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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所簡介 

東海大學國際貿易學系創立於民國 62 年，並於民國 101 年更名為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本系為培育國家經濟發展所需之國際管理與貿易人才，強調融合理論與實務的專業知能，並

以「國際貿易與金融」及「國際經營與行銷」兩大領域作為課程設計主軸。同時為因應全球

經貿體制的快速變化，本系持續延攬豐富實務經驗之業界師資，隨時動態調整授課科目與內

涵，讓本系學生在 21 世紀快速變遷的產業結構及國際情勢下，具有高度的創新應變力及全球

競爭力。 

本系目前在學學生總數約 700 餘人，包括大學部四個年級各三班，以及研究所兩個年級

各一班。本系的「使命目標 Mission Statement」旨在培育具跨領域知識人才，發展學生管理、

資訊及語文技能，並引領學生發揮國際職涯最大潛能。 

本系大學部的教育目標包含以「國際貿易與金融」、「國際經營與行銷」、「商學基礎課程」

以及「外語、資訊與職涯能力」的培養，並致力於鼓勵學生參與校內外競賽活動、國際交換

生以及實習機會。 

本系碩士班分為「國際經貿與金融組」與「國際企業管理組」兩組，核心課程包括國際

企業併購、財務管理、全球運籌管理等，理論之外更重視實務經驗與海外經驗。不僅聘請上

市公司負責人擔任兼任老師，提供經營實戰經驗，也經常帶領學生前往企業參訪，讓專題研

究不僅止於紙上談兵。 

碩士班更與畢業傑出系友及東海大學 EMBA 緊密連結，每年媒合系上學生上百個實習機

會。其中，包括國際球鞋大廠 Nike 的代工廠寶成製鞋、凱撒衛浴、國泰世華銀行(台中)，台

中商銀(台中)等企業，讓學生有機會親身參與貿易與企劃專案等實務工作現場，加強未來就

業時的即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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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系所發展 

 

 

 

(二) 系徽識別 

系徽圖案為英文系名縮寫的字母 IB。其中，i 以流暢的英文草寫線條呈現本校教堂的樣

貌，涵義有二：其一，象徵校訓精神．求真、篤信、力行；其二，字母線條流暢地串連在一

起，象徵迎向變動世代所需的多元跨域能力。東海國貿旨在培育具跨領域知識人才，發展學

生管理、資訊及語文技能，並引領學生發揮國際職涯最大潛能。加入東海國貿，手握開啟世

界大門之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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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發展特色 

本系之 8大特色： 

1. 以「國際貿易與金融」及「國際經營與行銷」領域作為課程設計主軸。 

2. 強調「教育國際化」，聘請來自美國、法國與香港共 3 位專任外籍老師，提供全英授

課環境，強化國際力與語言力。 

3. 強化「學習國際化」，提供國際交換生計畫，鼓勵學生參與國際交換，並設立本系專

屬交換生獎學金。本系與南京大學以及西班牙赫羅納大學地中海學院有直接的窗口

管道可直接申請，優先保障本系同學之機會與名額。 

4. 提升「就業國際化」，提供本系專屬海內外實習機會，並設立海外實習獎學金。 

5. 培訓資訊應用能力(如：ERP、BI、Boss)，以利職涯發展。 

6. 提供本系專屬清寒獎助學金及學業優秀獎學金，激勵學生向上學習。 

7. 提供本系專屬證照考試獎學金及英檢成績獎勵金，提升國際化接軌能力。 

8. 可申請管院國際菁英組，專享全英核心專業課程、推薦選讀全球雙聯學位。 

   

      



 

 

4 

 

(四) 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 

1. 教育目標 

 

2. 核心能力 

 

  

大學部與研
究所之
教育目標

培育國際經營
與金融貿易之

人才

培育具國際視
野與跨領域知
識之人才

培育具語文、
資訊與分析辨
證能力之人才

培育具服務熱
忱與團隊合作
能力之人才

大學部與
研究所之
核心能力

國際經濟與財
務管理能力

國際企業經營
管理能力

國際行銷與運
籌管理能力

國際環境與跨
文化知識

外語溝通能力資訊與科技應
用能力

問題分析與解
決能力

公民與企業社
會責任意識

溝通協調與人
際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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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開課情形 

本系於 110 學年度共開設 135 門課程，其中包含大學部與研究所的課程，必修課與選修

課課程分布如下表： 

 110-1 110-2 

 必修 選修 合計 必修 選修 合計 

大學部 42 14 56 38 22 60 

研究所 8 2 10 5 4 9 

合計 50 16 66 43 26 69 

 

大學部大一至大三每學期至少修習 16 學分，上限為 25 學分；大四每學期至少修習 9 學

分，學生修習學分數大致為 18-24 學分。研究所每學期至少修習 3 學分，上限為 15 學分，學

生修習學分數大致為 9-15學分。 

 

1. 大學部 

本系課程之規劃，係兼顧理論與實務，除強化「商學基礎科目」、「外語能力」及「資訊

與職涯能力」外，本系專業知能以「國際經營與行銷」及「國際貿易與金融」兩項領域作為

課程設計主軸，完整規劃專業理論與實務訓練兼具之一系列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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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課程地圖 

 

《圖 1》國貿系 學士班課程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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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微學程 

本系另有開設兩類型微學程課程供符合資格的大學部同學進行選修： 

微學程 可申請對象 

國貿系微學程 非國貿系之大學部同學 

國貿產業實習微學程 國貿系之大學部三、四年級同學 

a、 國貿系微學程 

為提供跨院系學生之跨領域學習，以「國際經營與行銷」及「國際貿易與金融」

兩項專業領域課程設計，訓練學生外語能力、資訊應用能力及職涯能力，成為「國際

觀」及「經營管理能力」之專業人才，增強未來之就業競爭力。開設「國貿系微學程」，

提供本校各學院(國貿系除外)學生修習本學程規劃之必修課程至少 9 學分(含)以上，修

得規定學分數者，經審核通過後由本校頒發學程證書。 

 

b、 國貿產業實習微學程 

本系結合國貿系系友會的資源，邀請許多事業有成之系友擔任業師，回系開設職

場訓練課程，並提供實習機會，在與本系教師合作下，開設「國貿產業實習微學程」，

提供本校各院系大學部三年級(含)以上學生及研究生選讀本學程。修滿本學程規定課

程，經審查確認後，由學校發給學分學程修業證明書。協助同學在參與完此學程後，

能提升職場競爭力，達到畢業後能順利與就業接軌之目標。連結國貿系友資源，藉由

企業導師融入課程，讓同學

藉由實務課程學習、產業實

習與就業形成一條龍系統，

以達到培育適才適所的產業

優秀人才或未來創業家之目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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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所 

(1) 課程地圖 

 

《圖 2》國貿系 碩士班課程地圖 

(2) 110學年度研究所變動 

本系於 111 年 5 月 4 日系務會議通過修改本系「碩士班修業規定」及增訂本系

「論文計畫書口試規定」，協助本系研究生在課程修習與論文撰寫能有更合適的規劃，

以如期順利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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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員額及設備 

(一) 師資 

專任教師 

姓  名 職  稱 學  歷 專  長 / 開 授 課 程 

謝俊魁 
副教授兼系

主任 

國立台灣大學財務金融

學系財務博士 

經濟學 

國際財務管理 

衍生性金融商品 

決策與投資心理學 

林灼榮 教授 
國立中興大學農業(應用)

經濟博士 

計量經濟學與研究方法 

國際貿易：理論、政策、實證 

產業經濟學、管理經濟學 

張國雄 教授 
國立台灣大學商學研究

所(國際企業組)博士 

行銷管理 

國際行銷 

國際企業管理 

陳仕偉 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經濟博士 

國際經濟 

國際金融 

時間序列分析 

經濟學 

Wendy 

Wan 
教授 

香港大學人格與社會心

理學博士 

國際行銷 

消費者心理學 

策略行銷 

吳立偉 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企業管理

研究所博士 

服務業行銷與管理 

關係行銷 

網路行銷 

企業對企業行銷 

Donald 

Gotcher 
教授 美國杜克大學法學博士 

商用英文 

國際貿易 

高惠娟 教授 
國立中正大學財務金融

研究所博士 

國際財務管理 

衍生性金融商品 

公司治理 

企業社會責任 

市場微結構 

徐啟升 副教授 
美國密西西比大學財務

博士 

財務管理 

投資學 

陳靜瑜 副教授 
美國紐澤西州立羅格斯

大學企業管理博士 

供應鏈管理 

全球運籌管理 

隨機過程存貨系統 

專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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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職  稱 學  歷 專  長 / 開 授 課 程 

唐運佳 副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科技管理

研究所博士 

科技行銷 

服務行銷 

行動社群口碑行銷 

李佳蓉 副教授 
國立台灣大學國際企業

研究所博士 

策略管理 

公司治理 

家族企業 

科技創新管理 

Ellen 

Rouyer 
助理教授 逢甲大學商學博士 

企業管理 

國際貿易 

商用英語 

曹古駒 助理教授 國立東華大學經濟系博士 

產業組織理論 

國際貿易 

策略性貿易 

兼任教師 

姓  名 職  稱 學  歷 專  長 / 開 授 課 程 

朱海成 教授 
紐約州立大學系統科學

與工業工程博士 

跨境電商 

商務資訊安全 

數位鑑識 

李明煌 副教授 
國立中興大學農業經濟

博士 

企業管理 

創新管理 

策略管理 

創新與創業管理 

楊坤鋒 副教授 
日本東京大學農業經濟

系博士 

管理學 

金融市場 

徐繼達 教授 台灣大學農業經濟博士 總體經濟學．貨幣銀行學 

曾盛麟 副教授 
英國斯特拉斯克萊德大

學商業行銷博士 
產業經營 

鐘為盛 助理教授 
國立中興法商學院法律

學研究所碩士 

民法概要 

商事法 

謝東昇 助理教授 復旦大學管理學院博士 

行銷管理 

網路行銷與網店經營管理實務 

雲端創業與數位行銷個案研討 

吳永梁 助理教授 
雲林科技大學科技法律

研究所碩士 

民法概要 

商事法 

連風彥 助理教授 
美國南卡羅來納大學國

際商務研究碩士 
品牌管理 

陳人孝 助理教授 南華大學哲學所碩士 
服務業創新與發展 

行銷與顧客經驗管理 

雷鋐亮 助理教授 
台灣科技大學管理研究

所碩士 
國際貿易與經營 

林月雲 助理教授 文化大學 商學博士 國際貿易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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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譽教授 

姓  名 職  稱 學  歷 專  長 / 開 授 課 程 

林財丁 教授 
美國德州大學阿靈頓校

區心理學博士 

組織行為與管理 

管理與商業心理學 

決策與投資心理學 

客座教授 

姓  名 職  稱 學  歷 專  長 / 開 授 課 程 

林東清 客座教授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資訊

管理博士 

人工智慧 

資訊管理 

知識管理 

智慧型科技與企業 

 

(二) 學生 

本系設有大學部及碩士班，大學部每班人數約在 55-65 人左右。招生方式則分成繁星推

薦、個人申請、考試分發等方式。碩士班兩個年級共 30 位同學。招生分為為甄試及考試入學

兩種方式。本系現有學生人數如下表： 

《表 1》學生人數統計表 

學年度 108-1 108-2 109-1 109-2 110-1 110-2 

學士班 701 659 735 670 722 686 

碩士班 26 28 29 30 31 32 

總學生人數 727 687 764 700 753 718 

 

(三) 新購圖儀設備與空間改善運用 

1. 本系既有設備及資源 

本系提供豐富之研究資源與教學設施，以提昇本系師生之研究能量。購置並定期維護 E-

Views、SAS、SPSS、AMOS、STATA、STAMP、Beer Game、Boss 等多種套裝軟體，並建置

「跨領域 e化平台」，作為學生提升軟體應用力的教學實作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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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系教室空堂時間運用 

本系於 110 學年度起，結合 109 學年新落成之 M613 多功能教室與教發中心提供之教學

助理，成立讀書區。為了提供大學部與碩士班同學有場所能夠討論作業與課堂上遇到的問題，

因此將 M613 於規劃(非上課)時間，讓同學能夠利用此空間進行討論以及輔導作業。除了可進

行輔導作業，同時也提供同學有一處閱讀或進行課業討論的場所，系辦同時提供一些茶包飲

品以及小點心給與同學品嘗，建立一個讓同學放鬆念書的空間。 

3. 本系空間改善-M614研究生室 

本系 M614 研究生室因硬體設備老舊及使用座位不足，故重新規畫使用空間，並於 110

學年度寒假期間動工整修，希冀提供給所有碩士班以及五年一貫同學，有一個共同的讀書及

學習討論環境，形成良性的學習氛圍正向循環。 

    原 M614空間 

  新 M614改善後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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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生學習活動 

(一) 學生獲獎 

1. 系上專屬獎學金 

(1) 交換生獎學金 

古典玫瑰園海外教育獎學金、賴俊彥海外教育獎學金、林炳煌海外教育獎學金、賴

俊彥教師海外移地教學補助金 

(2) 海外實習獎學金 

達聲企業海外教育獎學金、施灼杬海外實習獎學金、賴俊彥海外實習獎學金、賴俊

彥國際志工服務學習獎學金、來億集團海外實習獎學金、鞋美工業海外教育獎學金 

 

110學年度獲獎名單-達聲企業海外教育獎學金 

《表 2》110學年度達聲企業海外教育獎學金獲獎名單 

學制 姓名 參與項目 

日間學士班 陳○靜 參加國貿局實習專題競賽 

日間學士班 林○維 參加國貿局實習專題競賽 

日間學士班 何○馨 參加國貿局實習專題競賽 

日間學士班 楊○寧 參加國貿局實習專題競賽 

 

(3) 清寒獎助學金及學業優秀獎學金 

大學部學業成績優秀獎學金、東海大學畢律斯女士趙經羲教授紀念獎學金、黃俊璁

先生清寒獎學金、姜華鈞學長清寒獎學金、賴俊彥先生清寒獎學金、無名氏清寒獎學金、

第七屆系友回饋獎學金、學術研究成果獎學金、補助清寒學生參加英檢獎學金、獎勵攻

讀碩士學位辦法、賴俊彥新進教師搬遷補助金、國貿系清寒暨救急獎學金、林財丁教授

獎助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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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學年度獲獎名單-系友回饋獎學金 

 

《圖 3》系友回饋獎學金-110學年度獲獎名單 

 

 

(4) 證照及英檢考試獎勵金 

學生英文檢定獎勵金、賴俊彥專案管理證照獎學金 

 

 

  



 

 

15 

 

2. 書卷獎 

每學年成績排名全班前二名之大學部學生可獲得「書卷獎」獎學金。110 學年度獲獎學

生名單如下： 

 

《圖 4》110學年度書卷獎獎勵名單 獲獎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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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榮譽學生 (依據獲獎名單公告時間 2021/08/01-2022/07/31) 

(1) 110學年度第 1學期獲得獎助名單 

獎助學金名稱：東海大學 110學年度優秀新生入學獎勵金 

《表 3》110-1優秀新生入學獎勵金 

學制 班級 姓名 

日間學士班 國貿二Ｂ 王○薇 

日間學士班 國貿二Ｂ 高○嬅 

日間學士班 國貿二Ｃ 謝○亨 

碩士班 國貿一 張○婷 

碩士班 國貿一 邱○媛 

碩士班 國貿一 張○鈞 

碩士班 國貿一 邱○碩 

碩士班 國貿一 張○志 

碩士班 國貿一 賴○芸 

碩士班 國貿一 林○瑤 

 

獎助學金名稱：110-1東海大學研究生獎助學金 

《表 4》110-1東海大學研究生獎助學金 

學制 班級 姓名 

碩士班 國貿一 許○○婷 

碩士班 國貿一 邱○媛 

碩士班 國貿一 羅○鈞 

碩士班 國貿一 張○婷 

碩士班 國貿一 林○賦 

碩士班 國貿一 林○瑤 

碩士班 國貿一 邱○碩 

碩士班 國貿二 林○華 

碩士班 國貿二 林○斈 

碩士班 國貿三 楊○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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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助學金名稱：東海大學大學部學業成績優秀獎學金 

 

《圖 5》110-1大學部學業成績優秀獎學金 獲獎海報 

 

獎助學金名稱：東海大學基本勞作全勤績優助學金 

《表 5》110-1東海大學基本勞作全勤績優助學金 

學制 班級 姓名 

日間學士班 國貿三Ａ 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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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獲得獎助名單 

獎助學金名稱：東海大學學生宿舍棟長助學金 

《表 6》110-2東海大學學生宿舍棟長助學金 

學制 班級 姓名 

日間學士班 國貿三Ａ 林○緯 

日間學士班 國貿四Ａ 陳○昇 

日間學士班 國貿四Ｂ 黃○寧 

日間學士班 國貿四Ｂ 洪○媚 

日間學士班 國貿四Ｃ 張○晴 

 

獎助學金名稱：東海大學外國學生獎學金 

《表 7》110-2東海大學外國學生獎學金 

學制 班級 姓名 

日間學士班 國貿二Ａ 吳○蘭 

日間學士班 國貿二Ａ 程○粉 

日間學士班 國貿二Ａ 朱○誠 

日間學士班 國貿二Ａ 陳○霞 

日間學士班 國貿二Ｂ 落○○奈 

日間學士班 國貿二Ｂ 譚○蓮 

日間學士班 國貿二Ｂ 平○○子 

日間學士班 國貿二Ｂ 游○莎 

日間學士班 國貿二Ｃ 余○川 

日間學士班 國貿二Ｃ 丁○妏 

日間學士班 國貿二Ｃ 尤○漢 

日間學士班 國貿二Ｃ 林○霞 

日間學士班 國貿二Ｃ 黃○圓 

日間學士班 國貿三Ａ 余○妮 

日間學士班 國貿三Ｃ 劉○彤 

日間學士班 國貿四Ａ 陳○養 

日間學士班 國貿四Ａ 詹○蔚 

日間學士班 國貿四Ａ 何○麗 

日間學士班 國貿四Ａ 林○英 

日間學士班 國貿四Ｂ 楊○珈 

碩士班 國貿一 劉○成 

碩士班 國貿二 謝○之 

碩士班 國貿三 鐘○鳳 

碩士班 國貿三 郭○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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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助學金名稱：東海大學研究生獎助學金 

《表 8》110-2東海大學研究生獎助學金 

學制 班級 姓名 

碩士班 國貿一 羅○鈞 

碩士班 國貿一 陳○正 

碩士班 國貿一 邱○碩 

碩士班 國貿一 林○瑤 

碩士班 國貿二 劉○瑄 

碩士班 國貿二 林○華 

碩士班 國貿二 林○斈 

碩士班 國貿二 吳○榆 

碩士班 國貿三 楊○靜 

 

(3) 110學年度獲得獎助名單 

獎助學金名稱：東海大學管理學院學生學術成果獎學金 

《表 9》110學年度東海大學管理學院學生學術成果獎學金 

學制 班級 姓名 

日間學士班 國貿 4A 廖○程 

日間學士班 國貿 4C 王○涵 

碩士班 國貿一 吳○平 

碩士班 國貿二 林○斈 

 

榮譽學生：中華民國斐陶斐榮譽學會 111年度東海大學分會(110學年度) 

《表 10》111學年度東海大學管理學院學生學術成果獎學金 

學制 班級 姓名 

日間學士班 國貿 4A 廖○程 

日間學士班 國貿 4C 王○涵 

碩士班 國貿一 羅○鈞 

碩士班 國貿一 陳○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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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國內/國際競賽獲獎情形 

110 學年度，本系多位同學積極參與多項競賽，並獲得佳績，特別是「經濟部國貿局 110

年補助國內公私立大學校院選送學生赴新興市場實習計畫實習專題競賽」，由徐啟升老師指導

的何同學、陳同學與林同學，榮獲卓越指導教師獎、團體獎第一名、個人獎第一、二、三名!

詳細獲獎紀錄如下： 

(1) 專業競賽 

姓名 獲獎名稱 

黃○磊、吳○蓉、 

凃○如、劉○芃、 

林○怡 

2022「第 11屆 TBSA 全國大專創新企劃競賽」優等 

（張國雄老師、唐運佳老師指導） 

林○諺、葉○岑、 

蔡○萌、賴○汝 
2022「第 11屆 TBSA 全國大專創新企劃競賽」優等 

黃○磊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 111年度大專學生研究計畫補助 

（吳立偉老師指導） 

張○宸 文藻大學第 19屆全國法語歌唱大賽個人獎第二名 

林○鈺、田○琪、 

楊○宜、蔡○珉、 

張○瑜、陳○蓉 

「Poll-tex 防霾紗窗行銷企劃」專案競賽 第二名 

（唐運佳老師指導） 

林○維、何○馨、 

陳○靜 

「110年補助國內公私立大學校院選送學生赴新興市場實習計

畫」實習專題競賽   團體獎第一名、 

個人獎第一名、個人獎第二名、個人獎第三名 

（徐啟升老師指導） 

王○新 
110年度教育部生醫產業創新創業人才培育計畫 

生醫產業創新創業獎 

陳○綺 
「110年青年暑期社區職場體驗計畫」分區成果競賽 

高雄場 社會公益組 第三名 

廖○程、蕭○文、 

鄭○婕、劉○涵、 

葉○昇、范○捷 

2021 「TBSA 全國大專創新企劃競賽」 

文化與文創行銷企劃組 特優、地區決賽第三名 

（吳立偉老師指導） 

陳○方、陳○萱、 

吳○穎 

2021 「TBSA 全國大專創新企劃競賽」品牌商品創意行銷組 

特優、地區決賽第三名 

（陳靜瑜老師指導） 

https://inttrade.thu.edu.tw/cate-home-inttrade-honors/honors-studemt/%e6%9c%ac%e7%b3%bb%e5%bc%b5%e7%b6%ad%e5%ae%b8%e5%90%8c%e5%ad%b8%e6%a6%ae%e7%8d%b2%e6%96%87%e8%97%bb%e5%a4%a7%e5%ad%b8%e7%ac%ac19%e5%b1%86%e5%85%a8%e5%9c%8b%e6%b3%95%e8%aa%9e%e6%ad%8c%e5%94%b1%e5%a4%a7/
https://www.tradepioneer.org.tw/Detail.aspx?id=95
https://www.tradepioneer.org.tw/Detail.aspx?id=95
https://www.tradepioneer.org.tw/Detail.aspx?id=96
https://www.tradepioneer.org.tw/Detail.aspx?id=96
https://www.tradepioneer.org.tw/Detail.aspx?id=96
https://www.tradepioneer.org.tw/Detail.aspx?id=96
https://inttrade.thu.edu.tw/cate-home-inttrade-honors/honors-studemt/chenyu-chi110/
https://inttrade.thu.edu.tw/cate-home-inttrade-honors/honors-studemt/chenyu-chi110/
https://inttrade.thu.edu.tw/cate-home-inttrade-honors/honors-studemt/chenyu-chi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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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獲獎名稱 

陳○靜、吳○瑜、 

廖○涵 

● 行銷文案企劃組：皇穹陵紀念花園行銷文案企劃組特

優獎（欸！穿山甲耶！；不要叫我 AI 生，叫我大學

生）、最佳創意行銷獎（HAI-Tights） 

● 文創商品設計組：第三名績優獎（Crazy Girls） 

(2) 體育競賽 

姓名 活動 獲獎名次 

徐○琇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 110學年度籃球運動聯賽

(全國賽) 
全國第九名 

白○綺 
中華民國 111 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分區錦

標賽 
第四名 

范○捷 110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網球分區錦標賽 
一般男子團體賽 

中區預賽第七名 

酒○○那 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網球分區錦標賽 預賽第三名 

徐○琇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 110學年度籃球運動聯賽

(決賽) 
中區第七名 

白○綺 
111年第八屆靜宜 STIGA 盃全國大專校院

桌球錦標賽 
女子雙打第五名 

白○綺 
2021年臺中市乒乓球協會理事長盃全國乒

乓球錦標賽競賽 
女子團體賽第三名 

李○諠 中華民國大專校院 110 學年度壘球錦標賽 第五名 

除了上述獎項，本系也有多位同學積極報名 2022 Linker 全國大專院校創意行銷競賽活動，

活動時間為 111年 3月 7日-111年 6月 27日，競賽類型共分四組(行銷文案企劃組、多媒體製

作組、文創商品設計組以及創業競賽組)。前二類別皆有多組本系同學榮獲佳績，在此也為他

們鼓勵及喝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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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2022 Linker全國大專院校創意行銷競賽活動 本系獲獎名單 

隊伍編號 隊伍名稱 學校 系所 獲獎名稱 

A7 
Ddu-du Ddu-

du du 
東海大學 

國際經營與

貿易學系 

♕ Linker多媒體製作組 

第二名優等獎 

B7 喃兒當自強 東海大學 
國際經營與

貿易學系 

♕ 喃喃字旅二手書店行銷文案

企劃組特優獎 

B14 31Label 

東海大學 
國際經營與

貿易學系 

♕ 益福和生醫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行銷文案企劃組特優獎 

臺中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科 

元智大學 
管理學院財

務金融學群 

中興大學 
應用經濟學

系 

B17 永瘦宮 東海大學 
國際經營與

貿易學系 

♕ 得展棉業股份有限公司 

多媒體製作組特優獎 

B19 G3 東海大學 
國際經營管

理學位學程 

♕ 省權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多媒體製作組特優獎 

C18 Win-nie 東海大學 
國際經營與

貿易學系 

♕ Linker多媒體製作組 

最佳動畫獎 

C21 西屯野玫瑰 東海大學 
國際經營與

貿易學系 

♕ Linker多媒體製作組 

最佳廣告情境獎 

 

相關連結：2022 Linker全國大專院校創意行銷競賽獲獎名單 

https://race.linker.tw/winning_list.php#page_title              

https://race.linker.tw/winning_list.php#page_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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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學生取得證照情形 

1. 專業證照 

《表 12》110學年度 學生考取證照榜單 

證書名稱 姓名 

Adobe Illustrator 蔣○彤 

Adobe Photoshop 蔣○彤 

AutoCAD 陳○洛 

BI軟體應用師證照 李○寬 

ERP Application Engineer for Distribution 

Module[ERP軟體應用師(配銷模組)] 
翁○瑋 

Microsoft Access Expert (Microsoft 365 

Apps and Office 2019) 
梁○之、陳○宇、姚○姍 

Microsoft Excel Associate (Microsoft 365 

Apps and Office 2019) 
姚○姍 

Microsoft Excel Expert (Microsoft 365 Apps 

and Office 2019) 

歐○甫、黃○羚、翁○婷、 

陳○宇、蘇○倩、梁○之、 

姚○姍、林○筑 

Microsoft PowerPoint (Microsoft 365 Apps 

and Office 2019) 
梁○之、陳○宇、姚○姍 

Microsoft Word Associate (Microsoft 365 

Apps and Office 2019) 
姚○姍 

Microsoft Word Expert (Microsoft 365 Apps 

and Office 2019) 

翁○婷、梁○之、 

陳○宇、姚○姍 

MOS: Microsoft Office Excel Expert 2016 陳○芊、陳○安 

人身保險業務員 康○涵、蔡○樺 

金融市場常識與職業道德 
蔡○樺、蔣○彤、 

鄭○瑜、康○涵 

信託業業務人員 

康○涵、蔣○彤、林○瑜、 

林○濬、陳○雅、王○媛、 

鄭○瑜 

財產保險業務員 康○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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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書名稱 姓名 

國貿業務丙級技術士 陳○雅、廖○程 

票券商業務人員 林○潔 

期貨商業務員 王○媛、鄭○瑜、蔣○彤 

證券商業務人員 (高級業務員) 蔣○彤、陳○雅 

證券商業務人員 (業務員) 

廖○程、吳○綺、陳○靜、 

黃○瑈、何○誼、郭○瑋、 

鄭○瑜、蘇○倩、蔣○彤、 

康○涵 

 

2. 外語證照 

本系除了鼓勵同學考取相關專業證照，也輔導同學們參與語文檢定。本系大二大三必修

科目「商用英文 I」與「商用英文 II」，授課老師皆將語文檢定之相關練習及指導列入授課大

綱! 

《表 13》110學年度 學生考取外語證照榜單 

外語檢定名稱 
CEF國際語言

能力指標 
姓名 

多益測驗

(TOEIC) 
A1及 A2 

林 O意、陽 O若、謝 O安、陳 O沂、謝 O

旻、黃 O羚、平 OO子、林 O華、劉 O涵、

何 O珈、李 O瑩、鄭 O瑜、林 O達、陳 O

蓁、陳 O汝、吳 O璇、陳 O恩、楊 O喬、堀

O貴、何 O誼、李 O涵、黃 O暄、許 O文、

粘 O筑、王 O絜、黃 O蓉、葉 O欣、洪 O

臻、解 O宜、施 O綸、陳 O珊、黃 O琳、董

O華、李 O甄、許 O沛、陳 O琄、王 O緯、

陳 O韻、程 O穎、王 O安、賴 O菘、汪 O

柔、王 O薇、彭 O郁、鄭 O方、蕭 O甄、賴

O豪、林 O偉、程 O粉、鄭 O庭、彭 O傑、

林 O涵、陳 O羽、陳 O玟、李 O康、黃 O

琳、張 O文、廖 O涵、丁 O妏、倪 O彬、鍾

O苓、楊 O婕、錢 O萱 

全民英語能力

分級檢定測驗

(GEPT) 

B1 朱 O儀、陳 O晴、宣 O揚、汪 O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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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語檢定名稱 
CEF國際語言

能力指標 
姓名 

多益測驗

(TOEIC) 
B1 

吳 O瑜、田 O瑄、李 O儀、武 O綺、黃 O

芯、陳 O芊、蘇 O揚、蔡 O文、陳 O莉、劉

O維、蔡 O樺、洪 O媚、余 O川、賴 O錞、

陳 O安、陳 O安、唐 O豪、江 O芸、劉 O

慈、洪 O晉、翁 O婷、翁 O音、劉 O佩、翁

O音、林 O濬、陳 O靜、郭 O華、陳 O靜、

林 O喬、洪 O馨、柳 O升、松 OO莉子、儲

O家、黃 O芹、 

蔡 O安、吳 O穎、戴 O柔、黃 O寧、吳 O

綺、蘇 O倩、陳 O婷、張 O婷、許 O萍、許

O心、王 O恩、林 O霓、彭 O琳、蔡 O欣、

劉 O彤、鄭 O瑜、邵 O瑋、張 O僑、賴 O

霖、陳 O璇、洪 O媮、郭 O瑋、宋 O萍、魏

O瑩、陳 O蓉、薛 O蓁、張 O倩、林 O宇、

陳 O剛、詹 O雅、詹 O雅、張 O宸、林 O

均、黃 O傑、林 O瀅、潘 O瑋、洪 O瑄、蕭

O文、蔡 O萌、盧 O蓁、盧 O蓁、申 O銘、

呂 O真、李 O珊、羅 O瑜、王 O倢、何 O

馨、蔡 O昕、林 O陽、鐘 O鳳、劉 O涵、郭

O妤、吳 O騏、黃 O茜、邵 O薇、董 O睿 

網路托福 B2 林 O禎、鍾 O苓、呂 O羽 

雅思國際英語

測驗(IELTS) 
B2 江 O晴、任 O蓉、林 O薇 

多益測驗

(TOEIC) 
B2 

鄭 O婕、蘇 O慈、凃 O如、高 O嬅、鄭 O

瑜、鄭 O瑜、柯 O恬、黃 O婕、楊 O欣、王

O涵、張 O仙、張 O薇、鄭 O嘉、陳 O洛、

張 O杰、蔡 O庭、高 O瑜、蘇 O禎、方 O

婷、唐 O豪、洪 O晉、倪 O彬、林 O濬、林

O喬、黃 O芹、蔡 O安、陳 O婷、張 O婷、

王 O恩、鄭 O瑜、邵 O瑋、陳 O璇、郭 O

瑋、魏 O瑩、陳 O萱、陳 O剛、宋 O毅、林

O均、林 O瀅、洪 O瑄、蕭 O文、葉 O昇、

蔡 O萌、鄭 O婕、呂 O真 

日本語能力試

驗 (JLPT) 
B2(JLPT-N2) 蔡 O文 

雅思國際英語

測驗(IELTS) 
B2 江 O晴、任 O蓉、林 O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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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語檢定名稱 
CEF國際語言

能力指標 
姓名 

雅思國際英語

測驗(IELTS) 
C1 宋 O毅、林 O筑、宋 O毅、林 O筑 

多益測驗

(TOEIC) 
C1 

林 O伸、蘇 O慈、林 O諺、王 O倢、何 O

馨、蔡 O昕、林 O陽、王 O勻、柯 O恬、黃

O婕、王 O涵、張 O薇、陳 O洛、張 O杰、

蔡 O庭、廖 O程 

 

 

(三) 學生海內外實習 

本系提供大三、大四及碩士班同學海內外實習機會。實習公司包含：亞歷山卓精品傢俱

（越南）、來億集團(越南)、凱撒衛浴(越南、台北)、國華琺瑯製衣(台北)、三芳化工(台中)、

喬福泡綿(台中)、郁巧貿易有限公司(台中)、大力卜股份有限公司(台中)、香港商宇彌國際有

限公司(彰化)、冠果實業(彰化)、國泰世華銀行(台中)，台中商銀(台中)，廈門銀行(廈門)等多

家公司。 

本系於 111年 1月 13日舉辦「國貿系 110-2 實習說明會」，向本系學生說明加選 110-2企

業實習課程及實習行前須知，本系謝俊魁系主任、高惠娟老師與陳靜瑜老師也於會中勉勵同

學。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企業實習，總計共 21 名同學報名，實習企業包括：巨鷗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立崴飾品有限公司、天旺泰國際有限公司、台灣怡倫家居股份有限公司、沛榮國際

股份有限公司、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與文心分行)、上海商業銀行(市政分行與中港分行)、

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崇鑫通訊處)、宜家家居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分公司)、國泰綜合證

券股份有限公司 (數位營運中心)、台灣國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振通皮革有限公司、金宏昱

有限公司、歐利速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雅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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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110學年度學生實習名單 

實習公司 姓名 系級 實習地點 學年度 實習期間 

國立歷史博物館 蔡 O萌 3B 台北市 110-111 
2022/07/01 ~ 

2022/08/31 

越南鞋美公司跨境物流

與庫存管理實務 

(經濟部國貿局補助) 

林 O諺 3B (線上) 110-111 
2022/06/28 ~ 

2022/08/02 

越南鞋美公司跨境物流

與庫存管理實務 

(經濟部國貿局補助) 

林 O潔 3B (線上) 110-111 
2022/06/28 ~ 

2022/08/02 

越南鞋美公司跨境物流

與庫存管理實務 

(經濟部國貿局補助) 

林 O兒 3B (線上) 110-111 
2022/06/28 ~ 

2022/08/02 

越南鞋美公司跨境物流

與庫存管理實務 

(經濟部國貿局補助) 

李 O辰 3B (線上) 110-111 
2022/06/28 ~ 

2022/08/02 

越南鞋美公司跨境物流

與庫存管理實務 

(經濟部國貿局補助) 

凃 O如 2B (線上) 110-111 
2022/06/28 ~ 

2022/08/02 

國泰綜合證券股份有限

公司 
楊 O璟 4B 台北市 110 

2022/03/14 ~ 

2022/06/30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 
王 O媛 4A 台中市 110 

2022/03/01 ~ 

2022/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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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公司 姓名 系級 實習地點 學年度 實習期間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 
黃 O瑜 4C 台中市 110 

2022/03/01 ~ 

2022/06/30 

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

公司 
錢 O萱 4A 台中市 110 

2022/02/25 ~ 

2022/05/27 

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

公司 
江 O芸 4C 台中市 110 

2022/02/25 ~ 

2022/05/27 

台灣怡倫家居股份有限

公司 
鄭 O婕 4A 台北市 110 

2022/02/21 ~ 

2022/05/31 

歐利速精密工業股份有

限公司 
黃 O婕 4C 彰化縣 110 

2022/02/17 ~ 

2022/06/17 

巨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蘇 O倩 3A 台中市 110 
2022/02/10 ~ 

2022/04/29 

天旺泰國際有限公司 蔡 O原 3B 台中市 110 
2022/02/08 

~2022/06/30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 
徐 O軒 4B 台中市 110 

2022/02/07 

~2022/06/30 

立崴飾品有限公司 洪 O媚 3B 台中市 110 
2022/02/07 ~ 

2022/06/30 

立崴飾品有限公司 鄭 O平 3B 台中市 110 
2022/02/07 ~ 

2023/02/10 

沛榮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陳 O雅 4A 台中市 110 
2022/02/07 ~ 

2022/06/30 

沛榮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張 O婷 4C 台中市 110 
2022/02/07 ~ 

2022/06/30 

台灣國玉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陳 O云 4B 台中市 110 

2022/02/07 ~ 

2022/06/06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 
涂 O甄 4A 台中市 110 

2022/02/07 ~ 

2022/05/05 

雅嵐股份有限公司 廖 O欣 4C 台中市 110 
2022/01/27 ~ 

2022/04/07 

天旺泰國際有限公司 周 O諺 3B 台中市 110 
2022/01/25 ~ 

2022/06/30 

振通皮革有限公司 葉 O昇 4B 桃園市 110 
2022/01/17 ~ 

2022/06/30 

宜家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分公司 
何 O珈 4A 台中市 110 

2022/01/13 ~ 

2022/06/11 

金宏昱有限公司 任 O蓉 4B 台中市 110 
2022/01/03 ~ 

2022/06/30 

「110年青年暑期社區職

場體驗計畫」 

社團法人屏東縣海青青

弘會 

陳 O綺 3B 屏東縣 109-110 
2021/07/01 ~ 

2021/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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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學生畢業成果展演或其他展演活動 

1. 商用英文發表展(因疫情 110學年度暫停舉辦，預計 111學年度恢復辦理) 

本系自 2008 年(97 學年度)開始，每學年於第二學期固定舉辦商用英文發表展。商用英文

發表展為本系整合式課程(capstone course)。透過設計、規劃攤位的過程，學習如何吸引消費

者的目光、展示自身產品的特色；透過分析產品的優、劣勢，培養邏輯思考能力；運用組織、

統籌的能力，為一家公司想出一系列的行銷手法。 

「廣告」是可以讓大眾在短時間內被吸引的一種行銷策略，好的廣告可以在大眾心裡留

下好印象，藉以拓展客源、使公司創造更多的收益。 

學生將以分組的方式選擇一品牌，並以該公司的執行長的視角去為該公司量身訂做一個

廣告。本活動不但能訓練學生具備良好的英語溝通表達能力，靈活運用系上所學習到的商業

專業知識，也讓同學間能互相觀摩、彼此學習，提升自信心，勇於用英文表達自己的想法。

讓學生帶著這個學習經驗，在未來的職涯中發光發熱。 

109及 110學年度因應疫情暫停舉辧。 

  

《圖 6》108學年度商英展海報及會後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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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全球運籌管理競賽 

企業為因應全球化之趨勢，以『營運總部』之概念，運用通訊與資訊科技，驅動物流機

制，整合區域與全球資源，並強化核心能力，形成一堅實的供應體系，用以快速生產、及時

交貨，並分享衍生的資訊情報，滿足客戶需求與創造價值的經營模式。因此，物流管理嚴然

已成為企業的第三利潤源。藉由舉辦本項競賽活動，讓學生融合全球運籌管理課堂上所學知

識，透過案例分析與完整策略思考，培訓學生從供應上游到消費下游的物流策略規劃能力。 

 

《圖 7》110學年度 全球運籌個案競賽 

本係於 111/4/26、111/4/28、111/5/3、111/5/5舉辦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2022全球運籌個

案競賽」活動，由本學期修習全球運籌管理課程之貿 3A 及貿 3C 同學組隊參賽。讓學生融合

全球運籌管理課堂上所學知識，透過案例分析與完整策略思考，培養學生完整的物流策略規

劃能力。本活動並獲得本系與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經費發放總冠軍獎、最佳台風獎及最

佳簡報設計獎之獎勵。 

3. 實習發表會 

本系於 111年 3月 9日舉辦海外實習與交換發表會，活動當日邀請畢業系友及在校生共 6

位同學，分享本系專屬海外交換(西班牙赫羅納大學地中海學院、南京大學)與海外實習(鞋美

工業)之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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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實習心得分享 

實習地點：國立歷史博物館 

在實習的期間的一個半月中，主要工作分為兩部分，學習及實作。每週固定的館內各組

長根據博物館各組業務進行主題的分享，及以博物館工作人員單位參與文化部研習會—博物

館智慧升級計畫。為期六週的館內實務講座著實讓我更清楚博物館組織架構，各組別的業務

工作。 

實作的部分，大致有三項形式。其一為社群貼文，每周至少兩篇，結合生活的觀察及時

事與博物館典藏品作結合，希望透過貼近大眾的文字及圖片，吸引大眾對文物產生興趣，主

動了解典藏物。發想內容基本上會希望以系列主題為主，以其為軸心發想，讓閱讀時比較有

邏輯。其二為活動支援，參與活動是最直接了解文創行銷組業務的方式，從圖像授權的品牌

合作到角色 IP 的推廣活動，多樣化的業務打破對博物館的想像。此外也進行，品牌潛力開發

產品調查研究，目標尋找合作可行性較高的品牌圖像授權案。在這些工作內容當中，我覺得

活動前期的構思是最困難的，先了解授權的進行方式與再與不同合作對象的溝通，在其中找

到雙方的利益平衡，才可能順利合作。此外，在找尋適合的品牌與商品發展，也會需要更多

的時間去了解，才能實踐合作的目標。 

在每周的學習與實作中，由週誌紀

錄一週的所聞及所做，也成為一種不斷

逼自己反思的習慣。提出問題好像變得

不是那麼困難，因為我開始感受到，要

有足夠的好奇心才會產生疑問，而身為

實習生就是應該有很多問題，才會在實

習期間有所收穫。 

總結而言，能夠申請上史博館的暑

期實習，的確不在意料之內，這次的實

習機會對我來說卻不僅僅是實習，還是

一個對我跨域的肯定。與我同期的實習

生多為研究所學生，也從他們身上得到

許多之後未來的建議，並思考自身在跨

域這方面還需要累積相關經驗及能力，

才能在未來有更多方面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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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貿系最盛大的活動「國貿

之夜」，110 學年度於中正堂舉

辦，由國貿大一的三個班級，各

自票選出來的系花、系草及系寶

們輪番上場，展現各自最有活力

的一面。 

系學會也設計了遊戲區與同

學們互動，整體活動十分精彩，

為國貿系的回憶再添一筆! 

(五) 系學會活動 

國貿之夜 

  

  

    

 

 

 

 

 

 

 

 

 

 

 

 

 

《圖 8》110學年度 國貿之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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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貿系 系畢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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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 6 月 17 日，是 110 學年度畢業生們的大日子，經過四年的努力，修習專業的知識

及跨領域的能力，相信同學們已經準備好踏入職場或研究所，開始下一段新的篇章! 

國貿系教職員及全體系學會成員祝福各位畢業生：「畢業快樂 鵬程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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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師獲獎情形 (順序依照姓名筆劃排列) 

(一) 教學優良 

恭喜李佳蓉老師榮獲 110學年度教學優良獎。 

李佳蓉老師不僅積極參與導師相關之研習會、學務處辦理之教師成長專業活動以及大學

招生專業化等活動，於導師活動方面，佳蓉老師用心回答每位學生提出的問題，討論修課想

法及生涯規劃等事項，另追蹤關懷需特別輔導之學生是位專業、認真、具親和力的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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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學術著作獎勵 

《表 15》110學年度專任教師學術著作獎勵名冊 

序號 教師 職稱 學術著作名稱 類別 
學術 

類別 

獎勵 

級別 

1 
Donald 

Gotcher 
副教授 

Yen-Ju Chen, Shih-Chia Liu, Kuo-Lung Lai, 

Kuo-Tung Tang, Ching-Heng Lin, Yi-Ming 

Chen(張玉媚), Chih-Wei Tseng, Yu-Mei Chang, 

Donald F. Gotcher, Chuang-Chun Chiou, Shao-

Jen Weng( 翁 紹 仁 ) and Hsin-Hua Chen 

(2021.08).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risk of major 

adverse cardiovascular events in patients with 

rheumatoid arthritis: a nationwide, population -

based, case-control study. Therapeutic Advances 

in Musculoskeletal Disease, 13, 13-20. 

SCIE 
期刊

論文 

A級

著作 

2 張國雄 教授 

Chin-Hung Tseng, Kuo-Hsiung Chang and Ho-

Wen Chen (2021.11). Strategic Orientation,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Systems, and Eco- 

Innovation: Investigating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Absorptive Capacity. Sustainability, 12, 12147. 

SSCI 
期刊

論文 

A級

著作 

3 張國雄 教授 

張國雄 Kuo-Hsiung Chang 唐運佳* Yun-Chia 

Tang 林怡珊 Yi-Shan Lin（2021.07）。走出個

人的品牌之路 - 壽險從業人員形象管理 

角色對顧客導向行為影響之研究*。管理與系

統，28（3），341-373。 

TSSCI 
期刊

論文 

B級

著作 

4 林灼榮 教授 

Ching Yu Chen(陳靜瑜), Jwu Rong Lin(林灼

榮)* (2021.01). Tripartite Analysis of COVID-

19’s Impact on Stock Prices: A Case of Tesla 

Supply Chain in Taiw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17(2), 129-150. 

EconLit 
期刊

論文 

C級

著作 

5 林灼榮 教授 

Ching-Yu Chen(陳靜瑜) , J-Rong Lin(林灼榮)* 

(2021.06). Environmental Efficiency and Urban 

Ecology. Theoretical Economics Letters(TEL), 

11(3), 422-446. 

EconLit 
期刊

論文 

C級

著作 

6 林灼榮 教授 

陳 靜 瑜 , 林 灼 榮 *, 黃 慧 珊 *, 魏 志 仲 *

（2021.06）。台灣蘋果供應鏈價值創造與所

得不均度：技術效率中介效果。商略學報，13

（2），89-102。 

其他 
期刊

論文 

D級

著作 

7 陳仕偉 教授 

Xie, Z.(謝子雄 ), Chen, S.-W. (陳仕偉 )* and 

Hsieh, C.-K. (謝俊魁) (2021.05). Facing up to 

the polysemy of purchasing power parity: New 

international evidence. Economic Modelling, 98, 

247-265. 

SSCI 
期刊

論文 

頂尖

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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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教師 職稱 學術著作名稱 類別 
學術 

類別 

獎勵 

級別 

8 吳立偉 教授 

Wu, Li-Wei, Tang, Yun-Chia, and Wang, Chung-

Yu (2021.12). Managing Multichannel 

Integration, Designing Perceived Affordances, 

and Developing Customer Relationship in the 

Online and Offline Retailing. 台大管理論叢 , 

31(3), 161-202. 

TSSCI 
期刊

論文 

A級

著作 

9 吳立偉 教授 

Wang, Chung-Yu, Wu, Li-Wei, and Wei, Chung-

Lun (2021.03). Optimal Customer Participation 

and the Role of Relationship Lengt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ank Market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ank Marketing, 39(5), 

871-885. 

SSCI 
期刊

論文 

A級

著作 

10 吳立偉 教授 

Su, Bo-chiuan, Wu, Chi -Wei, and Yen, Ying-Li

(2021.11). Antecedents and Consequences of 

Trust and Loyalty in Physical Banks Affecting 

Mobile Payments. Sustainability, 13, 12368. 

SSCI 
期刊

論文 

A級

著作 

11 吳立偉 教授 

Su, Bo-chiuan, Wu, Ching -Wei, and Hsu, Ju-Li

(2021.07). Social Commerce: The Mediating 

Creation on Social -Effects of Trust and Value Co

Sharing and Shopping Intentions. Lecture Notes 

142.-in Computer Science, 12783, 131  

EI 
期刊

論文 

C級

著作 

12 吳立偉 教授 

Su, Bo-chiuan, Wu, Li-Wei, Chang, Yevvon Yi-

Chi, and Hong, Ruo-Hao (2021.09). Influencers 

on Social Media as References: Understanding 

the Importance of Parasocial Relationship. 

Sustainability, 13, 10919. 

SSCI 
期刊

論文 

A級

著作 

13 陳靜瑜 副教授 

Ching-Yu Chen(陳靜瑜) and Jwu-Rong Lin(林

灼榮)* (2021.06). Environmental Efficiency and 

Urban Ecology. Theoretical Economics Letters 

(TEL), 11(3), 422-446. 

EconLit 
期刊

論文 

C級

著作 

14 陳靜瑜 副教授 

陳 靜 瑜 、 林 灼 榮 * 、 黃 慧 珊 、 魏 志 仲

（2021.06）。台灣蘋果供應鏈價值創造與所

得不均度：技術效率中介效果。商略學報，13

（2），89-102。 

其他 
期刊

論文 

D級

著作 

15 陳靜瑜 副教授 

Kieu Lan Phuong Nguyen,Yen Hsun Chuang, 

Ruey-Fang Yu, Ching Yu Chen(陳靜瑜 ), Ho 

Wen Chen(陳鶴文)* (2021.03). Roles of Socio-

Physical Environments on Air Quality Control 

Policy with Respect to Knowledge, Attitude and 

Intention.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288, 

125735. 

SCIE 
期刊

論文 

頂尖

著作 

16 陳靜瑜 副教授 

Ching-Yu Chen(陳靜瑜 ), Jwu-Rong Lin(林灼

榮)* (2021.09). Tripartite Analysis of COVID-

19’s Impact on Stock Prices: A Case of Tesla 

Supply Chain in Taiw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17(2), 129-150. 

EconLit 
期刊

論文 

C級

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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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教師 職稱 學術著作名稱 類別 
學術 

類別 

獎勵 

級別 

17 謝俊魁 副教授 

Zixiong Xie, Shyh-Wei Chen(陳仕偉)*, Chun-

Kuei Hsieh(謝俊魁) (2021.05). Facing up to the 

polysemy of purchasing power parity: New 

international evidence. Economic Modelling, 98, 

247-265. 

SSCI 
期刊

論文 

頂尖

著作 

18 高惠娟 教授 

Erin H. Kao*、Donald Lien、 Tsung‐wu Ho 

(2021.04). Asymmetric return–volatility relation 

around the clock. review of financial economics, 

39(2), 178-202. 

其他 
期刊

論文 

A級

著作 

19 高惠娟 教授 

Kao E.H.*, Yeh C.-C., Wang L.-H., Fung H.-G

（ 2018.10 發 表 ， 2021.12 得 獎 ） 。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SR and performance: 

Evidence in China。排除自我引用:93次 

東海大

學高引

用期刊

論文獎 

獲獎

紀錄 

A級

著作 

20 唐運佳 副教授 

吳 立 偉 、 唐 運 佳 * 、 王 崇 昱  (2021.12). 

Managing Multichannel Integration, Designing 

Perceived Affordances, and Developing 

Customer Relationship in the Online and Offline 

Retailing. NTU Management Review, 31(3), 161-

201. 

TSSCI 
期刊

論文 

A級

著作 

21 唐運佳 副教授 

張國雄、唐運佳*、林怡珊（2021.07）。On 

the Way to A Personal Brand: Exploring the 

Influence of the Insurance Salesperson’s Image 

Management on Customer Orientation 

Behaviors 。 Journal of Management & 

Systems，28（3），341-373。 

TSSCI 
期刊

論文 

B級

著作 

22 李佳蓉 助理教授 

Ran Wang, Chia-Jung Lee (李佳蓉), Shu-Chien 

Hsu*, Jieh-Haur Chen (2020.09). Preventing or 

encouraging illegal activities by construction 

firms: effects of top management team 

compensation and aspiration-performance 

discrepancies.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and 

Architectural Management, 28(6), 1739-1760. 

SSCI 
期刊

論文 

A級

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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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其它獲獎 

《表 16》110學年度 獲獎紀錄 

教師 獲獎作品名稱 發表年月 
全部作者

姓名 
獎項名稱 頒獎單位 得獎日期 

高惠娟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SR and 

performance: 

Evidence in China 

2018-10 

Kao E.H.*, 

Yeh C.-C., 

Wang L.-

H., Fung 

H.-G 

高引用期

刊論文獎 
東海大學 2021/12/31 

 

《表 17》110學年度 獎補助名單 

獎補助項目 經費來源 教師 

科技部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 科技部 林灼榮 

延攬特殊優秀人才補助(110-1) 校內、高教深耕 曹古駒 

 

《表 18》110學年度 獲報章雜誌報導事項 

教師 單位 主題 報章雜誌 刊登日期 

謝俊魁 國貿系 漢傳佛教．聖嚴思想 跨界對話 
法鼓雜誌網路版

380期 
2021/08/01 

 

本系恭喜上述系上教師獲得的榮耀，另本系於 110有教師升等及聘任情形如下表： 

教師升遷 

教師 晉升 時間 

唐運佳 副教授 110 - 1 

Donald Gotcher 教授 110 - 2 

李佳蓉 副教授 110 - 2 

新聘教師 

教師 職稱 時間 

曹古駒 助理教授 110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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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師研究成果 (順序依照姓名筆劃排列) 

(一) 單位學術成果總表 

《表 19》110學年度 國貿系學術成果總表 

項目 學術類別 件數 備註 

研究計畫(評鑑) 國科會計畫 10  

 非國科會計畫 2  

學術著作(評鑑) 期刊論文 10  

學術活動及獲獎 國內外講學/研究/演講 8  

 參與國際學術活動 2  

 獲獎紀錄 1 列入四、教師

獲獎情形/ (三)

其他獲獎 

 獎補助 2 

學術服務與產業互動 獲報章雜誌報導事項 1 

 參訪活動 1 

列入六、本系

交流活動/ (一)

國內活動 

(二) 研究計畫(含件數經費) 

包含科技部專題計畫、科技部大專生研究計畫、科技部其他補助計畫、榮東計畫(產學合

作)、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以及其他政府部會研究計畫。 

《表 20》110學年度 國貿系教師執行之研究計畫 

序號 主持人 計畫類別 計畫名稱 
起始 

日期 

計畫總 

金額 

補助單

位名稱 

1 林東清 
專題研究 

計畫 

網路訊息行為對 COVID-19

防疫行為之影響—以健康行

為模式為中介變數來探討 

110/08/01~ 

111/07/31 
413,710 

國科會 

人文處 

2 高惠娟 
教育部 

研究計畫 

私立學校退撫儲金自主投資

標的全人生週期基金規劃案 

110/12/10~ 

111/05/09 
190,000 教育部 

3 李佳蓉 
專題研究 

計畫 

(110)當高階經理人選擇涉入

違法行為：多層次觀點研究

(2/2) 

110/08/01~ 

112/02/28 
640,000 

國科會 

人文處 

4 唐運佳 
專題研究 

計畫 

行動應用程式介面特性影響

效果之探討 

110/08/01~ 

112/01/31 
620,000 

國科會 

人文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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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主持人 計畫類別 計畫名稱 
起始 

日期 

計畫總 

金額 

補助單

位名稱 

5 吳立偉 
專題研究 

計畫 

探討全通路零售顧客忠誠度

之研究: 規劃及執行整合式

之行銷方案 

110/08/01~ 

111/10/31 
620,000 

國科會 

人文處 

6 高惠娟 
專題研究 

計畫 

運用公司內部 CSR報告書

與外部社群媒體觀感建構產

業 E.S.G綜合指標：以「非

低度污染產業」為例 

110/08/01~ 

111/07/31 
500,000 

國科會 

人文處 

7 張國雄 
專題研究 

計畫 

在國際轉包關係下，「國際

買方壓力」是否會加速「綠

色創新」？「聯合學習雙向

性」之中介角色和「由外而

內行銷能力」的調節作用 

110/08/01~ 

111/11/30 
550,000 

國科會 

人文處 

(三) 主持研究計畫獎勵名單 

《表 21》110學年度 國貿系專任教師主持研究計畫獎勵名單(科技部補助) 

教師 計畫名稱 計畫期程 計畫金額 管理費 

張國雄 

為什麼「聯合學習」還不夠？在國

際供應鏈合作夥伴關係中「動機」

和 

「機會」對「顧客回應」的作用 

108.8.1~109.11.30 600,000 47,400 

林灼榮 

台灣空氣品質大數據監測平台、機

器學習與政策模擬之跨領域研究－

台灣空氣品質大數據監測平台、機

器學習與政策模擬之跨領域研究

(3/3) 

109.1.1~109.12.31 1,100,000 118,000 

吳立偉 
社群媒體在電子商務的角色: 探索

影響社群商務顧客關係之因素 
108.8.1~109.7.31 496,000 41,000 

羅愛倫 

CEO的任命是為了帶領企業還是

令其濫用權力？CEO薪酬的決定

因素：以歐洲為例 

108.8.1~109.7.31 400,000 28,000 

高惠娟 
從眾交易對報酬─風險不對稱關係

之影響 
106.8.1~107.7.31 345,058 14,500 

李佳蓉 
董事會對於企業不當行為之約束力

探究 
106.8.1~107.10.31 130,511 5,200 

  合計 3,071,569 25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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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發表期刊論文 

Donald Gotcher 老師 

Chen, Y. J., Liu, S. C., Lai, K. L., Tang, K. T., Lin, C. H., Chen, Y. M., Tseng, C. W., Chang Y. M., 

Gotcher D. F., Chiou, C. C., Weng S. J. & Chen, H. H. (2021).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risk of 

major adverse cardiovascular events in patients with rheumatoid arthritis: a nationwide, 

population-based, case-control study. Therapeutic advances in musculoskeletal disease, 13, 

1759720X211030809. 

Weng, S. J., Wu, C. L., Gotcher, D. F., Liu, S. C., Yang, K. F., & Kim, S. H. (2022). Impact on 

Patient Safety Culture by the Intervention of Multidisciplinary Medical Teams. Journal of 

Patient Safety, 18(3), e601-e605. 

張國雄 老師 

Tseng, C. H., Chang, K. H., & Chen, H. W. (2021). Strategic orientation,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systems, and eco-innovation: Investigating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absorptive 

capacity. Sustainability, 13(21), 12147. 

林灼榮 老師 

Ching Yu Chen(陳靜瑜), Jwu Rong Lin(林灼榮)* (2021). Tripartite Analysis of COVID-19’s 

Impact on Stock Prices: A Case of Tesla Supply Chain in Taiw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EconLit), (1). 

吳立偉 老師 

Su, B. C., Wu, L. W., & Yen, Y. C. (2021). Antecedents and Consequences of Trust and Loyalty in 

Physical Banks Affecting Mobile Payments. Sustainability, 13(22), 12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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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 B. C., Wu, L. W., Chang, Y. Y. C., & Hong, R. H. (2021). Influencers on social media as 

References: Understanding the Importance of Parasocial Relationships. Sustainability, 13(19), 

10919. 

吳立偉 , 唐運佳 , & 王崇昱 . (2021). Managing Multichannel Integration, Designing Perceived 

Affordances, and Developing Customer Relationship in the Online and Offline Retailing/線上

與線下零售業管理多重通路整合, 設計環境賦使知覺及發展顧客關係. Tai Da Guan Li Lun 

Cong, 31(3), 161. 

陳靜瑜 老師 

Ching Yu Chen(陳靜瑜), Jwu Rong Lin(林灼榮)* (2021). Tripartite Analysis of COVID-19’s 

Impact on Stock Prices: A Case of Tesla Supply Chain in Taiw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EconLit), (1). 

唐運佳 老師 

吳立偉 , 唐運佳 , & 王崇昱 . (2021). Managing Multichannel Integration, Designing Perceived 

Affordances, and Developing Customer Relationship in the Online and Offline Retailing/線上

與線下零售業管理多重通路整合, 設計環境賦使知覺及發展顧客關係. Tai Da Guan Li Lun 

Cong, 31(3), 161. 

曹古駒 老師 

Tsao, K. C., Mukherjee, A., & Ray, A. (2021). Competition and Innovation in Markets with 

Technology Leaders. Games, 13(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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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國內外講學 

《表 22》110學年度 國貿系教師國內外演講場次 

序號 教師 

發表

國家/

地區 

主題 邀請單位 地點 演講日期 

1 陳仕偉 
TWN, 

台灣 

Three papers on COVID-

19 and stock market 

volatility, housing price 

bubble and PPP 

hypothesis 

國立臺灣科技大

學數位轉型暨前

瞻科技人才培育

中心 

台北 2021/11/03 

2 謝俊魁 
TWN, 

台灣 

國家持股會使企業社會

責任表現得不到股價及

財務上的回報嗎?--以中

國為例 

國立雲林科技大

學財務金融學系 

國立雲林 

科技大學

MA106 

2022/03/11 

3 唐運佳 
IDN, 

印尼 
Innovation, marketing, 

and entrepreneurship 

University 

Diponegoro 
線上 

2022/07/12 

~2022/07/22 

4 唐運佳 
TWN, 

台灣 
審查評量尺規工作分享 國立金門大學 線上 2022/06/29 

5 唐運佳 
TWN, 

台灣 
碩士生研究歷程規劃 靜宜大學企管系 靜宜大學 2022/04/07 

6 唐運佳 
TWN, 

台灣 
策略、競合與行銷 世新大學傳播所 

世新大學 

傳播學院 
2021/12/02 

7 唐運佳 
TWN, 

台灣 
行銷溝通與差異化 

信元製藥股份有

限公司 

信元製藥 

中科廠 
2022/07/18 

8 唐運佳 
TWN, 

台灣 
預見未來，科技與創新 忠明高中 忠明高中 2021/09/28 

(六) 參與國際學術活動 

《表 23》110學年度 國貿系教師參與國際學術活動場次 

教師 
活動國

家/地區 
活動名稱 參與項目 活動地點 開始日期 

謝俊魁 
TWN, 

台灣 

2022心靈環保跨領域

對話學術研討會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

擔任與談人 

法鼓文理學

院 

2022/06/30 

~2022/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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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系交流活動 

(一) 國內活動 

1. 招生相關活動 

【招生宣傳活動】 

(1) 110年 11月 24日國立和美實驗學校來校參訪，由本系謝俊魁主任向來訪師生 100餘

人介紹管理學院各系所。 

(2) 111年 3月 5日至 3月 6日由本系李佳蓉老師前往台北場大學博覽會進行招生宣傳活

動。 

(3) 111 年 3 月 14 日苗栗縣私立君毅高級中學來校參訪，由本系唐運佳老師接待，並進

行系所簡介。 

(4) 111 年 3 月 14 日臺中市立惠文高級中學來校參訪，由本系李佳蓉老師接待，並進行

系所簡介。 

(5) 111 年 4 月 22 日臺中市立后綜高級中學來校參訪，由本系李佳蓉老師接待，並進行

系所簡介。 

【高中模擬面試邀約】 

(1) 111年 4月 8日彰化高商邀約高三模擬面試，本系推派陳仕偉老師前往進行模擬面試。 

(2) 111 年 4 月 16 日台中市立人高中邀約線上高三模擬面試，本系推派唐運佳老師協助

指導高三同學大學第二階段模擬面試。 

(3) 111 年 4 月 22 日台中市明德高中邀約線上高三模擬面試，本系推派唐運佳老師協助

擔任該校同學面試指導。 

(4) 111年 5月 6日南投縣國立中興高中邀約高三模擬面試，本系推派陳仕偉老師協助指

導高三學生進行大學甄選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模擬面試)。 

(5) 111 年 5 月 11 日新竹縣國立竹東高中邀約，本系推派謝俊魁老師協助擔任該校管理

相關科系面試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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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先修課程合作】 

明道高中持續邀約本系共同開設 110 學年度第二學期大學先修課程  (Advanced 

Placement, AP)-「企業管理的科學與藝術」課程。由本系吳立偉老師與高中端的師長共同

規劃課程內容開課，並於每週三至明道中學上課。 

 

【高中營隊課程】 

本校於 111年 2月 19日及 2月 20日為高中生開設 2022年｢冬日輕營隊｣課程，其中

2 月 19 日下午場次 13：00 至 15：00 由本系謝俊魁主任擔任授課教師，主題為【特色課

程】經貿素養：從貨幣、匯率，到國際企業。 

 

【招生事務及活動】 

(1) 本系於 111年 3月 23日辦理繁星管道入學同學的線上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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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系於 111年 5 月 21至 22 日，在申請入學面試期間，辦理了 10場招生說明會，說

明會由謝俊魁主任與李佳蓉老師向面試同學及家長們分享本系理念及目標，並介紹

關於靠城及外來職涯等方向，對申請入學的招生狀況非常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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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系於 111年 7月 28日辦理分發入學管道之線上說明會。 

 

 

於國內之招生相關活動，本系全體教職員都十分積極協助參與，並於系網上及其他

宣傳網頁上做了許多努力，希冀使高中同學們對本系有更深刻的了解與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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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資炫歡迎前往本系系網閱覽： 

  https://inttrade.thu.edu.tw/     

https://inttrade.t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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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系所活動與參訪 

【大學入門新生活動】 

2021大學入門學系時間於 9/13下午於 Teams網路群組以線上方式舉行。首先由謝俊

魁系主任致歡迎詞、介紹各班導師 (A 班導師：唐運佳老師、B 班導師：李佳蓉老師及 C

班導師：陳仕偉老師)、介紹新任蔡瑞珉系教官及 4 位助教。接著由蔡瑞珉系教官說明安

全注意事項、課務助教介紹新生課務注意事項及系學會同學做選課說明及選課重點提醒。

另於系學會舉辦之 2021 大學入門新生迎新活動時，於二校網球場系主任向大一新生表達

歡迎及鼓勵。 

 

【參訪】 

111 年 4 月 29 日進行企業參訪，由謝俊魁系主任與于建汌老師一同帶隊前往亞洲大

學現代美術館，由館方安排專業導覽及參觀展物，讓同學更了解策展背後的細節與流程。 

教師 參訪地點 參訪內容 參訪人數 開始日期 結束日期 

謝俊魁 
亞洲大學 

現代美術館 
機構參訪 34 2022/04/29 2022/0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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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110學年度 國貿系參訪活動照片 



 

 

53 

 

(二) 學生交換 

本系與南京大學、西班牙赫羅納大學地中海學院合作辦理交換學生計畫，並設立專屬獎

學金提供本系學生申請。除此之外，本校每年舉辦姐妹校交換學生計劃、海外短期研習計畫、

雙聯學位計畫之甄選，其國家遍及日本、韓國、美國、歐洲、東南亞及港澳地區，本系皆積

極鼓勵同學申請。 

1. 國際交換 歐美地區 

姓名 國別 出國學期 交換/研習期間 交換/研習學校 

江 O晴 德國 1102 半年 柏林管理學院 

陳 O潔 西班牙 1101 一年 赫羅納大學地中海學院 

陳 O方 西班牙 1101 半年 赫羅納大學地中海學院 

滕 O妤 西班牙 1101 半年 赫羅納大學地中海學院 

鄭 O 法國 1101 半年 雷恩高等商學院 

2. 國際交換 亞洲地區 

姓名 國別 出國學期 交換/研習期間 交換/研習學校 

吳 O葳 日本 1102 2022/3/1~2022/3/18 
(線上)2022春季文化交流活動 

-關西學院大學 

莊 O芸 中國 1102 半年 南京大學 

蔣 O彤 中國 1102 半年 南京大學 

李 O澄 中國 1101 半年 復旦大學 

廖 O媃 中國 1101 半年 北京師範大學 

李 O蓉 韓國 1101 半年 韓國天主教大學 

林 O軒 韓國 1101 半年 延世大學 

王 O雅 日本 1101 2021/8/17~2021/8/27 
(線上)2021夏季文化交流活動 

-西南學院大學 

 

因 110 學年度疫情的關係，故系上專屬的交換機會取消，同學們申請的以學校交換為主，

以下分享前往法國雷恩商學院、復旦大學與北京師範大學的同學們所記錄的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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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 雷恩商學院 

交換生交流 

   

  

 

課堂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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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期間旅遊 

   

   

 

 

中國 復旦大學 

  

在復旦側門口的合影 與 東方明珠塔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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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的復旦上課路 與 復旦大學最有名的光華樓 

 

 

 

參加台聯會活動之小組合影 

 

 

 

 

 

 

 

港澳台合體的中秋活動合照 

 

 

 

 

中國 北京師範大學 

 

 

疫情期間，出入管制的

校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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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期間-選修課程 

西班牙文課班級合照 

 

 

 

 

 

交換期間出遊 - 司馬台長城 與 滑雪 

 

七、專題報導 

(一) 本系亮點活動 

國貿系積極邀請各界講者，包含傑出系友以及諸多學者等等到本系進行演講與分享，使

同學們除了課程上的理論，也能透過這些講者的分享，對於實務上有更多的了解，且結合不

同領域的特色及所需具備之技能，對未來職涯方向也能有所啟發。 



 

 

58 

 

1. 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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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競賽活動-2022國貿知識大賽 

本系於 110 學年度暑假期間，辦理 2022 國貿知識大賽，以鼓勵本系同學參與 10 月份舉

辦之第二屆全國國貿暨跨境電商知識大賽。同學們都積極參與，且在暑假期間認真準備練習

指定的題庫，恭喜三組同學獲得此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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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系友相關活動 

(1) 第 2屆系友會會員大會 

本系系友會於 110 年 11 月 27 日舉辦第 2 屆系友會會員大會，當日出席師長與畢業系友：

李世堯、翁嘉珠、莊光敏、張世遠、陳威豪、蔡文龍、鄭哲民、陳韻如、黃孟萱、謝俊魁、

沈玉美、陳先華、蔡逸凡、黃靖璇、林喬偉、周慧宜、何思儂、方豪、王茹青、周昊、郭秋

堂、張椘喬、呂函蒲、、連風彥、周皇志、邱千碩、羅子鈞、林昰斈、李青育、羅安之、林

志穎、吳立偉、林財丁、林灼榮、徐啟升以及校友總會李基正理事長、劉美華秘書長、呂閔

誌秘書等多位嘉賓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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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七屆系友回饋獎學金 捐贈儀式 

本系於 111 年 4 月 27 日舉辦「第七屆系友回饋獎學金 捐贈儀式」，以茲感謝第七屆系友

共 36 人，於 110 年 12 月 22 日及 111 年 1 月 25 日捐款 $600,000 至本系第七屆系友回饋獎學

金。活動當日四位系友代表蒞臨與系上師長及歷年獲獎同學交流、合影，互動熱絡、溫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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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 14屆系友畢業 31年同學會 

 

  

  

 

110 年 12 月 25 日，

第 14 屆系友共有 22 位回

到母校，也有多位在國外

的系友線上參與，透過辦

理同學會再次與畢業 31

年的同學們見面並重溫校

園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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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招生相關活動 

(1) 系網頁更新 

配合招策中心學系網頁更改計畫，於暑假期間全面進行系網改版更新作業，目前系網首

頁已依照招策中心提供之建議進行改版並已完成上線，後續陸續進行更新本系課程資訊、學

習活動、榮譽榜、交換與實習、招生專區等內容，期以讓高中生從本系網頁中，除了獲得所

需資訊外，並能充分了解本系提供之特色及資源，增加其就讀意願。 

 

 

(2) 系官方帳號維護與使用 

本系已建立 LINE 官方帳號，提供給通過申請入學第一階段甄

試同學加入，藉由社群媒體 LINE 官方帳號之經營，有效傳遞本系

招生特色，增加學生就讀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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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主題報導 

大專生金融就業公益專班，由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為協助家庭經濟不佳之大專生提升金

融專業知識，以進入金融相關行業就職，責成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主辦大專生金融就業公益

專班，並結合臺灣證券交易所、臺灣期貨交易所、(財)金融聯徵中心等單位的共同力量，給

有志投入金融業之大三同學申請，並於大四上學期開始修習相關課程。目前全國各地共有 9

所大專院校擔任核心開課學校。 

本系為響應本校推動大學社會責任(USR)，並協助學生獲得財務金融職涯的入場券，於

109 學年度積極爭取東海大學成為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指導、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

公司主辦、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承辦之「大專生金融就業公益專班」核心學校。在學

校的支持、本系高惠娟教授及系辦同仁的努力下，本校在 110 年 4 月順利獲選為「公益專班」

110 學年度第 7 屆核心開課學校之一，由本系協助辦理相關招生宣傳及課程事務，並由高惠

娟老師擔任專班導師，提升了本校關懷社會、熱心公益之聲譽，並奠定學生接軌金融職涯的

基礎。 

本專班邀請金融業專業講師在週六、週日開授財金證照輔導課程，讓學生以上課代替打

工；不但免收學費及教材費，還給學生生活津貼並補助證照報名費，讓學生無後顧之憂地考

取「證券商業務人員」、「期貨商業務員」、「信託業務人員」、「人身保險業務員」、「投信投顧

相關法規」、「金融市場常識與職業道德」等財金證照。 

大專生金融就業公益專班(第 7屆)  

110 學年度第 7 屆，本班共計有 40 多名同學申請並獲得機會修習課程，包含本校國貿系、

財金系、企管系與資管系等系所學生。110 年 9 月 25 日起於周六、周日開始安排產官學專家

授課，始業式當日敬邀國貿系謝俊魁主任與高惠娟老師蒞臨致辭，給予同學們期許與勉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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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屆因疫情關係，故始業式於兩間教室同時舉行) 

 

本校 110 年「金融就業公益專班」執行成效卓著，獲主辦單位來函邀請本校繼續擔任

「公益專班」111學年度第 8屆之核心開課學校。 

 

大專生金融就業公益專班申請(第 8屆) 

111 學年度第 8 屆「大專生金融就業公

益專班」，本專班之報名期間自 111 年 4 月

22 日起至 5 月 31 日截止(延至 111/6/13(一)

申請截止)，已將該訊息公告周知，並安排

本系高惠娟老師至部分班級進行招生宣傳。

共有約 70 名同學申請，包含本校企管系、

行政系、國貿系、政治系、財金系、會計系、

經濟系與資管系等多個系所同學報名，最終

有 63位同學獲得機會修習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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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傑出系友介紹 

本系第 22 屆系友毛振華學長，於 2021 年 9 月 8 日晉升群益期貨股

份有限公司總經理一職。毛振華學長是東海大學國貿系畢業，投入業界

逾 20 年的群益期貨，一直秉持著創新求變的理念放眼國際，引領期貨

業發展至另一新高度，是該公司的業務大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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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職涯發展 

(一) 職涯輔導 

本系積極鼓勵學生參預校內外所提供之實習，並且給予實習學分。另外也鼓勵同學報名

學校所辦理之微學程等相關課程，希冀系上同學對未來能夠有更明確的方向。以下為本系公

告之微學程公告與實習資訊。 

1. 國貿產業實習微學程 

(1) 設立宗旨及特色 

由於國貿系許多系友分別在各產業界擔任企業主、上市櫃公司高階主管及金融業高

階主管等，此學程將結合國貿系系友會的資源，邀請許多事業有成之系友擔任業師，回

系開設職場訓練課程，並提供實習機會，在與本系教師合作下，協助同學在參與完此學

程後，能提升職場競爭力，達到畢業後能順利與就業接軌之目標。 

(2) 教育目標及核心能力 

連結國貿系友資源，藉由企業導師融入課程，讓同學藉由實務課程學習、產業實習

與就業形成一條龍系統，以達到培育適才適所的產業優秀人才或未來創業家之目標。 

A. 實務應用能力：學習如何將所學專業知識，整合應用至實務技術的能力。 

B. 團隊合作能力：實務專題或個案研討方式，培養計畫管理、有效溝通與團隊合

作的能力。 

C. 職場實務知能：藉由工作倫理、職場與職務之認知與溝通協調技能、生涯規劃、

國際禮儀及職場禮儀、履歷自傳撰寫秘訣、面試模擬演練等主題，提升同學職

場重要技能。 

D. 創新創業能力：在瞭解台灣產業之現況發展、公司經營現況後，能激發創新創

業的思維。 

(3) 學程之課規劃及修業規定 

A. 實習前導課程&職場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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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菁英教育 (3 學分) 

 職場核心職能 (3 學分) 

 創新與職場技能 (3 學分) 

B. 專業課程 

 國際經營實務 (3 學分) 

 財經資訊解析 (3 學分) 

 企業資源規劃 (3 學分) 

C. 產業實習 (必選) 

 企業實習 (3 學分) 

上述課程，企業實習(3 學分，必選)，其餘 A.和 B.需完成至少二門選修課程，總計 9 學

分。 

(4) 實施辦法： 

A. 實施對象：本校各院系大學部三年級(含)以上學生及研究生。 

B. 學程證書：修滿本學程規定課程，且符合原系畢業條件時，經審查確認後，由

學校發給學分學程修業證明書。 

2. 本系專屬提供之實習機會 

⚫ 學期實習：國泰世華銀行、台灣艾司摩爾 ASML 

⚫ 暑期實習：凱撒衛浴、鞋美工業、達聲企業 

國貿系另有合作企業直接提供實習的機會，這些機會不僅讓同學們在就學期間就能

累積在課堂上無法教授的實務經驗，也讓同學們的自我核心能力、邏輯思考能力、軟實

力、未來工作就業方向、業界人脈的建立等都獲得很棒的提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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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畢業生流向 

1. 畢業生就業 

本系畢業生之就業產業包含製造業、批發零售業、金融保險業、服務業以及其他產業等。

以下僅簡要列舉部份工作類型，還有更多元的就業機會及方向可供同學們選擇。 

(1) 國貿專員、國內外業務人員： 

開發國內外潛在客戶，拓展市場；掌握客戶需求，報價、接單，經營客戶關係；掌

握訂單、追蹤進度，製作銷售相關文件，安排出貨事宜。 

(2) 財務金融相關專業人員： 

服務於國內外企業的財務部門，或服務於提供銀行、保險、投資、證券等金融服務

的國內外企業。例如：企業的資金調度、外匯交易、風險管理等財務人員，銀行的儲備

幹部、授信、風控等人員，以及理財規劃、財務分析、金融交易、保險規劃、金融商品

設計等人員。 

(3) 國內外行銷人員： 

運用國內外市場調查及顧客意見等資訊，制定、協調、或指導行銷策略及計劃。例

如：市場調查分析、通路規劃開發、數位行銷、品牌策略、產品策略、行銷規劃、廣告

企劃、顧客關係管理等人員。 

(4) 供應鏈管理師： 

整合上下游，透過規劃、採購、生產、配銷、與退貨等流程之安排，快速敏捷地回

應顧客，創造企業競爭力。 

(5) 專案經理與專案團隊： 

專案經理帶領專案團隊，透過交付獨特的產品、服務或成果來實現顧客價值；專案

團隊因特定任務所需的技能而聚集在一起，創造跨領域的合作力量。 

以上所列舉的工作，其所需具備的基礎技能都包含在本系的課程內。高年級(大三以上)

的導師們也都會鼓勵並輔導同學參與實習，所以更能夠讓同學們銜接職涯，提升自身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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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畢業生流向調查-職業類型 

 

《圖 11》畢業生流向調查-工作類型與系所專業課程符合程度 

2. 畢業生升學 

本系大學部同學在完成「國際經貿與金融」及「國際企業管理」兩大領域的學習後，可

聚焦於適性的專業方向繼續攻讀碩士班。歷年學生多數考取國貿、企管、人資、財金、會計、

經濟、行銷、物流供應鏈等相關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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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110學年度捐款芳名錄 

於 110學年度期間 (110年 8月 1日至 111年 7月 31日)共有 46位畢業系友及師長們捐款

約$840,000至本系「國貿系發展基金」，感謝各位捐款者的熱心貢獻。 

 

《表 24》110學年度捐款芳名錄 

捐款日期 捐款者姓名 捐款金額 

111/07/06 黃明慧 $60,000 

111/04/27 黃毓傑 $39,980 

111/03/22 吳立偉 $1,000 

111/01/25 麻文淵 $40,000 

111/01/25 楊文光 $10,000 

110/12/28 葉姿蘭 $30,000 

110/12/28 葉姿蘭 $40,000 

110/12/20 黃美鈺 $10,000 

110/12/20 桑馥慶 $10,000 

110/12/20 童雪棠 $10,000 

110/12/20 羅偉德 $30,000 

110/12/20 徐太山 $50,000 

110/12/20 高文喜 $10,000 

110/12/20 周志豪 $20,000 

110/12/20 王來合 $10,000 

110/12/20 吳素蘭 $10,000 

110/12/20 張長信 $10,000 

110/12/20 杜永城 $10,000 

110/12/20 簡進勳 $3,000 

110/12/20 曾文昌 $20,000 

110/12/20 何文翰 $10,000 

110/12/20 楊宗瀚 $10,000 

110/12/20 駱順仁 $10,000 

110/12/20 蕭雅琴 $10,000 

110/12/20 黃銘祿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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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日期 捐款者姓名 捐款金額 

110/12/20 王杰舜 $10,000 

110/12/20 蔡連從 $12,888 

110/12/20 陳宜中 $20,000 

110/12/20 李政彥 $10,000 

110/12/20 麻文淵 $5,000 

110/12/20 陳建勳 $16,800 

110/12/20 鄭馨輝 $10,000 

110/12/20 高麗蜜 $10,000 

110/12/20 梁錦輝 $10,000 

110/12/20 呂素惠 $10,000 

110/12/20 王慧敏 $10,000 

110/12/20 曹邦荃 $50,000 

110/12/20 吳江南 $50,000 

110/12/20 劉溪鶴 $20,000 

110/12/20 吳明國 $12,312 

110/12/20 陳義豐 $30,000 

110/12/20 姚兆基 $10,000 

110/12/07 張世遠 $1,000 

110/11/12 林朝祥 $4,000 

110/10/26 
中華民國東海大學國際經營與

貿易學系系友會-李青育理事 
$60,000 

110/09/22 陳永昌 $2,000 

110學年度 合計 $837,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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