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項

次

1 10801000110 10805 國際企業管理
系

2  2-3  2-3-1  碩士三方學程─
華語課程

2019/3/1 ~
2019/11/30

60000 否 「碩士三方學程」課程基於平
等互惠，國際事業暨跨文化管
理研究所需提供參與此學程之
外籍生華語課程，藉以推廣本
校華語教學，並提供外籍生有
效之華語課程輔導，協助其更
快適應台灣生活。

提供參與「碩士三方學程」之外籍生華語課程
，藉以推廣本校華語教學，並提供外籍生有效
之輔導，協助其更快適應台灣生活。

1. 修習華語教學學程學生逐年提升。 2. 預計 6
位外籍生參加華語課程。本研究所需提供參與
「碩士三方學程」之外籍生華語課程，藉以推
廣本校華語教學，並提供外籍生有效之輔導，
協助其更快適應台灣生活。

無進度 -- 否 資料完整

2 10801000107 10805 國際企業管理
系

4  4-3  4-3-0  偏鄉地區志工
隊服務─揮灑愛
的種子

2019/3/1 ~
2019/11/30

70000 否 由文藻語言專業老師至偏鄉小
學(教育局核定)進行之課後英語
輔導及教授。 透過文藻老師之
語言專業能力及服務學習經驗
，引導弱勢學生學習語言，透
過偏鄉語言教授,除可培養學生
之學習態度,也是文藻身為外語
大學的社會責任之一。 期待在
英語教授之餘,也進行部分社區
服務及社會行銷之專業輔導。
希望藉由社會關懷與社會參與
，強化全人教育的真義。

1. 學生透過服務活動培養服務、負責與互助合
作之美德。 2. 提升弱勢小學學子之英語學習能
力及單字量，以行動學習方式將其教課書內容
納入教學教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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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執行為期一學期
偏鄉地區國小進行志工服務之活動，由本校學
生教導 1-6 年級的小學生相關課業，進行課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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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學
生參與人數達 50 人次。

無進度 -- 否 資料完整

3 10801000097 10805 國際企業管理
系

2  2-2  2-2-1  補助學生進行
海外實習(研習)
暨導師訪視活
動

2019/3/1 ~
2019/11/30

136701 否 1. 透過實際參訪海外相關院校

系所及公私營機構，進行交流

與研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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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提供實習機會，以落實

學生理論與實務之結合，提升

學習效果，強化職場專業技

能。 3. 安排實習輔導老師前往

實習機構進行實地訪視，瞭解

學生實際的學習情況，並加以

評量實習成果。 4. 由鍾佳融老

師擔任實習指導老師前往中國

廣東省惠州市/越南胡志明市，

工作是訪視實習學生(4、5
月)；另(10月)簽定新公司實習

合約。訪視工作有：英屬維京

群島商賜昌有限公司廣東廠/越
南廠共5位學生實習狀況，並與

兩廠單位主管針對學生之問題

共同指導，並對其工作內容予

以修正及更改，使其適合學生

之工作屬性。另外，藉由此次

實習訪視之機會，鍾佳融老師

將與高階主管談論明年後續實

習媒合事宜，以利學生擁有更

多元之實習機會。訪視學生規

劃如下： 4-1.訪視目前實習中

(108.02.20~108.05.20)的五名

1. 透過海外實習報告書檢核成果，強化學生拓
展國際視野與移動力。 2. 促進學術界與產業界
連結，降低學生落差。同時讓學生提早體驗職
場，建立正確的工作態度，進而培養學生成為
具有專業技能及實務經驗之人才，以增加學生
之就業機會。 3.透過實習訪視針對學生之問題
予以協助解決，並在實習單位主管溝通之過程
中，找尋並了解學生工作適性單位，以提昇並
加強其專業能力。

1. 全校每學年度修習海外實習課程學生人數逐
年提高。(預計海外實習學生人數為 5 位) 2. 可
以增加1家或維持原學習合作廠商的數量。 3-1.
學生訪視時間：預計108年4-5月份 3-2. 訪視地
點：英屬維京群島商賜昌有限公司越南廠(4月8
日~4月12日)/廣東廠兼越南廠(5月9日至5月13
日) 3-3. 訪視學生人數：5人 3-4. 爭取明年繼續
參與該公司全國性的實習徵才活動。 3-5. 簽定
新公司(越南)實習合約，預計108年10月1日~10
月5日

無進度 -- 否 資料完整

公文-
1082100022-
108年國內實習
訪視提前專
帳.pdf

實習機構、 實
習學生、指導
老師名單.docx

流水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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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它說明執行活動名稱 活動起迄日 活動經費 統籌單位 活動內容 預期質化 狀態 附件

4 10801000096 10805 國際企業管理
系

1  1-3  1-3-2 

預期量化

2019/3/1 ~
2019/11/30

96520 否 1.提供實習機會，以落實學生
理論與實務之結合，提升學習
效果，強化職場專業技能。 2.
安排實習輔導老師前往實習機
構進行實地訪視，瞭解學生實
際的學習情況，並加以評量實
習成果。 1.提供實習機會，以
落實學生理論與實務之結合，
提升學習效果，強化職場專業
技能。 2.安排實習輔導老師前
往實習機構進行實地訪視，瞭
解學生實際的學習情況，並加
以評量實習成果。 3.由國企管
系鍾佳融老師前往高雄市立美
術館/台灣首府大學附屬機構蓮
潭國際文教會館/旗勝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探訪共8位學生之實
習狀況，並與三家實習機構相
關單位主管針對學生之問題共
同指導，並對其工作內容予以
修正及更改，使其適合學生之
工作屬性。另外，藉由此次實
習訪視之機會，鍾佳融老師將
與三家實習機構之高階主管談
論明年後續實習媒合事宜，以
利學生擁有更多元之實習機
會。

促進學術界與產業界連結，降低學生落差。同
時讓學生提早體驗職場，建立正確的工作態度
，進而培養學生成為具有專業技能及實務經驗
之人才，以增加學生之就業機會。 1.提供實習
機會，以落實學生理論與實務之結合，提升學
習效果，強化職場專業技能。同時讓學生提早
體驗職場，建立正確的工作態度，進而培養學
生成為具有專業技能及實務經驗之人才，以增
加學生之就業機會。 2.透過實習訪視針對學生
之問題予以協助解決，並在實習單位主管溝通
之過程中，找尋並了解學生工作適性單位，以
提昇並加強其專業能力。

欲流入之分項名稱活動執行進度內容完成之執行進度內 活動已結束 活動餘額說明

資料完整

01 -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執行成果

可以增加1家或維持原學習合作廠商的數量。 1.
共計媒合3間國內實習機構，安排8位學生前往
實習，實習學生與指導老師名單，請參閱附
件。

新進度 (1)國企管系鍾
佳融老師已於
108年02月23日
(六)、108年03
月20日(三)、
108年03月22日
(五)，分別前
往：台灣首府
大學附屬機構
蓮潭國際文教
會館/高雄市立
美術館/旗勝科
技股份有限公
司，探訪共8位
學生之實習狀
況。 (2)實習學
生與指導老師
名單，如相關
檔案上傳。

否補助教師訪視
活動(國內)



實習訪視紀錄
表-彭薏娟、林
莛容、林炘潔
(高雄市立美術
館).pdf

實習訪視紀錄
表-李宜庭、張
紹仁 (旗勝科技
股份有限公
司).pdf

實習訪視紀錄
表-毛筠淇 (台
灣首府大學附
屬機構蓮潭國
際文教會
館實習訪視紀錄
表-陳宗郁、林
語宣 (高雄市立
美術館).pdf

5 10801000023 10805 國際企業管理
系

2  2-2  2-2-1  碩士三方學程─
移地學習

2019/3/1 ~
2019/11/30

60000 否 國管所與法國ESTICE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chool
of Lille Catholic University及
俄&#63759;斯European
Business School of Immanuel
Kant Baltic Federal University
，共同簽訂碩士三方學程
(Master Tripartite Program)，
預計於108&#63886;度派送3名
學生前往法國里爾天主教大
學、及3名學生前往俄羅斯康德
波羅地聯邦大學移地學習，三
方將針對其&#63847;足之處予
以討&#63809;改善，並進
&#64008;合約之修訂。

透過海外實習報告書檢核成果，強化學生拓展
國際視野與移動力。

1. 出訪交換學生數逐年增加。 2. 此為本研究所
重要發展項目，師生可透過國際學學習經驗，
拓展國際視野，與增進國際交流能力及國際移
動力，預計出訪學生數為 6 人。

無進度 -- 否 資料完整

6 10801000022 10805 國際企業管理
系

1  1-3  1-3-2  全國性／國際
性競賽

2019/3/1 ~
2019/11/30

34000 否 國企管系系上專任老師，將於
108年度，帶領國企管系學生參
加競賽，培育學生結合商管理
論與實務的能力，幫助學生經
由應用理論及參與實作而完成
專題報告，以展現其在校的學
習成果。透過創作成果切合企
業實務，使其獲得企業之重
視。

培育學生結合商管理論與實務的能力，幫助學
生經由應用理論及參與實作而完成專題報告，
以展現其在校的學習成果。透過創作成果切合
企業實務，使其獲得企業之重視。

由系上專任老師帶領國企管系學生參加競賽，
使參賽隊伍獲獎率逐年提升，預計有2組隊員可
獲獎。

無進度 -- 否 資料完整

7 10801000021 10805 國際企業管理
系

1  1-1  1-1-2  專業證照課程 2019/3/1 ~
2019/11/30

128000 否 國企管系將於108年度，舉辦：
國貿業務丙級、國貿大會考、
ERP規劃師、ERP應用師、商務
行銷企劃檢定(TBSA)、不動產
經紀人...等證照輔導課程，協
助輔導日間部及進修部學生考
取證照，提升專業能力與證照
合格通過率。

規劃學生取得技術證照輔導課程，強化學生相
關專業知識與技能。

1. 學生取得技術證照張數逐年提升。 2. 預計學
生通過證照人數達到 200 人次。 3. ERP 4場，
國貿大會考1場、不動產經紀人1場、國貿業務
丙級1場，共計54小時。

無進度 -- 否 資料完整

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