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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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01000406 10502 國際企業管

理系

1  1-2  1-2-2  創新校外實

習課程機制

實習指導老師前往校外實習

地點訪視實習之學生及實習

機構，並透過訪視機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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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計於105年辦理2場實習說明會，10次實

習機構訪視，並預計開發2家實習廠商之

名額。

透過訪視學生暑期實習單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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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12 - 國際企

業管理系暨

國際事業暨

文化交流研

究所

######## 0 0.0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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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0501000407 10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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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計邀請三位業界專家，分

享世界公民素養與職場倫理

，分別融入日四技、進四

技、研究所碩士班、研究所

碩士在職專班課程，使學生

同時獲得專業知能及世界公

民素養與職場倫理。並透過

參訪活動，使其參訪經驗融

入於課程中，並建構學生職

場倫理之觀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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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計辦理2次企業參訪及3次職場倫理講座

，使學生獲得專業知能外，並促進其職場

倫理觀念。

透過參訪活動，學生將可獲得實務經驗與

學習相關職場知能，並融入職場倫理講座

之相關概念，使其提升專業能力與職場競

爭力。

0% 12 - 國際企

業管理系暨

國際事業暨

文化交流研

究所

######## 0 0.00% 0 0% 28096 A 資料完整 執行內容、預期成

效、量化成效、質

化成效之內容更

新。

3 10501000408 10502 國際企業管

理系

2  2-1  2-1-4  專業服務學

習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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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學年度第1學期預計開設『社會創新與

社會創業&#64029;&#64025;』，預計安

排6次校外服務，約35小時，而透過參與

志工服務同學填寫學校志工服務認證心得

之資料顯示，預計提升學生自我內涵、並

深化敬天愛人的&#64029;&#64025;與落

實全人教育。

文藻學生透過社區關懷服務，運用專長活

化社區的發展，並藉由文藻學生英語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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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12 - 國際企

業管理系暨

國際事業暨

文化交流研

究所

######## 0 0.00% 0 0% 16048 A 資料完整 執行內容、預期成

效、量化成效、質

化成效之內容更

新。

4 10501000409 10502 國際企業管

理系

2  2-1  2-1-4  非正式服務

學習活動

由本系老師率領學生前往偏

鄉地區進行志工服務，並以

服務弱勢家庭、老年人與輔

導學童課業為主，使學生體

會服務他人及對社會之貢獻

感與參與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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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計率領20名學生前往偏鄉服務3個月，

每星期3小時，共計36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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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12 - 國際企

業管理系暨

國際事業暨

文化交流研

究所

######## 0 0.00% 0 0% 10000 A 資料完整 執行內容、預期成

效、量化成效、質

化成效之內容更

新。

5 10501000410 10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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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 0.00% 0 0% 20000 A 資料完整 執行內容、預期成

效、量化成效、質

化成效之內容更

新。

6 10501000411 10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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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計於104學年度第2學期辦理進修部畢業

專題發表會，並於105學年度第1學期辦理

日間部畢業專題發表會，共計2場，預計

參與人數約350人。

舉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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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邀請3位校外資深人士與教師擔任評審

委員，從中挑選前三名優秀作品以茲鼓

&#63871;。

0% 12 - 國際企

業管理系暨

國際事業暨

文化交流研

究所

######## 0 0.00% 0 0% 60000 A 資料完整 執行內容、預期成

效、量化成效、質

化成效之內容更

新。

7 10501000412 10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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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透過競賽學習應

用商業管&#63972;知
&#63996;及其所學之專業

知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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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 0.00% 0 0% 35500 A 資料完整 執行內容、預期成

效、量化成效、質

化成效之內容更

新。

8 10501000413 10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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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 0.00% 0 0% 10000 A 資料完整 執行內容、預期成

效、量化成效、質

化成效之內容更

新。

9 10501000414 10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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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 0.00% 0 0% 20000 A 資料完整 執行內容、預期成

效、量化成效、質

化成效之內容更

新。

10 10501000415 10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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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輔導進修部及

日間部學生考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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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計有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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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本系專任教師蔡振義&#63796;師協助輔

導進修部及日間部學生考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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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12 - 國際企

業管理系暨

國際事業暨

文化交流研

究所

######## 0 0.00% 0 0% 42432 A 資料完整 執行內容、預期成

效、量化成效、質

化成效之內容更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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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0501000406 10502 國際企業管

理系

1  1-2  1-2-2  創新校外實

習課程機制

實習指導老師前往校外實習

地點訪視實習之學生及實習

機構，並透過訪視機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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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計於105年辦理2場實習說明會，10次實

習機構訪視，並預計開發2家實習廠商之

名額。

透過訪視學生暑期實習單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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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12 - 國際企

業管理系暨

國際事業暨

文化交流研

究所

######## 0 0.0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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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10501000417 10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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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邀請職場主管人員蒞臨本

系擔任職涯講座之講師，協

助學生了解各職場之職業動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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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 0.00% 0 0% 10000 A 資料完整 執行內容、預期成

效、量化成效、質

化成效之內容更

新。

12 10501000418 10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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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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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1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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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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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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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12 - 國際企

業管理系暨

國際事業暨

文化交流研

究所

######## 0 0.00% 0 0% 13431 A 資料完整 執行內容、預期成

效、量化成效、質

化成效之內容更

新。

13 10501000419 10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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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計於暑假期間安排2位學生前往越南廣

泰金屬企業實習2個月，總計實習時數為

320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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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12 - 國際企

業管理系暨

國際事業暨

文化交流研

究所

######## 0 0.00% 0 0% 40000 A 資料完整 執行內容、預期成

效、量化成效、質

化成效之內容更

新。

14 10501001108 10505 國際企業管

理系

1  1-2  1-2-2  創新校外實

習課程機制

實習指導老師前往校外實習

地點訪視實習之學生及實習

機構，並透過訪視機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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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計於105年辦理2場實習說明會，10次實

習機構訪視，並預計開發2家實習廠商之

名額。

透過訪視學生暑期實習單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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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12 - 國際企

業管理系暨

國際事業暨

文化交流研

究所

######## 0 0.00% 0 0% 10000 A 資料完整

15 10501001110 10505 國際企業管

理系

2  2-1  2-1-4  專業服務學

習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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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學年度第1學期預計開設『社會創新與

社會創業&#64029;&#64025;』，預計安

排6次校外服務，約35小時，而透過參與

志工服務同學填寫學校志工服務認證心得

之資料顯示，預計提升學生自我內涵、並

深化敬天愛人的&#64029;&#64025;與落

實全人教育。

文藻學生透過社區關懷服務，運用專長活

化社區的發展，並藉由文藻學生英語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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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12 - 國際企

業管理系暨

國際事業暨

文化交流研

究所

######## 0 0.00% 0 0% 16048 A 資料完整

16 10501001111 1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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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計邀請三位業界專家，分

享世界公民素養與職場倫理

，分別融入日四技、進四

技、研究所碩士班、研究所

碩士在職專班課程，使學生

同時獲得專業知能及世界公

民素養與職場倫理。並透過

參訪活動，使其參訪經驗融

入於課程中，並建構學生職

場倫理之觀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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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計辦理2次企業參訪及3次職場倫理講座

，使學生獲得專業知能外，並促進其職場

倫理觀念。

透過參訪活動，學生將可獲得實務經驗與

學習相關職場知能，並融入職場倫理講座

之相關概念，使其提升專業能力與職場競

爭力。

0% 12 - 國際企

業管理系暨

國際事業暨

文化交流研

究所

######## 0 0.00% 0 0% 28096 A 資料完整

17 10501001112 10505 國際企業管

理系

2  2-1  2-1-4  非正式服務

學習活動

由本系老師率領學生前往偏

鄉地區進行志工服務，並以

服務弱勢家庭、老年人與輔

導學童課業為主，使學生體

會服務他人及對社會之貢獻

感與參與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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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計率領20名學生前往偏鄉服務3個月，

每星期3小時，共計36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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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12 - 國際企

業管理系暨

國際事業暨

文化交流研

究所

######## 0 0.00% 0 0% 10000 A 資料完整



1 10501000406 10502 國際企業管

理系

1  1-2  1-2-2  創新校外實

習課程機制

實習指導老師前往校外實習

地點訪視實習之學生及實習

機構，並透過訪視機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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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計於105年辦理2場實習說明會，10次實

習機構訪視，並預計開發2家實習廠商之

名額。

透過訪視學生暑期實習單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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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12 - 國際企

業管理系暨

國際事業暨

文化交流研

究所

######## 0 0.0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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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10501001113 1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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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 0.00% 0 0% 20000 A 資料完整

19 10501001115 1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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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計於104學年度第2學期辦理進修部畢業

專題發表會，並於105學年度第1學期辦理

日間部畢業專題發表會，共計2場，預計

參與人數約350人。

舉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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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邀請3位校外資深人士與教師擔任評審

委員，從中挑選前三名優秀作品以茲鼓

&#63871;。

0% 12 - 國際企

業管理系暨

國際事業暨

文化交流研

究所

######## 0 0.00% 0 0% 60000 A 資料完整

20 10501001116 1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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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透過競賽學習應

用商業管&#63972;知
&#63996;及其所學之專業

知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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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 0.00% 0 0% 35500 A 資料完整

21 10501001117 1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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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 0.00% 0 0% 10000 A 資料完整

22 10501001118 1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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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 0.00% 0 0% 20000 A 資料完整

23 10501001119 1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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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輔導進修部及

日間部學生考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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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計有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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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本系專任教師蔡振義&#63796;師協助輔

導進修部及日間部學生考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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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12 - 國際企

業管理系暨

國際事業暨

文化交流研

究所

######## 0 0.00% 0 0% 42432 A 資料完整

24 10501001120 1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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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邀請職場主管人員蒞臨本

系擔任職涯講座之講師，協

助學生了解各職場之職業動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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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 0.00% 0 0% 10000 A 資料完整

25 10501001121 1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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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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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1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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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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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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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12 - 國際企

業管理系暨

國際事業暨

文化交流研

究所

######## 0 0.00% 0 0% 13431 A 資料完整

26 10501001122 1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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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計於暑假期間安排2位學生前往越南廣

泰金屬企業實習2個月，總計實習時數為

320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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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12 - 國際企

業管理系暨

國際事業暨

文化交流研

究所

######## 0 0.00% 0 0% 40000 A 資料完整



1 10501000406 10502 國際企業管

理系

1  1-2  1-2-2  創新校外實

習課程機制

實習指導老師前往校外實習

地點訪視實習之學生及實習

機構，並透過訪視機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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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計於105年辦理2場實習說明會，10次實

習機構訪視，並預計開發2家實習廠商之

名額。

透過訪視學生暑期實習單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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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12 - 國際企

業管理系暨

國際事業暨

文化交流研

究所

######## 0 0.0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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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10501001720 10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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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計於暑假期間安排2位學生前往越南廣

泰金屬企業實習2個月，總計實習時數為

320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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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12 - 國際企

業管理系暨

國際事業暨

文化交流研

究所

######## 0 0.00% 0 0% 40000 A 資料完整

28 10501001737 10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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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計邀請三位業界專家，分

享世界公民素養與職場倫理

，分別融入日四技、進四

技、研究所碩士班、研究所

碩士在職專班課程，使學生

同時獲得專業知能及世界公

民素養與職場倫理。並透過

參訪活動，使其參訪經驗融

入於課程中，並建構學生職

場倫理之觀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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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參訪日期：105年04月30日，8：
30~14：30，共6小時。 2.參與人數：39
人。 3.參訪地點：台南市後壁區仕安社

區、台南土溝藝術農村。 4.講解人員：1
名。 5.工作人員：4名，並帶領師生參

觀。 二、 1.日期：105年5月13日、105年
6月03日，共計2天。 2.地點：Q205。 3.
參與人數：共24人。 104學年度第2學期

共開設2門專業課程融合世界公民素養與

職場倫理內涵。

一、學生透過參訪，親身體驗社會責任與

企業經營之共存，更深一層激發學生倫理

思辨能力與實踐之結合，使其了解企業之

社會責任之重要意義與其必要性。 二、

針對"商業法律常識與職場倫理"主題，融

入商業法律經驗與實例，教授學生重要的

法律知識與職場文化倫理，使學生了解未

來進入職場應具備的法律知識外，並具備

面對職場倫理等知識，以提升其專業知能

及能力。

86% 12 - 國際企

業管理系暨

國際事業暨

文化交流研

究所

######## 24241 86.28% 50482 179.68% 28096 A 資料完整 新增兩筆資料

29 10501001738 10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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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輔導進修部及

日間部學生考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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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1. 課程名稱：國貿業務丙級技術士

輔導班 2. 上課日期：

105/03/07~105/03/18(共12小時) 3. 預計

&#63851;加人&#63849;：25人 4. 上課地

點：W005教室、Q506教室、Q704教室 共
有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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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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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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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1. 課程名稱：國貿業

大會考輔導班 2. 上課日期：

105/05/16~105/05/27(共12小時) 3.
&#63851;加人&#63849;：10人 4. 上課地

點：W005、Q506教室 共有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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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12 - 國際企

業管理系暨

國際事業暨

文化交流研

究所

######## 16754 39.48% 16754 39.48% 42432 A 資料完整 新增兩筆資料

30 10501001739 10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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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時間：105&#63886;6月16日
18:30~22:00 2. 地點：Q001遠距教室 3.
主題：國際企業管&#63972;系進修部第九

屆實務專題競賽 4. &#63851;與人

&#63849;：92人

舉辦進修部第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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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交通局陳勁甫局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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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12 - 國際企

業管理系暨

國際事業暨

文化交流研

究所

######## 27566 45.94% 27566 45.94% 60000 A 資料完整 新增資料一筆

31 10501001746 10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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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計於暑假期間安排2位學生前往越南廣

泰金屬企業實習2個月，總計實習時數為

320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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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12 - 國際企

業管理系暨

國際事業暨

文化交流研

究所

######## 0 0.00% 0 0% 40000 A 資料完整



1 10501000406 10502 國際企業管

理系

1  1-2  1-2-2  創新校外實

習課程機制

實習指導老師前往校外實習

地點訪視實習之學生及實習

機構，並透過訪視機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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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計於105年辦理2場實習說明會，10次實

習機構訪視，並預計開發2家實習廠商之

名額。

透過訪視學生暑期實習單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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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12 - 國際企

業管理系暨

國際事業暨

文化交流研

究所

######## 0 0.0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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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10501001748 10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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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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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1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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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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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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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12 - 國際企

業管理系暨

國際事業暨

文化交流研

究所

######## 0 0.00% 0 0% 13431 A 資料完整

33 10501001750 10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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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輔導進修部及

日間部學生考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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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計有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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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本系專任教師蔡振義&#63796;師協助輔

導進修部及日間部學生考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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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12 - 國際企

業管理系暨

國際事業暨

文化交流研

究所

######## 0 0.00% 16754 39.48% 42432 A 資料完整

34 10501001751 10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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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 0.00% 0 0% 20000 A 資料完整

35 10501001757 10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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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 0.00% 0 0% 20000 A 資料完整

36 10501001758 10509 國際企業管

理系

1  1-2  1-2-2  創新校外實

習課程機制

實習指導老師前往校外實習

地點訪視實習之學生及實習

機構，並透過訪視機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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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計於105年辦理2場實習說明會，10次實

習機構訪視，並預計開發2家實習廠商之

名額。

透過訪視學生暑期實習單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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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12 - 國際企

業管理系暨

國際事業暨

文化交流研

究所

######## 0 0.00% 0 0% 10000 A 資料完整

37 10501001759 10509 國際企業管

理系

2  2-1  2-1-4  專業服務學

習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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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學年度第1學期預計開設『社會創新與

社會創業&#64029;&#64025;』，預計安

排6次校外服務，約35小時，而透過參與

志工服務同學填寫學校志工服務認證心得

之資料顯示，預計提升學生自我內涵、並

深化敬天愛人的&#64029;&#64025;與落

實全人教育。

文藻學生透過社區關懷服務，運用專長活

化社區的發展，並藉由文藻學生英語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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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12 - 國際企

業管理系暨

國際事業暨

文化交流研

究所

######## 0 0.00% 0 0% 16048 A 資料完整

38 10501001760 10509 國際企業管

理系

2  2-1  2-1-4  非正式服務

學習活動

由本系老師率領學生前往偏

鄉地區進行志工服務，並以

服務弱勢家庭、老年人與輔

導學童課業為主，使學生體

會服務他人及對社會之貢獻

感與參與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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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計率領20名學生前往偏鄉服務3個月，

每星期3小時，共計36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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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12 - 國際企

業管理系暨

國際事業暨

文化交流研

究所

######## 0 0.00% 0 0% 10000 A 資料完整

39 10501001761 10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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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透過競賽學習應

用商業管&#63972;知
&#63996;及其所學之專業

知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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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 0.00% 0 0% 35500 A 資料完整



1 10501000406 10502 國際企業管

理系

1  1-2  1-2-2  創新校外實

習課程機制

實習指導老師前往校外實習

地點訪視實習之學生及實習

機構，並透過訪視機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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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計於105年辦理2場實習說明會，10次實

習機構訪視，並預計開發2家實習廠商之

名額。

透過訪視學生暑期實習單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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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12 - 國際企

業管理系暨

國際事業暨

文化交流研

究所

######## 0 0.0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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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10501001930 10510 國際企業管

理系

1  1-2  1-2-2  創新校外實

習課程機制

實習指導老師前往校外實習

地點訪視實習之學生及實習

機構，並透過訪視機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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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計於105年辦理2場實習說明會，10次實

習機構訪視，並預計開發2家實習廠商之

名額。

透過訪視學生暑期實習單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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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12 - 國際企

業管理系暨

國際事業暨

文化交流研

究所

######## 0 0.00% 0 0% 10000 A 資料完整

41 10501001947 1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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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4學年度第2學期共邀請

二位業界專家─黃承淯、尤

天厚，分享世界公民素養、

法學素養與職場倫理，分別

融入日四技課程，使學生同

時獲得專業知能及世界公民

素養、法學素養與職場倫

理。 2.104學年度第2學期

辦理台南土溝社區參訪活動

，使其參訪經驗融入於課程

中，並建構學生職場倫理及

公民素養之觀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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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參訪日期：105年04月30日，8：
30~14：30，共6小時。 2.參與人數：39
人。 3.參訪地點：台南市後壁區仕安社

區、台南土溝藝術農村。 4.講解人員：1
名。 5.工作人員：4名，並帶領師生參

觀。 二、 1.日期：105年5月13日、105年
6月03日，共計2天。 2.地點：Q205。 3.
參與人數：共24人。 104學年度第2學期

共開設2門專業課程融合世界公民素養與

職場倫理內涵。

一、學生透過參訪，親身體驗社會責任與

企業經營之共存，更深一層激發學生倫理

思辨能力與實踐之結合，使其了解企業之

社會責任之重要意義與其必要性。 二、

針對"商業法律常識與職場倫理"主題，融

入商業法律經驗與實例，教授學生重要的

法律知識與職場文化倫理，使學生了解未

來進入職場應具備的法律知識外，並具備

面對職場倫理等知識，以提升其專業知能

及能力。

86% 12 - 國際企

業管理系暨

國際事業暨

文化交流研

究所

######## -26241 -93.40% 24241 86.28% 28096 A 資料完整 本月已執行數之更

新(105.12.5管控中

心確認執行數為

24241元)

42 10501001948 10510 國際企業管

理系

2  2-1  2-1-4  專業服務學

習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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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學年度第1學期預計開設『社會創新與

社會創業&#64029;&#64025;』，預計安

排6次校外服務，約35小時，而透過參與

志工服務同學填寫學校志工服務認證心得

之資料顯示，預計提升學生自我內涵、並

深化敬天愛人的&#64029;&#64025;與落

實全人教育。

文藻學生透過社區關懷服務，運用專長活

化社區的發展，並藉由文藻學生英語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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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12 - 國際企

業管理系暨

國際事業暨

文化交流研

究所

######## 0 0.00% 0 0% 16048 A 資料完整

43 10501001949 10510 國際企業管

理系

2  2-1  2-1-4  非正式服務

學習活動

由本系老師率領學生前往偏

鄉地區進行志工服務，並以

服務弱勢家庭、老年人與輔

導學童課業為主，使學生體

會服務他人及對社會之貢獻

感與參與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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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計率領20名學生前往偏鄉服務3個月，

每星期3小時，共計36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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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12 - 國際企

業管理系暨

國際事業暨

文化交流研

究所

######## 0 0.00% 0 0% 10000 A 資料完整

44 10501001950 1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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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 0.00% 0 0% 20000 A 填表

45 10501001951 1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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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 0.00% 0 0% 20000 A 資料完整

46 10501001952 1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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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時間：105&#63886;6月16日
18:30~22:00 2. 地點：Q001遠距教室 3.
主題：國際企業管&#63972;系進修部第九

屆實務專題競賽 4. &#63851;與人

&#63849;：92人

舉辦進修部第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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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交通局陳勁甫局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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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12 - 國際企

業管理系暨

國際事業暨

文化交流研

究所

######## 0 0.00% 27566 45.94% 60000 A 資料完整



1 10501000406 10502 國際企業管

理系

1  1-2  1-2-2  創新校外實

習課程機制

實習指導老師前往校外實習

地點訪視實習之學生及實習

機構，並透過訪視機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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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計於105年辦理2場實習說明會，10次實

習機構訪視，並預計開發2家實習廠商之

名額。

透過訪視學生暑期實習單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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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12 - 國際企

業管理系暨

國際事業暨

文化交流研

究所

######## 0 0.0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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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10501001953 10510 國際企業管

理系

2  2-3  2-3-4  全國性/國際

性競賽

1.系上專任&#63796;師─

廖俊芳&#63796;師，帶

&#63924;國企管系學生

&#63851;加競賽，並報名

創業企劃組(參與學生：王

崧智、陳佳怡、陳俊亨、張

慈毓、潘朝龍、陳俐蓉」，

共計6位學生&#63851;加
TBSA第六屆全國大專創新

企劃競賽。透過參與競賽，

進&#64008;&#64008;銷策

略之專題簡報，提升學生行

銷策略及管理之專業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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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比賽名稱:TBSA第六屆全國大專創新企

劃競賽 2.決賽地點:社團法人台灣商務策

劃協會 3.&#63851;加人&#63849;:學生6
人、指導&#63796;師1位 4.比賽時

程:4/25初賽評選結果，5/28至台北

&#63851;與決賽發表。

學生藉由此競賽學習應用商業管&#63972;
知&#63996;及訓練商業簡報能&#63882;
，培養獨特創新思考，提升商業管理之專

業能&#63882;，成為具有國際觀之管理人

才，並藉相互觀摩學習之機會激發創意及

思維潛能。

14% 12 - 國際企

業管理系暨

國際事業暨

文化交流研

究所

######## 5000 14.08% 5000 14.08% 35500 A 資料完整 執行內容、量化成

效、質化成效、本

月已執行數

48 10501001954 1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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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 0.00% 0 0% 10000 A 資料完整

49 10501001955 1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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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 0.00% 0 0% 20000 A 資料完整

50 10501001956 1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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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輔導進修部及

日間部學生考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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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學&#63886;&#64001;第2學期辦理

「國貿業務丙級技術士」、「國貿大會

考」證照輔導課程，協助輔導日間部學生

考取證照，提升專業能&#63882;與證照合

格通過&#63841;

1.由本系專任教師蔡振義&#63796;師協助

輔導進修部及日間部學生考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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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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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貿大會考，培養與提升學

生國貿業務專業能&#63882;、增進學生競

爭&#63882;。

29% 12 - 國際企

業管理系暨

國際事業暨

文化交流研

究所

######## 16754 39.48% 33508 78.97% 42432 A 資料完整 量化成效、本月已

執行數、達成進度

51 10501001957 1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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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邀請職場主管人員蒞臨本

系擔任職涯講座之講師，協

助學生了解各職場之職業動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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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學年度第1學期預計辦理2場職涯講座

，針對本系日四技3年級、4年級之學生生

涯給予其指導及建議。

透過職涯講師之講解與分享，針對目前就

業市場狀況及海外就業市場予以分析及建

議，使學生獲得更廣泛及詳細之就業資訊

，並協助學生找尋其就業方向。

0% 12 - 國際企

業管理系暨

國際事業暨

文化交流研

究所

######## 0 0.00% 0 0% 10000 A 資料完整 量化成效、質化成

效

52 10501001958 1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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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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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1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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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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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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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12 - 國際企

業管理系暨

國際事業暨

文化交流研

究所

######## 0 0.00% 0 0% 13431 A 資料完整

53 10501001959 1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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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計畫內容已藉由本校學海

築夢計畫完成，因此無法使

用本計畫之經費

透過海外實習之活動，使學

生獲得國際化之商業觀念外

，並適應及了解不同國家之

文化差異，使學生深化其國

際觀及商業實務技能。

於105年暑假期間安排2位學生前往越南廣

泰金屬企業實習2個月，總計實習時數為

320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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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12 - 國際企

業管理系暨

國際事業暨

文化交流研

究所

######## 0 0.00% 0 0% 40000 A 資料完整 執行內容、預期成

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