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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0801000944 1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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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學期週三前往偏鄉小學進行英
語課後輔導，並針對小六的畢
業生額外加強課業協助，期能
縮短城鄉差距所造成的資源差
異及提供弱勢協助，自2012年
起「長期的服務已將文藻大學
社區服務的精神傳播與深植在
地居民的內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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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提升偏鄉地區學子的語言
能力及學習動機，提供學生天主大愛關懷的服
務精神及機會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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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弱勢學生學習語言，在偏鄉語言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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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的學生習得感恩與付出，藉由社會關
懷與社會參與，強化全人教育及教會敬天愛人
精神的落實與真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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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週一次14:00-17:00
每週20名學生前來上課 一學期共計160人次 一
學年共計320人次 (* 輔導日期及每週授課主題請
參閱附件)

新進度 (1)透過偏鄉輔
導，提升偏鄉
學生學習英文
的動機 (因此計
畫案尚在執行
中，先請款部
分款項。) (2)
龍目國小學生
於5/8當日參加
高雄市英文歌
曲比賽獲得甲
等賞 (3)高雄市
政府於
20190414頒發
文藻外語大學
熱心服務偏鄉
感謝狀 (因此計
畫案尚在執行
中，先請款部
分款項。) (4)
已於
108/07/22 送
出請款 (請款單
號：

是 流回管控 資料完整

1086200108-海
內研習簽
呈.pdf

108年國管所海
(內)外研習-研
習流程
1081016.pdf

108年國管所海
內研習經費明
細表
海內研習-簽到
表.pdf
海內研習報告-
港都客運 (方志
彬).pdf

海內研習報告-
港都客運 (陳盟
昌).pdf

海內研習報告-
高雄捷運 (傅家
梅).pdf

港都客運 研習-
活動花絮
(1081109).xlsx

高捷公司 研習-
活動花絮
(1081109).xls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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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0801000943 10812 國際企業管理
系

1  1-3  1-3-2  補助教師訪視
活動(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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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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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德華老師前往富邦人壽保險
股份有限公司(新北市板橋區)/
寶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市)
，探訪共2位學生之實習狀況，
並與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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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德華老師將與二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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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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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國企管系楊惠娥老師
前往立揚通運股份有限公司(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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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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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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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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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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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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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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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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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共計媒合2間國內實習機構，安排2位學
生前往實習，實習訪視紀錄表，請參閱附件。
1.共計媒合1間國內實習機構，安排1位學生前
往實習，實習訪視紀錄表，請參閱附件。 1.共
計媒合1間國內實習機構，安排1位學生前往實
習，實習訪視紀錄表，請參閱附件。 1.共計媒
合1間國內實習機構，安排1位學生前往實習，
實習訪視紀錄表，請參閱附件。 1.共計媒合3間
國內實習機構，安排3位學生前往實習，實習訪
視紀錄表，請參閱附件。 1.共計媒合6間國內實
習機構，安排6位學生前往實習，實習訪視紀錄
表，請參閱附件。 1.共計媒合2間國內實習機構
，安排3位學生前往實習，實習訪視紀錄表，請
參閱附件。 1.共計媒合6間國內實習機構，安排
8位學生前往實習，實習訪視紀錄表，請參閱附
件。 1.共計媒合6間國內實習機構，安排7位學
生前往實習，實習訪視紀錄表，請參閱附件。
1.帶隊老師：專任教師蔡振義老師 2.研習時
間：108/11/09、108/11/16，共計16小時 3.參
與學生：共7位研究生參加 (碩士生5位、碩士在
職專生2位) 4.參與教職員：共計8位教師及2位
系助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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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訪
視紀錄表，如
相關檔案上
傳。 (3)已於
108/04/03 送
出請款 (請款單
號：
P10706372)，
請款共計
$2,782 (1)國企
管系吳德華老
師已於108年05
月06日(一)、
108年05月13日
(一)，分別前
往：富邦人壽
保險股份有限
公司(新北市板
橋區)/寶成工
業股份有限公
司(台中市)，探
訪共2位學生之
實習狀況。 (2)
實習學生與指
導老師名單、
實習訪視紀錄
表，如相關檔
案上傳。 (3)已
於 108/07/24
送出請款 (請款
單號：
P10709888)，
請款共計
$5,900 (1)國企
管系楊惠娥老
師已於108年06
月26日(三)前

是 流出至同分項
活動

1-3-2 全國性/
國際性競賽、
1-3-2 研究所海
內研習

退件

01 -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執行成果



高雄市圓山飯
店 研習-活動花
絮

3 10801000941 1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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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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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學生工作適性單位，以提昇並加強
其專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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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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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學生工作適性單位，以提
昇並加強其專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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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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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學生工作適性單位
，以提昇並加強其專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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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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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訪視時間：108年04月07日~108年04月
09日。 2.訪視地點：英屬維京群島商賜昌有限
公司(FREETREND INDUSTRIAL LTD.)越南廠(越
南胡志明市) 3.訪視學生人數：3人 4.爭取明年
繼續參與該公司全國性的實習徵才活動。明年
希望再選送至該企業實習學生人數至少能有4
位。 1.訪視時間：108年07月21日~108年07月
30日。 2.訪視地點：Ever Win Viet Nam Co.,
Ltd.(越南平陽省) 3.訪視學生人數：2人 4.明年
希望再選送至該企業實習學生人數至少能有2位
1.訪視時間：108年07月26日~108年08月04日。
2.訪視地點：越南、柬埔寨共5家實習機構(實習
機構、實習學生與指導老師名單，請參閱附件)
3.訪視學生人數：17人 4.明年希望再選送至企
業實習學生人數維持相同。 1.爭取今年暑假兩
公司的實習名額至少各有兩位，簽訂兩份實習
合約書。在今年的合作基礎下，明年暑假希望
再選送至該企業實習，也冀望人數能有所增加
，並且增進實習與就業的連接關係。 1.訪視時
間：108年08月18日~108年08月25日。 2 訪視

新進度 (1)國企管系鍾
佳融老師已於
108年04月07日
(日)~108年04
月09日(二)，
前往：英屬維
京群島商賜昌
有限公司
(FREETREND
INDUSTRIAL
LTD.)越南廠
(越南胡志明市)
，探訪共3位學
生之實習狀
況。 (2)高等教
育深耕計畫海
外交流返國報
告 (越南胡志明
市-商賜昌集團)
，如相關檔案
上傳。 (3)已於
108/07/29 送
出請款 (請款單
號：
P10709900)，
請款共計
$19,614 (1)國
企管系楊惠娥
老師已於108年

是 流出至同分項
活動

2-2-1 碩士三方
學程─移地學習

資料完整

1086200107-碩
士三方學程-簽
呈.pdf

1086200107-碩
士三方學程-簽
辦單.pdf

1086200107-碩
士三方學程-附
件1.pdf

1086200107-碩
士三方學程-附
件2.pdf

1086200107-碩
士三方學程-附
件3.pdf

1086200120-碩
士三方學程 俄
羅斯經費簽
高等教育深耕
計畫海外交流
返國報告 (楊惠
娥 主任).pdf

(
雄市小港區)，探訪共1位學生
之實習狀況，並與實習機構相
關單位主管針對學生之問題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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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往：立揚通運
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小港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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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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uropean Business School of
Immanuel Kant Baltic Federal
University(康德波羅地聯邦大
學)，正式於105學年度簽訂
「碩士三方學程」(Tripartite
Master's Program)協議，並於
106學年度起招募學生及開設相
關課程。 碩士三方學程於108
學年度邁入第三年，本所楊惠
娥所長擬於
108/11/26~108/12/01前往俄
羅斯康德波羅地聯邦大學，共
同商議三方學程課程內容之精
進與改善措施，並於拜會期間
，商議大學部與研究所雙聯學
位合作事宜。 核可之簽呈及相
關資料詳如附件。 (相關經費將
由108年度高教深耕「2-2-1 碩
士三方學程─移地學習」、「2-
2 1 補助學生進行海外實習 (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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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已於
108/12/20 送
出請款 (請款單
號：
P10803521)，
請款共計
$50,000

是 經費已使用完
畢

資料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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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信義集
團」大專院校
創意提案爭霸
賽-1.jpg

2019「信義集
團」大專院校
創意提案爭霸
賽-2.jpg

2019「信義集
團」大專院校
創意提案爭霸
賽-3.jpg

2019「信義集
團」大專院校
創意提案爭霸
賽-參賽辦
法2019「信義集
團」大專院校
創意提案爭霸
賽-競賽相關資
料.docx

2019年第九屆
全國大專校院
倫理個案分析
與微電影競
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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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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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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由系上專任老師賴文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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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由系上專任老師廖俊芳老師帶
領學生參加競賽，共計5位學生
參加 2019 第九屆全國大專院校
倫理個案分析暨微電影競賽。
透過賽前的工作坊課程內容讓
學生了解企業倫理觀念與實務
運作現況，同時教導學生微電
影拍攝手法及個案分析之技巧
，讓學生學習與成長。最後由
競賽的方式，來建立學生良好
的企業倫理觀念與實務，落實
倫理紮根工作。活動相關資料
如附件。 (※ 將由分項：「1-3-
2 補助教師訪視活動 (國內)」
中，流用14,566元至此分項，
以補足不足之費用。) 6.由系上
專任老師廖俊芳老師帶領學生
參加競賽，共計14位學生參加
108年「青年海外和平工作團隊
競賽」計畫。透過參與競賽，
鼓勵青年團隊，培育青年具備
服務學習知能、服務主題規劃
及服務企劃技能，實際策劃完
成具實踐性之服務學習計畫。
活動簡章及相關資料如附件。
(※ 將由分項：「1-3-2 補助教
師訪視活動 (國內)」中，流用
5,096元至此分項，以補足不足
之費用。) 1.由系上專任老師蔡
振義老師帶領國際企業管理系2
位學生，以及數位內容與管理
系2位學生，參加2019「信義集
團」大專院校創意提案爭霸
賽。 2.以屏東縣佳冬鄉為背景
，蒐集文史及農漁產業資料，
設置哈來佳冬網站，讓更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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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一)配合青年海外和平工作團，遴選傑
出之青年海外志工服務團隊，履行世界公民責
任，以做為青年參與海外志願服務之標竿。
(二)展現多元創意服務內涵，達成聯合國永續發
展目標(SDGs)，擴散青年海外志工分享與學習效
果。 1.完成文史資料庫。 2.完成哈來佳冬網
站。 3.培養學生團隊社區盤點能力。 4.培養學
生團隊網站建置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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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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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第九屆全國大專院
校倫理個案分析暨微電影競賽 2.決賽地點:新竹
市 3.參加人數:學生5人、指導老師1位 4.比賽時
程:12/13(五)08：00 至 17：00 5.本次競賽僅請
領：教師指導鐘點費、膳雜費、教師及學生北
上參與競賽決賽之交通費用。(故本次相關活動
即為最終請款) 1.比賽名稱:108年「青年海外和
平工作團隊競賽」計畫 2.決賽地點:臺北市 3.參
加人數:學生14人、指導老師1位 4.比賽時
程:10/23(三)完成初選並進入圍決選，
11/02(六)北上參與簡報決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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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信義集團」大專院
校創意提案爭霸賽 2.決賽地點:台北市 3.參加人
數:學生4人、校內指導老師1位、校外指導老師
1位 4.比賽時程:10/15(二)報名初賽-書面海選，
11/27(三)公布初選入圍名單。 6.因本次初選入
圍本校未通過，故本次競賽僅請領：教師指導
鐘點費。(故本次相關活動即為最終請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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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96 (1)已於
108/11/06 送
出「1-3-2 全國
性/國際性競賽
(108年度貿易
小尖兵新興市
場海外實習計
畫-楊惠娥)」計
畫表 (計畫單
號：
D10800307)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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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已
於 108/12/10
送出請款 (請款
單號：
P10803513)，
請款共計
$5,096 (1)已於
108/11/19 送
出「1-3-2 全國
性/國際性競賽
(108年度貿易
小尖兵新興市
場海外實習計
畫-鍾佳融)」計
畫表 (計畫單
號：
D1080030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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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已
於 108/12/10
送出請款 (請款
單號：
P10803514)，
請款共計
$11,323 (1)已
於 108/11/19
送出「1-3-2 全
國性/國際性競
賽 (108年度貿
易小尖兵新興
市場海外實習
計畫-賴文泰)」
計畫表 (計畫單
號：

是 經費已使用完
畢

資料完整



2019年第九屆
全國大專校院
倫理個案分析
與微電影競賽
截止報名統計
分析2019第九屆全
國大專院校倫
理個案分析暨
微電影競賽-佳
作獎狀.pdf

2019第九屆全
國大專院校倫
理個案分析暨
微電影競賽-決
賽入選公
告2019第九屆全
國大專院校倫
理個案分析暨
微電影競賽-競
賽資訊及時
程全國性國際性
競賽指導紀錄
表 (2019「信
義集團」大專
院校創意提案
爭霸賽) (蔡振
義 老師).pdf

全國性國際性
競賽指導紀錄
表 (2019第九
屆全國大專院
校倫理個案分
析暨微電影競
賽) (廖俊
芳) df全國性國際性
競賽指導紀錄
表 (教育部青年
發展署 108年
「青年海外和
平工作團隊競
賽」計畫) (廖
俊芳) df全國性國際性
競賽指導紀錄
表 (貿易小尖
兵) (楊惠娥 老
師).pdf

全國性國際性
競賽指導紀錄
表 (貿易小尖
兵) (賴文泰 老
師).pdf

全國性國際性
競賽指導紀錄
表 (貿易小尖
兵) (鍾佳融 老
師).pdf

感謝狀.pdf

教育部青年發
展署 108年
「青年海外和
平工作團隊競
賽」計畫-1.jpg

教育部青年發
展署 108年
「青年海外和
平工作團隊競
賽」計畫-2.jpg

教育部青年發
展署 108年
「青年海外和
平工作團隊競
賽」計畫-入圍
決選名單.pdf

教育部青年發
展署 108年
「青年海外和
平工作團隊競
賽」計畫-簡章
(奉核版).pdf

看見佳冬，協助促進佳冬地區
的觀光發展。 3.學生成員參訪
佳冬社區，協助經營哈來佳冬
粉網頁。 4.建置佳冬網站，根
據活動內容報名參賽「信義集
團」大專院校創意提案爭霸賽
主題一：社區互動創新模式。
活動簡章及相關資料如附件。
(※ 將由分項：「1-3-2 補助教
師訪視活動 (國內)」中，流用
5,096元至此分項，以補足不足
之費用。)

D1080034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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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已
於 108/12/10
送出請款 (請款
單號：
P10803523)，
請款共計
$8,468 (1)已於
108/11/21 送
出「1-3-2 全國
性/國際性競賽
(2019 第九屆
全國大專校院
倫理個案分析
暨微電影競賽-
廖俊芳)」計畫
表 (計畫單號：
D1080034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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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已
於 108/12/10
送出請款、
108/12/19 送
出核銷 (請款單
號：P10803520
/ 核銷單號：
P10803840)，
請款共計
$5,096、核銷
共計 $8,548
(1)已於
108/12/02 送
出「1-3-2 全國
性/國際性競賽
(教育部青年發
展署 108年
「青年海外和
平工作團隊競
賽」計畫-廖俊
芳)」計畫表
(計畫單號：
D1080036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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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已
於 108/12/10
送出請款 (請款
單號：
P10803525)，
請款共計
$5,096 (1)已於
108/12/06 送
出「1-3-2 全國
性/國際性競賽
(2019「信義集
團」大專院校
創意提案爭霸
賽-蔡振義)」計
畫表 (計畫單
號：
D1080037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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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已
於 108/12/10
送出請款 (請款
單號：
P10803526)，
請款共計
$5,096



獎狀-卓越指導
教師獎 (楊惠
娥).pdf

獎狀-團體獎優
等 (楊惠
獎狀-團體獎優
等 (鄧佩
獎狀-團體獎優
等 (黃資
獎狀-團體獎優
等.pdf
獎狀-團體獎第
二名 (楊惠
娥).pdf

經濟部108年度
補助國內公私
立大學校院選
送學生赴新興
市場企業實習
計畫 (貿易小尖
兵)-實習專題競
賽暨成果發表
會 開會通
知 pdf經濟部108年度
補助國內公私
立大學校院選
送學生赴新興
市場企業實習
計畫作業原
則 df108(1) ERP 應
用師-課程進度
規劃.xlsx

108(1) TBSA 商
務行銷企劃證
照輔導課-1.jpg

108(1) TBSA 商
務行銷企劃證
照輔導課-2.jpg

108(1) TBSA 商
務行銷企劃證
照輔導課-3.jpg

108(1) TBSA 商
務行銷企劃證
照輔導課-4.jpg

108(1) TBSA 商
務行銷企劃證
照輔導課-5.jpg

108(1) TBSA 商
務行銷企劃證
照輔導課-6.jpg

108(1) TBSA 商
務行銷企劃證
照輔導課-7.jpg

108(1) TBSA 商
務行銷企劃證
照輔導課-8.jpg

108(1) TBSA 商
務行銷企劃證
照輔導課.docx

108(1) 國貿大
會考輔導課 (進
修部)-簽到
108(1) 國貿大
會考輔導課 (進
修部).docx

108(1) 國貿業
務丙級技術士
輔導課 (進修
部)-簽到表.pdf

108(1) 國際貿
易丙級技術士
輔導課 (進修
部).docx

ERP 應用師-簽
到表.pdf
ERP應用師-配
銷模組 輔導班-
1.JPG

6 10801000937 1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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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系於
108/10/06~108/11/30提供ERP
應用師證照檢定輔導課程，並
由本系專任教師蔡振義老師協
助輔導進修部學生考取ERP證照
，以提升其專業知能與證照考
取率。(課程規劃表如附件) 考
照日期：將於108/12/14(六)於
文藻Q507專業教室進行認證考
試。 2.辦理108學年度第1學期
「國貿大會考」證照輔導課程
，協助輔導進修部學生考取證
照，提升專業能力與證照合格
通過率。(課程規劃如附件) 3.
辦理108學年度第1學期「國貿
業務丙級技術士」證照輔導課
程，協助輔導進修部學生考取
證照，提升專業能力與證照合
格通過率。(課程規劃表如附件)
4.本系預計
108/10/08~108/11/26提供不
動產經紀人輔導課程，並由本
系專任教師胡海豐老師協助輔
導學生考取不動產經紀人證照
，以提升其專業知能與證照考
取率。(課程規劃表如附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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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規劃表如附件)

資料完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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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系專任教師蔡振義
老師協助輔導進修部學生考取ERP應用師證照檢
定考試，以培養與提升學生之專業能力，並增
進學生未來之職場競爭力。 2.由本系專任教師
鍾佳融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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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增進學生競
爭力。 3.由本系專任教師鍾佳融老師輔導學生
考取國貿業務丙級技術士證照，培養與提升學
生國貿業務專業能力、增進學生競爭力。 4.由
本系專任教師胡海豐老師協助輔導學生考取不
動產經紀人考試，以培養與提升學生之專業能
力，並增進學生未來之職場競爭力。 5.透過廖
俊芳老師與校外專家共同輔導學生考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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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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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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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課程名稱：ERP應用
師證照檢定輔導班 2. 上課日期：
108/10/06~108/11/30 3. 實際參加人數：21人
4. 上課地點：Q506 5. 考照日期：將於
108/12/14(六)於文藻Q507專業教室進行認證考
試。 1. 課程名稱：國貿大會考輔導班 2. 上課
日期：108/09/27~108/12/06(共20小時) 3. 實
際參加人數：38人 4. 上課地點：Q504教室 5.
總計有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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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度有8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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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表示
學生參與國貿丙級輔導班獲取到充足的知識及
滿意的收穫。 6. 預計考試日期為109年5月。 1.
課程名稱：國貿業務丙級技術士輔導班 2. 上課
日期：108/09/24~108/12/04(共22小時) 3. 實
際參加人數：32人 4. 上課地點：Q504教室 5.
總計有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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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度有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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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表示
學生參與國貿丙級輔導班獲取到充足的知識及
滿意的收穫。 6. 預計考試日期為109年3月。 1.
課程名稱：不動產經紀人證照輔導班 2.上課日
期：108/10/08~108/11/26 3.實際參加人數：
19人 4.上課地點：Z507 5.總計有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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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表示學生參與不動產經紀
人輔導班獲取到充足的知識及滿意的收穫。 6.
預計考試日期為109年11月。 1.課程名稱：
TBSA商務行銷企劃證照輔導班 2.上課日期：
108/10/26~108/12/07 共安排6場證照輔導課程
(共18小時) 3.實際參加人數：36人 4.上課地
點：Q506、Q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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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
108/12/14(六)
於文藻Q507專
業教室進行認
證考試，本次
報考人數為19
人，通過人數
為10人，通過
率為53%。 (3)
已於
108/12/11 送
出請款 (請款單
號：
P10803504)，
請款共計
$26,66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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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預計考試日期
為109年5月。
(3)已於
108/12/11 送
出請款 (請款單
號：
P10803505)，
請款共計
$17,85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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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預計考試日期
為109年3月。
(3)已於
108/12/11 送

是 經費已使用完
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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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2/11 送
出請款 (請款單
號：
P10803506)，
請款共計
$19,209 (1)已
於 108/10/01
送出「1-1-2 專
業證照課程 (不
動產經紀人-胡
海豐)」計畫表
(計畫單號：
D10800167) (2)
預計考試日期
為109年11月。
(3)已於
108/12/12 送
出請款 (請款單
號：
P10803507)，
請款共計
$21,885 (1)已
於 108/10/22
送出「1-1-2 專
業證照課程
(TBSA 商務行
銷企劃檢定-廖
俊芳)」計畫表
(計畫單號：
D10800240) (2)
於
108/12/11(三)
於文藻Q507專
業教室進行認
證考試，本次
報考人數為47
人，通過人數
為47人，通過
率為100%。 (3)
已於
108/12/02、
108/12/10 送
出請款 (請款單
號：
P10803138、
P10803509)，
請款共計
$18,344、
$24,0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