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

12 10701000997 1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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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文藻語言專業老師至偏鄉小

學(高雄教育局核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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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質化指標項目：學生透過

服務活動培養服務、負責與互

助合作之美德。 補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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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活動日期：107年09月30日~107年12月22日

2.參與人數：兩個小學預計共46人。 3.服務地

點：大樹區龍目國小、永安區永安國小 4.預計

教授十周(每周三小時授課)共兩個小學的服務

，因此為十周的服務次數。 5.依據專業服務學

習招募志工之規定，須執行行前訓練，預計邀

請兩位講師，執行行前訓練與活動說明。 6.將

於行前、及會後，至台北參與服務學習專業知

能研習及觀摩研討會，以取得研習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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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12 - 國際企業

管理系暨國際

事業暨文化交

流研究所

2018/12/31 資料完整

13 10701000996 10710 國際企業管理

系

2  2-3  2-3-2  跨國企業實務

交流與回饋(東

南亞)

本系所與東南亞國家學校的合

作，對於本系所的國際化，例

如國際交換生，海外企業實習

等，有很大的助益，也有利於

評鑑事宜。另外，跨文化的交

流與文化差異學習，是本校教

育所強調的，也是本系所重要

的學習領域。此行至馬來西亞

新山 (Johor Bahru)，將拜訪台

商Herder Real Estate SDN.

BHD.公司的負責人詹征雄先生

及考察當地工作環境。目前雙

方已簽訂合作備忘錄，預計明

年度藉由申請教育部「新南向

學海築夢計畫」的機會，選送

本系或本校具有優質潛力的學

生至Herder Real Estate SDN.

BHD.公司實習。規劃如下: 1.

預計選送至企業實習學生人

數：2位。 2.實習日期：108年

7月1日到8月31日止。 3.實習

時數：最少320小時，可抵本校

「海外實習」4學分。 4.海外

實習經費來源: 預計由教育部

核定新南向學海築夢計畫的經

費支應。

2-3-2 質化指標項目：建立與東

南亞地區業界實習合作之網

絡。 2-3-2 量化指標項目：每

學年至東南亞地區實習學生人

數逐年上升。 補充：預計出訪

人數為 2 人，包含學生 1 名及

教師 1 名(胡海豐主任)。

1.訪視時間：預計107年11月下旬，4至5天。

2.訪視地點：馬來西亞新山(Johor

Bahru)Herder Real Estate SDN. BHD. 3.開發合

作廠商數量：1~2間

藉由建立與東南亞地區業界實習合作之網絡，

可強化本系之教育目標。使每學年至東南亞地

區實習學生人數逐年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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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有為管理人才。

0% 12 - 國際企業

管理系暨國際

事業暨文化交

流研究所

2018/12/31 資料完整

14 10701000995 10710 國際企業管理

系

2  2-3  2-3-1  碩士三方學程

─華語課程

「碩士三方學程」課程基於平

等互惠，國際事業暨文化交

&#63946;所需提供&#638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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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745;快適應台灣生

活。

2-3-1 量化指標項目：修習華語

教學學程學生逐年提升。 補

充：預計 6 位外籍生參加華語

課程，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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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籍生有效之輔導，協助其更快

適應台灣生活。

1.輔導期間：107&#63886;3月6日

~107&#63886;4月19日(為期8周)。 2.&#63851;

與人&#63849;：6名(包含俄&#63759;斯、法國

學生)。

6位(IULIIA EVGENIEVNA GROMYKA、DMITRII

EVGENEVICH BABUSHKIN、MICHAEL

ANDREEVICH ZHDANOV、DIANE CORENTINE

DUPONT、ARTHUR LAURIE-PLARD、SEGOLENE

DESPINOY)&#63851;與碩士三方學程之外籍生

&#63851;加華語課程，藉以推廣本校華語教學

，並提供外籍生有效之輔導，協助其&#63745;

快適應台灣生活。

100% 12 - 國際企業

管理系暨國際

事業暨文化交

流研究所

2018/12/31 資料完整

15 10701000994 10710 國際企業管理

系

2  2-2  2-2-2  大學部畢業專

題成果發表會

(日間部、進修

部)

本系進修部第11屆應屆畢業生

共41人，預計將在

107&#63886;6月14日舉辦進修

部第11屆畢業專題成果發表會

，會中邀請邀請&#63988;佐鼎

副教授(國&#63991;成功大學交

通管&#63972;科學系)、城

&#64038;國際開發規劃管

&#63972;顧問有限公司徐弘宇

總經&#6397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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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質化指標項目：辦理成果

發表會，激發學生自主學習精

神。 補充：每年辦理本系大學

部畢業專題成果發表會，分別

辦理日間部及進修部共 2 場畢

業專題成果發表會。每場補助

3 萬元舉辦日間部及進修部畢

業專題成果發表會，以提升大

四生實驗應證、論文撰寫及成

果報告等專業能力， 增進校際

交流會中將邀請 3 位專家學者

擔任評審委員，評分結果從中

挑選前三名優秀作品予以鼓

勵。

1. 時間：107&#63886;6月14日18:00~22:00 2.

地點：文園W211會議室 3. 主題：國際企業管

&#63972;系進修部第11屆實務專題競賽 4. 實

際&#63851;與人&#63849;：82人 5. 經費：活

動經費總計為$25,521，剩餘$4,479將&#63946;

用至2018&#63886;12月份本系日間部第12屆畢

業專題發表會。

舉辦進修部第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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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邀請邀請國&#63991;成功大學交通管

&#63972;科學系&#63988;佐鼎副教授、城

&#64038;國際開發規劃管&#63972;顧問有限公

司徐弘宇總經&#63972;、高雄市交通局張淑娟

副局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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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12 - 國際企業

管理系暨國際

事業暨文化交

流研究所

2018/12/31 資料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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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01 -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執行成果

主辦單位 預計完成日 狀態 更新部份說明執行活動名稱 執行內容



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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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主辦單位 預計完成日 狀態 更新部份說明執行活動名稱 執行內容

16 10701000993 10710 國際企業管理

系

2  2-2  2-2-1  碩士三方學程

─移地學習

國交所與法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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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63886;5月將派送3

名學生前往法國&#63977;爾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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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質化指標項目：透過學生

海外學習報告書檢核成果。 2-

3-1 量化指標項目：出訪交換

學生數逐年增加。 補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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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人。

1.交換期間：107&#63886;5月7日

~107&#63886;7月23日(為期3個月)。 2.交換學

生人&#63849;：3名。 3.&#63851;與本學程人

&#63849;：9名(包含台灣、俄&#63759;斯、法

國學生)。 4.地點：法國&#63977;爾大學

(ESTICE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chool of Lille

Catholic University)

使學生學習相關跨文化管&#63972;及商業管

&#63972;內容，並&#64002;展其國際觀視野，

透過與俄&#63759;斯、法國同儕間相互學習，

亦能提升其跨文化溝通能&#63882;外，並具備

國際觀與熟悉跨文化組織&#64008;為。

60% 12 - 國際企業

管理系暨國際

事業暨文化交

流研究所

2018/12/31 資料完整

17 10701000992 10710 國際企業管理

系

2  2-2  2-2-1  研究所海外研

習交流

規劃中。 2-2-1 質化指標項目：透過學生

海外學習報告書檢核成果。 2-

2-1 量化指標項目：出訪交換

學生數逐年增加。 補充：透過

海外研習活動，參訪企業，了

解海外國家的歷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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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提升商管專業知識與外語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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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計 8 位研究生及指導老師參

加海外研習交流，預計出訪交

換學生達 16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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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12/31 資料完整

18 10701000991 10710 國際企業管理

系

2  2-2  2-2-1  海外實習 1.由本系實習指導&#63796;師

吳德華&#63796;師前往日月光

上海分公司，探訪本系共2位學

生之實習&#63994;況，並與日

月光上海分公司相關單位主管

針對學生之問題共同指導，並

對其工作內容予以修正及

&#637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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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德華

&#63796;師將與日月光公司高

階主管談&#63809;後續實習媒

合事宜，以&#63965;本系學生

擁有&#63745;多元之實習機

會。 2.本系於107&#63886;2月

26日至6月29日執&#64008;海

外學期校外實習，遴選日間部2

名&#63866;家宜、蘇意淳同學

至中國日月光封裝測試（上

海）有限公司實習。擬補助學

生差&#63875;費每人一萬元。

3.由本系實習指導老師胡海豐

老師前往泰國曼谷Thai Eastern

Industry(泰東工業)公司，探訪

本系共1位學生之實習狀況，並

與Thai Eastern Industry(泰東

工業)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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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質化指標項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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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量化指標項目：全校每學

年度修習海外實習課程學生人

數逐年提高。 補充：預計海外

實習學生人數為 5 位。

1.訪視時間：107&#63886;05月12日

~107&#63886;5月14日。 2.訪視地點：上海日

月光分公司(中國上海市浦東新區)。 3.訪視學

生人&#63849;：2人。 1.海外實習期

間:107&#63886;2月26日至6月29日 2.海外實習

地點:2位中國日月光封裝測試（上海）有限公

司 3.海外實習週/時&#63849;:18週/720小時

(總實習時&#63849;以實習證明為依據) 1.訪視

時間：107年08月23日~107年8月27日。 2.訪視

地點：Thai Eastern Industry(泰東工業)公司(泰

國曼谷) 3.訪視學生人數：1人 4.已於2018年9

月以泰東工業為對象，申請了新南向學海築夢

計畫，預計再選送兩位學生於明年暑期至泰東

工業實習。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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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930;解學生工作適性單位，以提升並加強

其專業能&#63882;。 2.文藻國際企業管

&#63972;系重視管&#63972;專業之培育、語言

能&#63882;之養成、&#63924;導與

&#63956;&#63972;觀&#63907;之建構，以培育

具備外語能&#63882;與優秀人格特質之專業化

國際管&#63972;人才。除國際共同語言(英文)

之能&#63882;訓&#6389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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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745;在本校吳甦&#63935;教育

&#64029;&#64025;下，著重&#63924;導能

&#63882;及社會責任之養成，培育出具有國際

觀及遠&#64010;之有為管&#63972;人才。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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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提升並加強其專業

能力。 (2) 已於2018年9月以泰東工業為對象，

申請了新南向學海築夢計畫，預計再選送兩位

學生於明年暑期至泰東 工業實習。

40% 12 - 國際企業

管理系暨國際

事業暨文化交

流研究所

2018/12/31 資料完整 本月此子計畫累計達成

進度為40%，本月實際

總支出為20,000元。

19 10701000990 10710 國際企業管理

系

1  1-3  1-3-2  全國性／國際

性競賽

規劃中。 補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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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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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12/31 資料完整



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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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主辦單位 預計完成日 狀態 更新部份說明執行活動名稱 執行內容

20 10701000989 10710 國際企業管理

系

1  1-2  1-2-3  小組教學-精進

專業課程

因原先預計小組教學之課程，

已有補救教學時數與其它教學

助理之補助，故取消執行。

1-2-3 質化指標項目：規劃專業

課程之補救教學課程。 1-2-3

量化指標項目：各系每學期至

少開設 1 班專業課程補救教

學。 補充：聘用大三、大四或

研究所學習優異之學生，針對

大一~大三之外籍生與學習落後

之學生分別進行小組教學，並

以專業課程之課後輔導為主，

加強學生相關專業與基礎知識

，並適時的針對其學習狀況給

予不同強度之輔導，以提升學

生之課業成績與學習成效。

因原先預計小組教學之課程，已有補救教學時

數與其它教學助理之補助，故取消執行。

因原先預計小組教學之課程，已有補救教學時

數與其它教學助理之補助，故取消執行。

0% 12 - 國際企業

管理系暨國際

事業暨文化交

流研究所

2018/12/31 資料完整 因原先預計小組教學之

課程，已有補救教學時

數與其它教學助理之補

助，故取消執行。

21 10701000987 10710 國際企業管理

系

1  1-1  1-1-2  開設系(所)

「職能專業課

程」─專業證

照輔導課程

1.辦&#63972;106學

&#63886;&#64001;第2學期

「國貿業務丙級技術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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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辦&#63972;106

學&#63886;&#64001;第2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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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963;。 3.本系

預計107/3/7~107/5/30提供

ERP規劃師證照檢定輔導課程

，並由本系專任教師蔡振義

&#63796;師協助輔導學生考取

ERP證照，以提升其專業之能

與證照考取&#63963;。 4.由本

系專任教師廖俊芳&#63796;師

開設國際&#64008;銷管

&#6397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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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008;銷功能

的經營者、經&#63972;人、專

業&#63851;謀人員（包括商品

開發、&#64008;銷管

&#63972;、專案管&#63972;、

1-1-2 質化指標項目：規劃學生

取得技術證照輔導課程 1-1-2

量化指標項目：學生取得技術

證照張數逐年提升 補充：預計

學生通過證照人數達到 200 人

次

1. 課程名稱：國貿業務丙級技術士輔導班 2. 上

課日期：107/3/5、107/3/7、107/3/8、

107/3/9、107/3/12、107/3/14、107/3/15、

107/3/16(共16小 時) 3. &#63851;加人

&#63849;：17人 4. 上課地點：Q507教室、

W001 總計有17位學生填寫課程學習問卷調查

表，其問卷調查結果，學生對講師能有效掌控

課程滿意&#64001;有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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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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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課程名

稱：國貿大會考輔導班 2.上課日期：

107/05/21~107/05/25(共10小時) 3.&#63851;

加人&#63849;：9人 4.上課地點：Z506、Z507

教室 5.證照通過&#63963;：85% 總計有6位學

生填寫課程學習問卷調查表，其問卷調查結果

，學生對講師能有效掌控課程滿意&#64001;有

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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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表示學生

&#63851;與國貿大會考輔導班或取道充足的知

&#63996;及滿意的收穫。 1. 課程名稱：ERP規

劃師證照檢定輔導班 2. 上課日期：

107/3/7~107/5/30(9:00~12:00) 3. &#63851;加

人&#63849;：45人 4. 上課地點：Q507 5. ERP

規劃師證照考取&#63963;:86% (通過44人，未

通過7人，應考人&#63849;51人)此考取

&#63963;為全國冠軍。 有45位學生填寫課程學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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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由本系專任教師楊惠娥&#63796;

師輔導學生考取國貿大會考證照，培養與提升

學生國貿業務專業能&#63882;、增進學生競爭

&#63882;。 3.由本系專任教師蔡振義&#63796;

師協助輔導學生考取ERP規劃師證照檢定考試，

以培養與提升學生之專業能&#63882;，並增進

學生未&#63789;之職場競爭&#63882;。 4.透過

廖俊芳&#63796;師與校外專家共同輔導學生考

取「商務&#64008;銷企劃」證照，讓學生學習

到&#64008;銷企劃、商品企劃、展會活動企

劃、專案企劃、經營企劃等&#63924;域，考取

「商務&#640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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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763;輯與可&#64008;性的創新型企劃案專

業能&#63882;，提升學生未&#63789;職場之競

爭&#63882;。

47% 12 - 國際企業

管理系暨國際

事業暨文化交

流研究所

2018/12/31 資料完整

22 10701000982 10710 國際企業管理

系

1  1-1  1-1-1  能力本位課程

教材／題庫製

作

以「經濟學理論與應用」遠距

課程為主軸進行題庫的編撰。

藉由商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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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製作之題庫靈活運用

於專業相關課程之上

期待能將本次製作之題庫活運用於「經濟學理

論與應用」之本系能力本位課程中，及其他管

理學相關課程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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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製作之題庫靈活運用於專業相關課程之上。

0% 12 - 國際企業

管理系暨國際

事業暨文化交

流研究所

2018/12/31 資料完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