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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長的話】 

本次電子報是商管學院合併後的第一次發行，我要為這一期電子報奏出商管學院起

帆的號角。在 2008年中，不管是在國際或國內政治經濟、以至到學校的組織整併，都

是非常精彩。美國金融風暴延燒全世界，無一倖免，也讓台灣的科技大廠，掀起無薪休

假、大量裁員。目前學校營運沒有受到影響，但我們學生的家庭可能已受到影響，所以，

我們更應注意學生動向，努力去解決學生的困境。值此期間，我們更應在教學規劃、學

術研究及產學合作的推廣，貢獻大家心力。去年底學校開始推動系所 KPI制度，旨在讓

學校老師多元化的動起來，期望每位老師都有企圖心去推動產學服務，並執行研究及產

學合作案，無非讓本校更符合科技大學應有的角色，在此，我當然希望各位老師能了解

學校的想法與期望，一起來配合及推動。 

本院所申請『教育部重點特色計畫－服務科技創新與創業實驗園區建置計劃』構想

書已獲初步通過，詳細計畫書也已完稿並寄達教育部，98年度國科會計畫的申請，本

院共提出 112件的申請案；在 1月 7日所辦理大專生申請國科會計劃的講習中，也有

42位同學及 8位老師參與，可預期今年申請案件一定比去年來得好；另外在『教育部

推動技專校院與產業園區產學合作計畫』的爭取，本校是所有私立科技大學中獲得的研

究經費的第一名，當然本院老師所申請 4件中，也通過 2件；以上都顯現本院的研究能

量，只要大家的熱情投入，必有所成。 

最近，有位教授跟我談起，他在辦理活動的過程中，感受到本院的老師有點冷漠，

他認為大家都是學校的同仁，不應如此的漠不關心，這樣的反應讓我覺得有點氣餒，所

以，我希望大家可以認真思考，當然我也希望院本部能發揮更多橋樑的功能，作為大家

溝通交流的媒介。在此，『尊重』、『熱情』及『企圖』是我認為本院教職同仁應該擁

有的，也應該認真去推動的。 

商管學院已正式於 98年 1月開始運作，98年 2月開始我們會將學院辦公室整合至

圖書資訊大樓六樓（EMBA專用教室），歡迎各位老師及同學，有空來坐，敬祝    新

年快樂，平安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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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看板】 

 09月 02日 97年度老闆娘學院開訓典禮。 

 
  

 11月 27日 

（休閒事業管理系、 

國際企業系） 

舉辦「國際行銷暨會展人才之培育與養成論壇」，邀請斌視企

業國外部經理曾志明演講：國際行銷人才之培育與養成；展昭

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姚晤毅執行副總演講：國際展覽人才之

培育；集思會展事業群資深經理陳亞萍演講：會展產業概論與

人才需求。 

 
  

 11月 27日 

（休閒事業管理系、 

國際企業系） 

舉辦「展覽籌劃與行銷實務研討會」邀請展昭國際企業股份有

限公司姚晤毅執行副總演講：展覽籌劃與行銷實務。 

 
  

 10月 29日 

（餐旅管理系） 

邀請大億麗緻酒店:劉東春副總經理演講「如何適應職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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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 01日 

（AMBA） 

邀請南一國際專利商標事務所沈慶慧總經理演講「經理管理者

對相關智財事件之分析判斷」。 

 
  

 11月 11日 舉辦「商業經營企劃研習會」。 

 
  

 11月 19日 

（行銷與流通管理系） 

林志鴻老師就業課程─實體配送。邀請科學城物流股份有限公

司業務代表林繼昌蒞校演講，主題：國際物流中心支援半導體

製造業物料供應鏈模式之探討。 

  

 11月 20日 

（行銷與流通管理系） 

與台灣科學園區同業公會南部園區企劃行銷暨公共事務委員

會承辦「2008南科行銷暨公共事務論壇」，邀請美梭生物科技

公司高美雯董事長及台南企業文化藝術基金會葉重利執行長

進行兩場專題演講，主題分別為「MesoPhase, a technical 

base company, appearance on International Market」及「美

學經濟與品牌行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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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 20日 

（休閒事業管理系） 

與大坑休閒農場產學合作，舉辦「織竹嚐樂」活動。 

 
  

 12月 02-04日 

（商管學院） 

舉辦「實驗設計及 Statistica 應用研習會」由企業管理系呂金

河教授主講，進行 3天的研習。 

 
  

 12月 03日 

（行銷與流通管理系） 

林吉祥主任就業課程─零售管理。大三學生至北海道超市學習

商品陳列實地演練。 

  

 12月 04日 

（AMBA） 

由曾文宏老師帶領 AMBA學生前往一德金屬企業參訪。 

 
  



商管學院電子報 第一期 

第 5 頁，共 10 頁 

 12月 05-06日 舉辦「主要國家智慧財產權保護策略新趨勢研討會」。 

 
  

 12月 05日 

（行銷與流通管理系） 

林志鴻老師就業課程─實體配送。邀請長榮國際運儲課長張永

偉蒞校演講，主題：國際物流海運作。 

  

 12月 09日 

（行銷與流通管理系） 

黃文宏老師就業課程─廣告管理。邀請動力整合行銷有限公司

創意總監林宗志蒞校演講，主題：整合行銷提案策略與案例分

享。 

  

 12月 09日 

（行銷與流通管理系） 

黃識銘老師就業課程─品牌管理。邀請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企劃處組長賴建銘。 

  

 12月 09日 

（行銷與流通管理系） 

林吉祥主任就業課程─零售管理。邀請統一企業通路服務部組

長沈世仁，主題：商品陳列實作。 

  
 12月 09-12日 

（商管學院） 

舉辦「SPSS統計軟體應用研習會」由企業管理系呂金河教授

主講，進行 4天的研習。 

 
  

 12月 10日 

（行銷與流通管理系） 

承辦教育部技職校院「97學年度技專校院教師赴公民營機構

實務實習」。研習地點：高雄夢時代。主題：「現代購物中心的

經營管理與未來趨勢」、「零售業的變遷與購物中心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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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 16日 

（行銷與流通管理系） 

黃文宏老師就業課程─廣告管理。邀請儀大股份有限公司專櫃

副理王進益蒞校演講。主題：全球新顯學 ZARA之經營。 

  

 12月 16日 

（商管學院） 

舉辦企業倫理研習營，邀請輔仁大學廖湧祥老師與商管學院老

師進行「企業倫理教學經驗分享」。 

 

  

 12月 17日 

（行銷與流通管理系） 

林吉祥主任帶領大三及碩士班學生校外參訪高雄夢時代。 

 
  

 12月 19日 

（財務金融系） 

舉辦「第一屆財務金融教學校際交流研討會」進行四組分組研

討。1)不動產組由王靜怡老師擔任引言人，邀請高雄大學金管

系蔡怡純老師及騰勝保險經濟人有限公司蔡丙寅協理擔任與

談人。2)金融保險組由陳曉蓉老師擔任引言人，邀請中正大學

財金系黃介良老師及華南銀行新市分行陳岱夆擔任與談人。3)

財務組由蘇志泰老師擔任引言人，邀請中正大學財金系王元章

老師及臺灣開億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稽核組買志偉資深專元擔

任與談人。4)投資組由何啟銘主任擔任引言人，邀請政治大學

金融系廖四郎主任及日盛證券經紀處南區督導詹美琴副總經

理擔任與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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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 20日 

（AMBA） 

邀請益全生化科技王國全總經理演講「生技公司創業管理」。 

  

【人物花絮】 

 11月 08日 聯合晚報報導本校 EMBA為上班組最愛國內 EMBA第 6名。 

  

 11月 19日 資訊管理系方榮爵老師「無處不在的網路多媒體系統對高等教

育的衝擊」計畫獲國科會補助赴美國加州大學 Berkeley 校區

短期研究 3個月。 

【師生得獎】 
 10月 25日 

（資訊管理系） 

陳炳文老師指導盧鵬元同學參加中華電信主辦之「2008電信

加值應用大賽」獲得固網加值應用組佳作。 

  

 10月 25日 

（資訊管理系） 

陳志達老師指導曾茂偉、張清茹、張雅婷、蔡元碩、簡敏政 5

位同學參加中華電信主辦之「2008電信加值應用大賽」進入

網路社群平台發展組決賽。 

  

 11月 04日 

（行銷與流通管理系） 

施坤壽老師指導學生江定國在經濟部中小企業處主辦的「第

13屆中小企業研究碩博士論文獎」碩士組中榮獲佳作。 

  

 11月 04日 

（行銷與流通管理系） 

黃識銘老師在經濟部中小企業處主辦的「第 13屆中小企業研

究碩博士論文獎」博士組中榮獲佳作。 

  
 11月 05日 

（行銷與流通管理系） 

施坤壽老師指導學生馬瑋涵在「第五屆服務業管理與創新學術

研討會」中獲選優勝。 

  

 11月 15日 

（資訊管理系） 

陳志達老師指導曾茂偉、張清茹、張雅婷、蔡元碩、簡敏政 5

位同學參加僑光技術學院主辦之「97年教育部全國校園軟體

設計創意競賽」進入應用軟體類決賽。 

  

 12月 06日 

（餐旅管理系） 

蔡宏儒老師指導梁靖梅同學參加高雄市政府建設局與高雄市

糕餅糖菓業職業工會舉辦之「2008 高雄糕餅爭霸賽—金讚高

餅」獲得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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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 08日 

（餐旅管理系） 

蔡宏儒老師參加南投縣政府舉辦之「2009日月潭美食伴手禮」

以「茶香杏仁餅」獲得優選、獎金 2萬元、獎牌一式、專業包

裝設計服務一式、試吃品嚐會一場及使用「2009 日月潭美食

伴手禮優選」標章權。另一作品「日月酥」獲得佳作。 

  

 12月 12日 

（餐旅管理系） 

萬金生老師指導林玓璇、吳玟慧、張涵宇、吳美誼、及吳玟頻

5名同學參加高雄餐旅學院舉辦之「第二屆全國餐旅創意競賽」

獲得學生組佳作。 

 
  

 12月 12日 

（餐旅管理系） 

黃旭怡主任、施慧雯老師、鄭淑勻老師、葉佳聖老師、蔡宏儒

老師及沈韶儀老師參加高雄餐旅學院舉辦之「第二屆全國餐旅

創意競賽」獲得社會組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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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 14日 

（餐旅管理系） 

施慧雯老師及黃旭怡主任指導四餐三甲譚禮欣同學參加台南

縣政府文化處舉辦之「2008年鹽焗高手聚鹽山-鹽局料理大賽」

獲得第三名及獎金 1萬元。 

 
  

 12月 14日 

（餐旅管理系） 

施慧雯老師及黃旭怡主任指導四餐一甲張守誠同學參加台南

縣政府文化處舉辦之「2008年鹽焗高手聚鹽山-鹽局料理大賽」

獲得第一名及獎金 3萬元。 

 

【校友動態】 

 EMBA第三屆學生吳孟融榮獲經濟部「中小企業創新研發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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