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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0801000894 1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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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國管
所與法國ESTICE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chool of Lille
Catholic University及俄羅斯
European Business School of
Immanuel Kant Baltic Federal
University，共同簽訂碩士三方
學程 (Master Tripartite
Program)，108年5月派送3名學
生前往法國里爾大學移地學習
，三方將針對其不足之處予以
討論改善，並進行合約之修
訂。 2.本所與法國Estice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chool(里爾大學)，以及俄羅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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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學生學習相關跨文化
管理及商業管理內容，並拓展其國際觀視野，
透過與俄羅斯、法國同儕間相互學習，亦能提
升其跨文化溝通能力外，並具備國際觀與熟悉
跨文化組織行為。 2.「碩士三方學程」為本研
究所重要發展項目，師生可透過國際學習經驗
，拓展國際視野，與增進國際交流能力及國際
移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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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交換期間：
俄羅斯康德波羅地聯邦大學：107年10月29日
~107年12月21日(為期2個月)。 臺灣文藻外語大
學：108年02月25日~108年04月26日(為期2個
月)。 法國里爾大學：108年05月06日~108年06
月28日(為期2個月)。 2.交換學生人數：3名。
3.參與本學程人數：8名(包含台灣、俄羅斯、法
國學生)。 4.地點：法國里爾大學(ESTICE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chool of Lille Catholic
University) 1.透過本次參訪，深化三方學校合
作，使出訪交換學生數逐年增加。

新進度 (1)已於
108/11/18 送
出「2-2-1 碩士
三方學程─移地
學習 (俄羅斯康
德波羅地聯邦
大學訪視)」計
畫表 (計畫單
號：
D10800338)

否 資料完整

2 10801000893 1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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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由系上專任老師蔡振義
老師帶領國企管系學生參加競
賽，共計2位系上學生參加
2019 CRAZY ONES ERP 實習顧
問招募與培訓計畫。本計畫結
合競賽、與 ERP 系統導入企業
之實習過程，並透過結案競賽
，發表專題簡報與系統演示，
提升學生之專業知能與 ERP 系
統之操作能力。活動相關資料
如附件。 2.由系上專任老師楊
惠娥老師指導學生參加競賽，
共計2位學生參加108年度貿易
小尖兵新興市場海外實習計
畫。透過參與競賽，選送國際
貿易相關科系在學學生赴新興
市場企業實習，以培養具國際
視野及實務經驗貿易人才之職
場實習計畫。活動相關資料如
附件。 3.由系上專任老師鍾佳
融老師帶領學生參加競賽，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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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學生可藉
由此競賽，學習應用商業管理知識、進行 ERP
系統實作、及訓練商業簡報能力，培養獨特創
新思考，提升商業管理之專業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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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拓銷新興市場、及因
應業界對外貿實務人才之需求、並強化產學合
作網絡，培養具國際視野及實務經驗之貿易人
才。 3.拓銷新興市場、及因應業界對外貿實務
人才之需求、並強化產學合作網絡，培養具國
際視野及實務經驗之貿易人才。 4.拓銷新興市
場、及因應業界對外貿實務人才之需求、並強
化產學合作網絡，培養具國際視野及實務經驗
之貿易人才。 5.透過報名「中文個案分析組」
參賽，鼓勵學子進行企業倫理個案分析，並且
能更活化指導老師的教學內容，同時建立學生
良好的企業倫理觀念與實務，落實倫理紮根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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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比賽名稱:2019 CRAZY ONES ERP 實習
顧問招募與培訓計畫 2.決賽地點:國立中央大
學-管理學院二館一樓117會議室 3.參加人數:學
生2人、指導老師1位 4.比賽時程:6/3公佈 ERP
實習顧問錄取公告，8/23舉辦 ERP 實習顧問結
案競賽暨成果發表會。(詳細時程如附件) 5.學
生范嘉龍於8/23舉辦之 ERP 實習顧問結案競賽
暨成果發表會中，榮獲佳作。 6.本次競賽僅請
領：教師指導鐘點費 (故本次相關活動即為最終
請款) 1.比賽名稱:108年度貿易小尖兵新興市場
海外實習計畫-實習專題競賽暨成果發表會 2.決
賽地點:台北市 3.參加人數:學生2人、指導老師
1位 4.比賽時程:11/27(三)09：00 至 16：30
(一)上午場-實習專題競賽 (09：00~12：00) (二)
下午場-成果發表會 (13：20~16：30) 5.本次競
賽僅請領：教師指導鐘點費、學生北上參與實
習專題競賽暨成果發表會之交通費用。(故本次
相關活動即為最終請款) 1.比賽名稱:108年度貿
易小尖兵新興市場海外實習計畫-實習專題競賽
暨成果發表會 2.決賽地點:台北市 3.參加人數:
學生2人、指導老師1位 4.比賽時
程:11/27(三)09：00 至 16：30 (一)上午場-實習
專題競賽 (09：00~12：00) (二)下午場-成果發
表會 (13：20~16：30) 5.本次競賽僅請領：教
師指導鐘點費、膳雜費、教師及學生北上參與
實習專題競賽暨成果發表會之交通費用。(故本
次相關活動即為最終請款) 1 比賽名稱:108年度

新進度 (1)已於
108/09/19 送
出「1-3-2 全國
性/國際性競賽
(2019 CRAZY
ONES ERP 實習
顧問招募與培
訓計畫-蔡振
義)」計畫表
(計畫單號：
D10800126) (2)
國企管系蔡振
義老師於108年
08月23日(五)
，帶領系上2名
學生參與 ERP
實習顧問結案
競賽暨成果發
表會。 (3)競賽
資料、及全國
性國際性競賽
指導紀錄表，
如相關檔案上
傳。 (4)已於
108/10/24 送
出請款 (請款單
號：
P10801817)，
請款共計

否 資料完整

01 -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執行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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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0801000892 1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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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進度 (1)已於
108/09/19 送
出「1-1-2 專業
證照課程 (ERP
應用師-蔡振義)
(進修部)」計畫
表 (計畫單號：
D10800124) (2)
已於
108/09/19 送
出「1-1-2 專業
證照課程 (國貿
大會考-鍾佳
融)」計畫表
(計畫單號：
D10800142) (3)
已於
108/09/19 送
出「1-1-2 專業
證照課程 (國貿
業務技術士丙
級-鍾佳融)」計
畫表 (計畫單
號：
D10800141) (4)
已於
108/10/01 送
出「1-1-2 專業
證照課程 (不動

否 資料完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