系本位課

程(包括系上的職業進路規

劃與所需知能)、自己的職

業興趣與未來的可能進路。

學生藉由與導師輔導，了解

自我專長以及職業進路規劃

與所需知能，提升未來職場

競爭力。

計畫中，尚待執行 計畫中，尚待執行 0% 12 - 國際企

業管理系暨

國際事業暨

文化交流研

究所

2015/12/31 0 0.00% 0 0% 10000 A 資料完整



編 經費執行進度 經費執行進度 經費執行進度 經費執行進度

號 本月已執行數 本月執行率% 累計執行數 累計執行率%
附件

01 - 卓越計畫執行成果

主辦單位 預計完成日 小計 經費來源 狀態 更新部份說明執行活動名稱 執行內容 預期成效 成效(量化) 成效(質化) 達成進度%流水編號 填報年月 填表單位 分項計畫編號 子計畫編號 細部計畫編號

84 10401002294 10411 國際企業管

理系

4  4-3  4-3-2  健全畢業流

向調查機制

請應屆畢業班於每年5月建

立最新聯絡網，以利追蹤畢

業生就業滿意度，並以電話

追蹤詢問之方式，以瞭解目

前應屆畢業班與畢業生之就

業情形。

更新應屆畢業生之聯絡網，

並於畢業半年後調查其就業

滿意度，以利回饋本系課程

之安排。

計畫中，尚待執行 計畫中，尚待執行 0% 12 - 國際企

業管理系暨

國際事業暨

文化交流研

究所

2015/12/31 0 0.00% 0 0% 9930 A 資料完整

85 10401002295 10411 國際企業管

理系

5  5-1  5-1-1  海外實習 與國外企業簽訂暑期或整學

期實習合約書，並徵選學生

前往國外實習，且補助每位

實習學生20000元之經費。

研究所海外研習課程，安排

碩士生參訪國外企業(台商

企業)、國際研討會，進行

交流與研習。

103學年度第2學期 海外實習地點:2位越南

廣泰金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陳育恩、丁

氏海燕)、1位越南傑合文具股份有限公司

(麥晉輔) 海外實習期間:104年7月1日至8
月31日 海外實習週/時數:8週/320小時(總
實習時數以實習證明為依據) 使用卓越計

畫經費之學生：陳育恩、丁氏海燕

文藻國際企業管理系重視管理專業之培

育、語言能力之養成、領導與倫理觀念之

建構，以培育具備外語能力與優秀人格特

質之專業化國際管理人才。除國際共同語

言(英文)之能力訓練外，本系專注於商管

專業之基礎教育，並強調實務學習及海外

學習，更在本校吳甦樂教育精神下，著重

領導能力及社會責任之養成，培育出具有

國際觀及遠見之有為管理。

100% 12 - 國際企

業管理系暨

國際事業暨

文化交流研

究所

2015/12/31 0 0.00% 40000 100.00% 40000 A 資料完整

86 10401002296 10411 國際企業管

理系

5  5-1  5-1-1  海外研習 研究所海外研習課程，安排

碩士生及碩士在職專班學生

參訪國外企業(台商企業)、
國際研討會，進行交流與研

習。

透過國外參訪，使學生吸收

他國成功經驗和拓展國際觀

，並將研習經驗融入未來研

究及論文內容，使學生將其

參訪經驗拓展至所學之理論

中，以融會整合其概念。

103學年度第2學期 1. 帶隊&#63796;師：

專任教師胡海豐老師 2. 研習時間：

104/07/18~104/07/23 3. &#63851;與學

生：共11位研究生參加(碩士生5位、碩士

在職專生6位)

透過海外研習活動，參訪日本東京企業，

&#63930;解鄰國的&#63884;史、知

&#63996;經濟、技術產業、文化創意等發

展與趨勢；透過實地走訪期望能提升專業

知&#63996;與外語能&#63882;，以及增

進國際視野。具體而言，透過海外研習課

程的移地學習，研習心得撰寫、口頭報告

與討&#63809;、結合&#63972;&#63809;
與實務。

100% 12 - 國際企

業管理系暨

國際事業暨

文化交流研

究所

2015/12/31 0 0.00% 180021 90.01% 200000 A 資料完整

87 10401002298 10411 國際企業管

理系

2  2-3  2-3-4  補助考照/競
賽(創新課程)

由本系專任教師開設企業資

源規劃課程(ERP)，欲邀請

中華民國ERP學會專案經理

擔任校外專家協助輔導學生

考取師證照。提升專業能力

與證照合格通過率。

考取「ERP規劃師」證照俾

使學生達到孰悉企業運作流

程的成效，提升學生未來職

場之競爭力。

103學年度第2學期 1.課程名稱：邀請校外

專家蘇銘鐘老師輔導學生考取「ERP規劃

師」證照 2.上課日期：104.05.20 安排1
場協同教學(共2小時) 3.&#63851;加人

&#63849;：53人 4.上課地點：Q506 輔導

課程結束後，共計53位同學報考「ERP規
劃師」證照，共36位同學考取證照，證照

通過率達68%。

103學年度第2學期 由本系專任教師蔡振

義老師與及校外業界蘇銘鐘老師，共同輔

導學生考取「ERP規劃師」證照，讓學生

學習到配銷、生管、採購、財會、與人力

資源模組知識，了解如何有效進行專案管

理，並透過解析資訊與資料庫系統數值；

判斷如何決策。考取「ERP規劃師」證照

俾使學生達到孰悉企業運作流程的成效，

提升學生未來職場之競爭力。欲104年6月
24日參加ERP規劃師認證檢定考試，全班

共53位學生報名參加認證檢定。

22% 12 - 國際企

業管理系暨

國際事業暨

文化交流研

究所

2015/12/31 0 0.00% 5689 22.30% 25508 A 資料完整

88 10501000001 10412 國際企業管

理系

1  1-2  1-2-2  創新校外實

習課程機制

1.推動校外實習課程，鼓勵

學生前往企業實習，並由本

系吳德華老師於

2015&#63886;08月28日(五)
至2015&#63886;08月30日
(日)前往康橋大飯店之花蓮

站前館與台東館參訪本系學

生與西文系學生暑期實習單

位，本次&#63851;訪主要

&#63930;解學生實習之情

況，適時的協助指導學生，

並與實習機構相關人員交流

，針對學生實習之相關問題

，給予實際的輔導。 2.本
系廖俊芳老師邀請屏東縣林

邊鄉之漁業專家陳錦超醫

師、捷利國際餐飲股份有限

公司盧明志董事長，前往系

上演講，並藉此開發實習合

作廠商，以供本系日四技學

生必修之實習學分需求。

辦理實習說明會，推動校外

實習課程，增進學生職場實

務知能，並在學生前往實習

機構實習時，由實習指導老

師針對學生實習狀況，給予

適時的協助與指導，並與實

習單位主管人員洽談，針對

每位學生個別差異之情況，

適時的調整其實習工作內

容。

(一)校外實習之&#63851;訪 1. 主題：康

橋大飯店校外實習之&#63851;訪 2. 地
點：花蓮市、台東市 3. 時間：

2015&#63886;8月28日
(五)~2015&#63886;08月30日(日) 4.
&#63851;訪&#63796;師：吳德華

&#63796;師 5. 實習學生：黃稔曉(西文

系)、陳依亭、孔聖凱、翁意閔、陳俐蓉

(二)開發實習合作廠商 1. 主題：拓展實習

廠商領域 2. 地點：Q506、Q507 3. 時
間：2015&#63886;12月23日(三)、
2015&#63886;12月31日(四) 4. 媒合

&#63796;師：廖俊芳&#63796;師 5. 媒合

廠商：屏東縣林邊鄉之漁業專家陳錦超醫

師、捷利國際餐飲股份有限公司盧明志董

事長

1.透過前往康橋大飯店之花蓮站前館與台

東館參訪學生暑期實習單位，實際

&#63930;解學生實習之情況，適時的協助

指導學生，並與實習機構相關人員交流，

針對學生實習之相關問題，給予實際的輔

導。 2.透過陳錦超醫師之漁業實務講解及

盧明志董事長之餐飲經驗實務分享，使學

生對於漁業及餐飲業之內部流程及外部流

程有詳細之認知，此外2位業界專家亦透

過此次經驗分享，亦有初步意願提供學生

實習之機會。

100% 12 - 國際企

業管理系暨

國際事業暨

文化交流研

究所

2015/12/31 0 0.00% 1452 14.52% 10000 A 資料完整 執行內容、量化成

效、質化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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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10501000002 10412 國際企業管

理系

2  2-1  2-1-3  融合世界公

民素養與職

場倫理於專

業課程

1.本系黃國良老師於104年
11月15日帶領33名研究所

學生、7名大學部學生，前

往高雄市岡山區之得意中華

台灣滷味博物館、梓官區漁

會參訪，藉由此次參訪觀摩

重要產業之廠商，透過詳述

之介紹與了解，完善的建構

學生『產業經營與管理』之

實務應用概念，以提升就業

競爭力，並協助弱勢漁民之

產品行銷及協助二代就業婦

女適應現代化產業工作，並

藉節此參訪活動，建構學生

職場倫理之觀念，使學生不

僅在課堂中學習實務經驗外

，並以服務學習之概念，達

到做中學之學習效果。 2.
本系邀請三位業界專家，分

享世界公民素養與職場倫理

，分別融入課程進四技三年

級必修「財務管理」、研究

所碩士一般生一年級必修

「產業經營與管理」與研究

所碩士在職專班一年級必修

「產業經營與管理」，使學

生同時獲得專業知能及世界

公民素養與職場倫理。

透過參訪活動及業界專家分

享活動，將其世界公民素養

與職場倫理，分別融入課程

及學生參訪經驗中，以建構

學生職場倫理之觀念，並使

學生同時獲得專業知能及世

界公民素養與職場倫理。

(一)企業參訪 1.參訪日期：104年11月15
日，9點~14點。 2.參加人數：國交所碩

士、碩專生21名，外教所碩專生10名，創

藝所碩專生2名，授課教師1名，大學部學

生7名，大學部教師3名，共43名。 3.參訪

地點：得意中華台灣滷味博物館(岡山

區)、梓官區漁會。

1.透過此次參訪活動，學生將可獲得實務

經驗與學習：如何協助弱勢漁民將其產品

行銷至各地、如何協助二次就業婦女適應

現代化產業工作、職場倫理與道德觀念深

化、如何撰寫文創故事之行銷企劃，並針

對弱勢就業族群，協助其產品之行銷、瞭

解中小企業如何逐步國際化、文創故事經

驗現場經營管理，以提升專業能力與職場

競爭力。另外，於參訪結束後，每位學生

繳交其參訪心得。

99% 12 - 國際企

業管理系暨

國際事業暨

文化交流研

究所

2015/12/31 28032 99.77% 28032 99.77% 28096 A 資料完整 質性內容、量化成

效、質化成效。

90 10501000003 10412 國際企業管

理系

2  2-1  2-1-4  專業服務學

習課程(創新

課程)

配合專業服務學習課程-
「社會創新與社會創業

&#64029;&#64025;」，安

排學生至校外機構，進行專

業服務校外志工體驗，協助

社區發展、老人照料與關懷

弱勢兒童。

&#63851;與專業服務之志

工同學可藉由服務，學習用

微笑與耐心協助老人、弱勢

孩童，使學生&#63930;解
替人服務的喜悅、透過服務

提升學生服務內涵、並深化

學生有敬天愛人的

&#64029;&#64025;與全人

教育。

103學年度第2學期 1.專業服務課程名稱：

社會創新與社會創業&#64029;&#64025;
2.校外服務日期：104/3/27、104/4/10、
104/4/17、104/5/1、104/5/22、
104/5/30 3.校外服務時數：安排6次校外

服務，平均每次5.5小時，累計共33小時

4.&#63851;加人&#63849;：42人 5.校外

服務地點：高雄市大樹區&#63940;目社

區、高雄市大樹區&#63940;目國民小學

參與志工服務同學(共37位)填寫學校志工

服務認證心得，由資料顯示，全體學生認

同志工服務精神，表示透過服務提升學生

自我內涵、並深化敬天愛人的

&#64029;&#64025;與落實全人

103學年度第2學期: 文藻學生透過社區關

懷服務，運用專長活化社區的發展，龍目

社區屬於老年化嚴重的社區，20%以上的

65歲高齡人口社區，因為缺乏經濟機會，

年輕人大量外移造成單親家庭及隔代教養

嚴重，透過學生(志工)進入偏遠社區包含

長者關懷及送餐，協助社區辦公室的文書

處理及電腦操作協助；藉由文藻學生英語

專長，輔導龍目國小弱勢家庭兒童，輔導

兒童的語言教學及表達能力。&#63851;與
專業服務之志工同學可藉由服務，學習用

微笑與耐心協助老人、弱勢孩童，使學生

&#63930;解替人服務的喜悅、透過服務提

升學生服務內涵、並深化學生有敬天愛人

的&#64029;&#64025;與全人教育。

100% 12 - 國際企

業管理系暨

國際事業暨

文化交流研

究所

2015/12/31 0 0.00% 19496 100.00% 19496 A 資料完整

91 10501000005 10412 國際企業管

理系

2  2-1  2-1-4  非正式服務

學習活動

本系許淮之老師於104年11
月28日率領學生前往龍目國

小進行志工服務，由本校學

生教導1-6年級的小學生相

關課業，進行週末課後輔導

，並依據每位國小學生之英

文能力與課業程度不同，給

予個別差異之課業輔導。

透過前往偏遠社區服務之過

程，使學生體會服務他人及

對社會之貢獻感與參與感，

而提升其專業職志與承諾。

1.活動日期：104年10月1日~104年12月26
日。 2.活動時間：8：00~12：00，共3小
時。 3.參與人數：40名。 4.活動地點：

高雄市大樹區龍目國小。

文藻學生透過小學的課後輔導機制，複習

自身的語言教學及相關科目如數學、自然

等基礎課程，透過與弱勢家庭的接觸，習

得感恩與社會改變的正向邏輯，希望藉由

社會關懷與社會參與強化全人教育的真

義。

99% 12 - 國際企

業管理系暨

國際事業暨

文化交流研

究所

2015/12/31 9939 99.39% 19878 198.78% 10000 A 資料完整 執行內容、量化成

效、質化成效。

92 10501000006 10412 國際企業管

理系

2  2-3  2-3-2  自主學習選

修課程(大師

講座)

此分項經費已流用至2-3-4
補助考照/競賽(創新課程)-
商務行銷企劃檢定之經費。

此分項經費已流用至2-3-4
補助考照/競賽(創新課程)-
商務行銷企劃檢定之經費。

此分項經費已流用至2-3-4補助考照/競賽

(創新課程)-商務行銷企劃檢定之經費。

此分項經費已流用至2-3-4補助考照/競賽

(創新課程)-商務行銷企劃檢定之經費。

100% 12 - 國際企

業管理系暨

國際事業暨

文化交流研

究所

2015/12/31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A 資料完整 執行內容、預期成

效、量化成效、質

化成效。

93 10501000007 10412 國際企業管

理系

2  2-3  2-3-4  專題成果發

表

本系日間部第九屆應屆畢業

生共52人。在民國

104&#63886;12月30日舉辦

本系日間部第9屆畢業專題

成果發表會，會中邀請邀請

林佐鼎副教授(國&#63991;
成功大學交通管理科學

系)、熊正一教授(台南應用

科技大學-管理學院院長)、
呂錦隆副教授(國立高雄海

洋科技大學航運管理系暨研

究所)，共3位擔任評審委員

，評分結果從中挑選前三名

優秀作品以茲鼓

&#63871;。

提升大四學生實驗應證、論

文撰寫、及成果報告等專業

能力。

1.時間：104&#63886;12月30日，

09:00~13:00 2.地點：W211文園會議室 3.
主題：國際企業管&#63972;系日間部第九

屆畢業專題成果發表會 4.&#63851;與人

&#63849;：135人

舉辦日間部第九屆畢業專題發表會，提升

大四生實驗應證、&#63809;文撰寫及成果

報告等專業能&#63882;。邀請校外教授:
林佐鼎副教授(國&#63991;成功大學交通

管理科學系)、熊正一教授(台南應用科技

大學-管理學院院長)、呂錦隆副教授(國立

高雄海洋科技大學航運管理系暨研究所)
，共3位擔任評審，推選出前三名優秀畢

業專題組別，以茲鼓&#63871;。

100% 12 - 國際企

業管理系暨

國際事業暨

文化交流研

究所

2015/12/31 30000 50.00% 60000 100.00% 60000 A 資料完整 執行內容、量化成

效、質化成效。

94 10501000008 10412 國際企業管

理系

2  2-3  2-3-4  全國性/國際

性競賽

此分項經費已流用至2-3-4
補助考照/競賽(創新課程)-
商務行銷企劃檢定之經費。

此分項經費已流用至2-3-4
補助考照/競賽(創新課程)-
商務行銷企劃檢定之經費。

此分項經費已流用至2-3-4補助考照/競賽

(創新課程)-商務行銷企劃檢定之經費。

此分項經費已流用至2-3-4補助考照/競賽

(創新課程)-商務行銷企劃檢定之經費。

100% 12 - 國際企

業管理系暨

國際事業暨

文化交流研

究所

2015/12/31 8244 23.22% 35500 100.00% 35500 A 資料完整 執行內容、量化成

效、質化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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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10501000009 10412 國際企業管

理系

2  2-3  2-3-4  補助考照/競
賽(創新課程)

由本系專任教師廖俊芳老師

開設國際行銷管理課程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Management)，培養學生成

為「創新型企劃人才」，使

其成為企業內肩負推動企業

創新與行銷功能的經營者、

經理人、專業參謀人員（包

括商品開發、行銷管理、專

案管理、業務銷售等部門的

專業人員），並擁有「創新

企劃力」情報力。並以培育

學生考取「商務行銷企劃」

證照為目標，故邀請TBSA
社團法人台灣商務策畫協會

理事長及TBSA專業課程講

師擔任校外專家協助輔導學

生考取證照。因此分項經費

不足，故流用2-3-2自主學

習選修課程(大師講座)、2-
3-4全國性/國際性競賽之經

費，流用經費共計$18,244
元。

考取「商務行銷企劃」證照

培養學生成為創新型企劃人

才，提升學生未來職場之競

爭力。

1.課程名稱：邀請2位校外專家輔導學生

考取「商務行銷企劃」證照 2.上課日期：

上課期間(104/11/21~104/12/26)擬安排7
場證照輔導課程(共25小時) 3.&#63851;加
人&#63849;：27人 4.上課地點：Q506、
Q506

透過廖俊芳老師與校外2位專家(林坤宏講

師及謝崇彬秘書長)共同輔導學生考取

「商務行銷企劃」證照，讓學生學習到行

銷企劃、商品企劃、展會活動企劃、專案

企劃、經營企劃等領域，預計於

104/12/30考取「商務行銷企劃」證照,俾
使學生擁有系統化的企劃構思，進而能完

成一份具有企劃邏輯與可行性的創新型企

劃案專業能力，提升學生未來職場之競爭

力。

100% 12 - 國際企

業管理系暨

國際事業暨

文化交流研

究所

2015/12/31 19819 77.70% 25508 100.00% 25508 A 資料完整 執行內容、量化成

效、質化成效。

96 10501000010 10412 國際企業管

理系

3  3-2  3-2-1  教師教學專

業成長研習

活動

此分項經費已流用至4-3-1
就業輔導座談會之經費。

此分項經費已流用至4-3-1
就業輔導座談會之經費。

此分項經費已流用至4-3-1就業輔導座談

會之經費。

此分項經費已流用至4-3-1就業輔導座談

會之經費。

100% 12 - 國際企

業管理系暨

國際事業暨

文化交流研

究所

2015/12/31 0 0.00% 0 0% 10000 A 資料完整 執行內容、量化成

效、質化成效。

97 10501000011 10412 國際企業管

理系

4  4-1  4-1-1  能力本位課

程題庫製作

以「國際企業個案研究」與

「國際行銷管理」課程為主

軸進行題庫的編撰。讓學生

能由淺入深學習商管知識，

從中尋獲學習&#63764;
趣。

由授課老師親自製作課程教

材(題庫)，彌補學生在學習

上的盲點與缺失，提升學生

學習的成效與績效。

預計將本次製作之題庫靈活運用於「國際

行銷管理」(2年級必修課程約54位學生)
及「國際企業個案研究」(3~4年級專業選

修課程約40位學生)之本系能力本位課程

中。

藉由能力本位教材與題庫之開發，於能力

本位教育的推動及教學品質提升帶來相對

的助益，並提高學生參加商務行銷企劃檢

定之通過率。

100% 12 - 國際企

業管理系暨

國際事業暨

文化交流研

究所

2015/12/31 6048 100.00% 6048 100.00% 6048 A 資料完整 執行內容、量化成

效、質化成效。

98 10501000012 10412 國際企業管

理系

4  4-2  4-2-1  專業證照輔

導課程

由本系專任教師輔導日間部

學生考取「國貿業務丙級技

術士證照」與輔導進修部學

生考取「ERP軟體應用師-配
銷模組」證照檢定考試，提

升專業能力與證照合格通過

率。而剩餘之$2432經費流

用至4-3-1就業輔導座談會

使用。

辦理國貿業務丙級技術士證

照輔導課程與ERP軟體應用

師-配銷模組證照，培養與

提升學生國貿業務與ERP軟
體應用師-配銷模組專業能

力、增進學生競爭力。

103學年度第2學期 1. 課程名稱：國貿業

務丙級技術士輔導班 2. 上課日期：

104/03/10~104/03/20(共16小時) 3. 實際

&#63851;加人&#63849;：30人 4. 上課地

點：求真樓 Q506、Q504教室 共有30位學

生填寫課程學習問卷調查表，問卷調查結

果，「學生對講師能有效掌控課程滿意

&#64001;有80%」、「幫助學生&#63930;
解課程內容及&#63851;與輔導課提升學生

專業知&#63996;與能&#63882;滿意

&#64001;有80%」，表示學生&#63851;與
國貿丙級輔導班充足的吸收知&#63996;及
有滿意的收穫。 輔導課程結束後，共計

23位同學報考「國貿業務丙級技術士」，

有14位同學考取證照，證照通過率達

61%。 1.課程名稱：ERP軟體應用師-配銷

模組證照檢定輔導班 2.上課日期：

104/03/07~104/05/02 3.&#63851;加人

&#63849;：28人 4.上課地點：求真樓

Q506 共有28位學生填寫課程學習問卷調

查表，問卷調查結果，「學生對講師能有

效掌控課程滿意&#64001;有82%」、「幫

助學生&#63930;解課程內容及&#63851;
與輔導課提升學生專業知&#63996;與能

&#63882;滿意&#64001;有86%」，表示學

生&#63851;與配銷模組證照檢定輔導班能

充足的吸收知&#63996;及有滿意的收穫。

輔導課程結束後，共計28位同學報考

「ERP軟體應用師-配銷模組」，有13位同

學考取證照 證照通過率達46%

103學年度第2學期 由本系專任教師楊惠

娥&#63796;師輔導學生考取國貿業務丙級

技術士證照，培養與提升學生國貿業務專

業能&#63882;、增進學生競爭

&#63882;。透過輔導課程增進學生貿

&#63968;英文、單據製作、運費價格計算

與信用&#63994;實務之能力。 由本系專

任教師蔡振義&#63796;師協助輔導進修部

學生考取「ERP軟體應用師-配銷模組」證

照檢定考試，培養與提升學生的專業能

&#63882;、增進學生競爭&#63882;。透

過輔導課程增進學生配銷系統架構與作業

流程、配銷基本資料、報價接單流程、請

購採購流程、進貨銷貨流程、庫存與盤點

流程與客戶與廠商評核之能力。

100% 12 - 國際企

業管理系暨

國際事業暨

文化交流研

究所

2015/12/31 2432 6.21% 39168 100.00% 39168 A 資料完整 執行內容、達成進

度、本月已執行數



編 經費執行進度 經費執行進度 經費執行進度 經費執行進度

號 本月已執行數 本月執行率% 累計執行數 累計執行率%
附件

01 - 卓越計畫執行成果

主辦單位 預計完成日 小計 經費來源 狀態 更新部份說明執行活動名稱 執行內容 預期成效 成效(量化) 成效(質化) 達成進度%流水編號 填報年月 填表單位 分項計畫編號 子計畫編號 細部計畫編號

99 10501000013 10412 國際企業管

理系

4  4-3  4-3-1  就業輔導座

談會

1.藉由康橋商旅人力資源處

處長─陳鈞浩，「職場專業

倫理」講座、高雄市市議員

吳益政，「Are you
Ready？」講座，經驗分享

生涯規劃與職涯發展，藉由

講師職場經驗，幫助學生了

解自我發展、以及進入職場

的心理準備；呼籲學生要培

養良善職場倫理與工作態度

，並在就學期間了解自己培

養專長，提升未來職場競爭

力。 2..邀請本系校友彭中

宸(慈濟基金會組員)、黃平

宇(群創管理顧問公司研究

員)及朱慶倫(南陽實業汽車

零件部門國外業務員)與學

弟妹分享個人職涯歷程。透

過分享幫助學生了解自我發

展，以及進入職場的心理準

備。

學生藉由與導師輔導，了解

自我專長以及職業進路規劃

與所需知能，提升未來職場

競爭力。

(一)康橋主管輔導 1.時間：104年12月11
日。 2.地點：Q002 3.人數：大三學生39
人，大二學生46人，講師1人，共86人。

(二)高雄市議員輔導 1.時間：104年12月
21日。 2.地點：Q504。 3.人數：約50
人。 (三)校友輔導 1.時間：104年12月10
日 2.地點：Q506 3.人數：約50人

藉由問卷滿意度調查及職涯講師實質經驗

傳授，學生能透過講座更了解職場實務及

學習到良善職場倫理與工作態度，提升未

來職場競爭力。

100% 12 - 國際企

業管理系暨

國際事業暨

文化交流研

究所

2015/12/31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A 資料完整 執行內容、量化成

效、質化成效、本

月已執行數。

## 10501000014 10412 國際企業管

理系

4  4-3  4-3-1  (國企管系所)
職涯導師

藉由永心鳳茶執行長─薛舜

迪，「創業經歷路程」講座

，經驗分享生涯規劃與職涯

發展，藉由講師職場經驗，

幫助學生了解自我發展、以

及進入職場的心理準備；呼

籲學生要培養良善職場倫理

與工作態度，並在就學期間

了解自己培養專長，提升未

來職場競爭力。

學生藉由與導師輔導，了解

自我專長以及職業進路規劃

與所需知能，提升未來職場

競爭力。

1.時間：104年12月24日。 2.地點：

Q507。 3.人數：約22人
藉由問卷滿意度調查及職涯講師實質經驗

傳授，學生能透過講座更了解職場實務及

學習到良善職場倫理與工作態度，提升未

來職場競爭力。

100% 69 - 英語暨

國際學院

2015/12/31 3512 100.00% 3512 100.00% 3512 A 資料完整 執行內容、量化成

效、質化成效、本

月已執行數。

## 10501000016 10412 國際企業管

理系

4  4-3  4-3-2  健全畢業流

向調查機制

針對103學
&#63886;&#64001;國企管

系暨國交所畢業生透過電訪

或線上問卷，建置本系所畢

業生就業滿意&#64001;與
雇主滿意&#64001;調查資

&#63934;庫，並鞏固與維

護97-102學年度之校友資

訊。

更新應屆畢業生之聯絡網，

並於畢業半年後調查其就業

滿意度，以利回饋本系課程

之安排。

1.針對103學&#63886;&#64001;各學制應

屆畢業校友進&#64008;電訪，已完成97%
畢業生資&#63934;建置。 2.維護97-102
學年度之校友資訊。

透過本系所畢業生就業滿意&#64001;與雇

主滿意&#64001;調查資&#63934;庫的建

置與分析，檢視本系所基礎課程與專業課

程的適&#64000;性與架構，確實的提供學

生們所須知&#63996;，同時也藉此媒合本

系產學合作與學生實習的機會。

100% 12 - 國際企

業管理系暨

國際事業暨

文化交流研

究所

2015/12/31 9930 100.00% 19860 200.00% 9930 A 資料完整 執行內容、量化成

效、質化成效、本

月已執行數。

## 10501000017 10412 國際企業管

理系

5  5-1  5-1-1  海外實習 與國外企業簽訂暑期或整學

期實習合約書，並徵選學生

前往國外實習，且補助每位

實習學生20000元之經費。

研究所海外研習課程，安排

碩士生參訪國外企業(台商

企業)、國際研討會，進行

交流與研習。

103學年度第2學期 海外實習地點:2位越南

廣泰金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陳育恩、丁

氏海燕)、1位越南傑合文具股份有限公司

(麥晉輔) 海外實習期間:104年7月1日至8
月31日 海外實習週/時數:8週/320小時(總
實習時數以實習證明為依據) 使用卓越計

畫經費之學生：陳育恩、丁氏海燕

文藻國際企業管理系重視管理專業之培

育、語言能力之養成、領導與倫理觀念之

建構，以培育具備外語能力與優秀人格特

質之專業化國際管理人才。除國際共同語

言(英文)之能力訓練外，本系專注於商管

專業之基礎教育，並強調實務學習及海外

學習，更在本校吳甦樂教育精神下，著重

領導能力及社會責任之養成，培育出具有

國際觀及遠見之有為管理。

100% 12 - 國際企

業管理系暨

國際事業暨

文化交流研

究所

2015/12/31 0 0.00% 40000 100.00% 40000 A 資料完整

## 10501000018 10412 國際企業管

理系

5  5-1  5-1-1  海外研習 研究所海外研習課程，安排

碩士生及碩士在職專班學生

參訪國外企業(台商企業)、
國際研討會，進行交流與研

習。

透過國外參訪，使學生吸收

他國成功經驗和拓展國際觀

，並將研習經驗融入未來研

究及論文內容，使學生將其

參訪經驗拓展至所學之理論

中，以融會整合其概念。

103學年度第2學期 1. 帶隊&#63796;師：

專任教師胡海豐老師 2. 研習時間：

104/07/18~104/07/23 3. &#63851;與學

生：共11位研究生參加(碩士生5位、碩士

在職專生6位)

透過海外研習活動，參訪日本東京企業，

&#63930;解鄰國的&#63884;史、知

&#63996;經濟、技術產業、文化創意等發

展與趨勢；透過實地走訪期望能提升專業

知&#63996;與外語能&#63882;，以及增

進國際視野。具體而言，透過海外研習課

程的移地學習，研習心得撰寫、口頭報告

與討&#63809;、結合&#63972;&#63809;
與實務。

90% 12 - 國際企

業管理系暨

國際事業暨

文化交流研

究所

2015/12/31 0 0.00% 180021 90.01% 200000 A 資料完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