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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應該是火紅鳳凰花下，有著這各位學子燦爛笑靨、與同學聊著未來

志向與挑戰、與家人歡欣拍照慶祝人生邁入新里程。 但「無語與花別，卻看枝上
紅」。在世紀疫情下，一切靜謐無語。但諸位學子切莫因為如此，而感到憂悶而
無趣。

回想四年前你們為進入大學而努力，參加一連串的面試與考試，在因緣俱
足下來到逢甲國貿與諸位師長和同學認識結緣。這四年來，在校園裡聊著青春的
話語和夢想，嬉鬧追逐展現你們的活力。在課堂上學習老師所教導的專業知識，
為著下一場報告或考試而緊張。從課外的活動到日常生活，你們學習與同學和師
長互動、學著看似無用但卻影響你人生態度的生活理念等。這四年是你人生中最
寶貴的時光，它形塑著你們的一點一滴，而這些學問與做人處事將會是你人生中
最豐厚的養分，讓你具備基本專業能力應對未來挑戰。

在畢業前夕，容我再次給各位110級畢業班同學們三個叮嚀，
1. 以一顆開放的心持續各項學習與接受新知；
2. 好好經營家人及朋友的關係，他們將會是你未來生活上最佳的陪伴；
3. 培養規律的運動與休閒有助身體健康、放鬆心情舒緩壓力，讓心靈層次
得到提升。

過去日子裡，你們參與各項的國際交換、專題競賽、行銷競賽以及實習活
動等，在台灣各個領域與角落中發光發熱，展現逢甲國貿人的特質、自信與驕傲。
期待你們帶著這份自信與驕傲，以及家人與師長的祝福，揚起你人生的船帆去接
受未來挑戰，去贏得你自己的海闊天空。願你們展翅高飛，盡情揮灑自我美麗人
生色彩。

欣逢本校110級畢業典禮前夕，謹代表系上祝福並恭賀110級畢業同學們

畢業快樂!

系主任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系主任
給110級畢業生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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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 to Say Goodbye

Without a hug, I have to say
goodbye to everyone here at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through this
letter. I wish you to transform into a
healthy lifestyle in order to maintain at a
high energy level. I believe the only way to
survive, as doing a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is to find a space to co-evolve
with your enemies/ competitors. We have
to find a space in the universe to co-
evolve with other people/ AIs, viruses/
diseases, countries/ communities. And,
“Do NOT let the bastards drag you
down”, as an English saying taught. Wish
us luck, and look forward to seeing you
again.

Dr. I Han

韓宜老師將赴英國實現理想
~Our most sincere wishes to her~

I chose to leave FCU, the great university as my longest career (so

far). It’s the time to say goodbye, right after my 10th year with you. It is
the most challenging decision, just as it is now the most challenging time
for all people in Taiwan. We even haven’t got a chance to have a farewell
party as our Director Wu planned, when he got my resignation notice in
March 2021.

It is a journey for the second life right at my age of 50. Nothing has
been such exciting, even with such enormous uncertainty, during a time at a
global “ground zero”. There is no rule, as the rule is reset every day. It’s
like an adventure, not just to our students at their young years, but also to
me and my dear colleagues.

I am going to England soon. As a facul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I
never feel the distance between Taiwan and England such huge. It will be
difficult to fly frequently as before. However, it will also be difficult to
assume anything at this moment.

Never assume anything has been what my English fiancé, Mr. Paul
Sherring, enlightened me. There is always the possibility as the universe is
infinite. We met each other in 2018 when we did not even want to talk to
each other, living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planet. As an Asian, I gradually
understand how western people see us, as well as how much they
appreciate our Chinese/ Asian culture/ tr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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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華國際經貿研究學會主辦，輔仁大學金融與國際企業學系及台北商

業大學國際商務學系協辦之「2020大學生國際經貿與商務專題競賽」複賽於
2021年1月18日在輔仁大學舉行。本校國貿系2組學生團隊在江怡蒨老師指導下，
謝孟宏、蘇柏維、楊育陞、何東憲、邵柏勛5位同學以「G20與歐元區各國國際
收支帳與匯率之關聯-兼論央行干預」專題榮獲全國第二名；吳安婷、吳沛祺、
吳宜軒、陳忻、徐資琳5位同學的「台商赴東協投資與財務彈性：兼論RCEP衝擊
之產業因應」專題榮獲佳作，表現亮眼。此次比賽前三名團隊，將代表台灣賽區
前往新加坡參加「全球大學生國際經貿與商務專題競賽」。

獲獎的同學們表示，非常感謝江老師費心及耐心的指導他們，從結合時事
的研究主題、量化數據收集、統整計算、迴歸驗證，到專題內容撰寫、分析、修
改等，看到專題慢慢成形到完成，就像騎著單車爬上陡峭蜿蜒的山，過程並不容
易，但到達山頂後望去是一片絢麗光輝的餘暉，感覺非常美好。尤其賽前與江老
師反覆練習簡報及台風，才能將近完美的成果在有限簡報時間中呈現在評審面前，
並在評審犀利提問下能臨危不亂地應答，大大提升了抗壓能力。

除此之外，在參賽過程中，同學們從其他團隊學習許多，同時看到自身的
不足。參賽經驗讓他們反思及產生更上層樓的動力，自許：「在成長的過程中，
永遠不會有最好的你，因為只有不斷進步，讓今天超越昨天的自己」，積極迎向
下一個競賽挑戰，爭取更好的表現。

2020大學生國際經貿與商務專題競賽

國貿系團隊榮獲全國第二名及佳作

賀！賀！

5

主辦單位頒發獎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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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一合格的閱聽人，不知道大家可曾對於生活周遭每天發生的訊息感

到好奇，並且會因為好奇而做更深入的研究。此次啟發我們做此篇研究的動機是
源自於從去年年初，新台幣便開始升值，於年底時更逐漸接近、最後更升破了所
謂的央行防線，使去年一整年新台幣升值幅度高達了7%之餘，對於台灣產業造
成了偌大影響。而匯率對於像台灣此種以出口為主，支撐國家整體經濟的國家來
說十分的重要。基於對此相關議題的好奇，於是我們選擇了它作為專題研究方向。

我們此次的研究將重心放在匯率的基本面-國際收支帳，擬了解國際收支
與匯率關聯性及其中央行的角色。透過資料庫取得G20及歐元區各國之國際收支
帳與匯率的初級數據，並利用三種研究方法進行後續的研究，包含圖形分析、相
關係數與統計迴歸。在研究和分析的過程中也透過與指導教授的討論，對我們的
論文內容進行修正，讓論文更具研究深度與可使用性。相較於過往的大學課程，
此次的專題實作讓我有機會能將課堂上學到的理論，實際應用於研究當中，並

獲獎心得
獲獎題目：
G20與歐元區各國國際收支帳與匯率之關聯

-兼論央行干預

2020大學生國際經貿與商務專題競賽

國貿四丙謝孟宏

第
二名

增添了對一個議題的邏輯
思考與組織能力，讓文章
在敘述上不僅能具有專業
性且不同段落間也能更具
有連貫性及整體流暢性；
此外，從收集數據到統計
迴歸分析研究，都無法假
他 人 之 手 ， 因 此 對
AREMOS 及 Datastream
等財經數據資料庫更加熟
悉，並且學會了如何利用
軟體將數據進行統計迴歸，
這些都是課堂上所學習不
到的寶貴知識，也是完成
此次專題最大的收穫。

▲競賽報告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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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競賽獲獎心得

在參賽過程中，我們遇見許多來自不同大學的隊伍，彼此都依照自己的主
題採用不同的研究方法。之前沒參加過相關競賽的經驗，對我而言，這次的專題
競賽是一次既緊張又特別的體驗。藉由聆聽不同隊伍報告的過程中，看到了許多
未曾想過的議題，也獲得了以不同的角度看待之前所熟悉議題的機會，使我也從
中學習到許多，同時也看到了自己的不足，包含在專題的報告上與評審提問的應
答上，都有許多可以再改進的地方。雖然這此次競賽中，我們並未獲得第一名的
獎項，但藉由這次競賽我已獲得了更多，因為如果沒有參與此次的競賽，我便不
能擁有如此寶貴經驗。

最後我想感謝我們的指導老師-江怡蒨教授，如果沒有老師對我們的指導，
我們的專題無法有如此的成果。也謝謝我的團隊，在報告的一路上的陪伴，並支
持著我做想做的事，我們也一起解決了許多困難的問題，讓專題最後能夠成功地
呈現。並謝謝一路上給予我幫助的人，讓我在大學階段最重要的課題能夠如期完
成。也謝謝自己，並送自己一句話，「在成長的過程中，永遠不會有最好的你，
因為只有不斷進步，讓今天超越昨天的自己」。

國貿四丙何東憲

我們進行的專題有許多研究內容是應用於江怡蒨老師所講授「國際財務

管理」課程之部份所學，包含了上課所教導的如何利用學校提供的AREMOS資料
庫找到數據資料、以及匯率和國際收支帳及央行干預等主題，幫助我們對匯率有
更深的認知。從暑假開始選定題目、收集資料、學習如何用程式來跑迴歸之後進
行分析，一直進行到年底。

這次的題目也和台灣在國際上的定位有很大的關聯，台灣長年都是出超，
匯率很容易影響到台灣的出口。台灣的央行為了避免新台幣過度升值影響台灣的
出口，通常會進場干預匯率，讓匯率不會過度波動。而各國央行多少亦會根據自
己國家利益來干預匯率來達到利益最大化。在專題中也驗證了歐元區各國採用相
同貨幣「歐元」，但是歐元的匯率無法符合各成員國的實際經濟狀況，而這也可
能是導致歐債危機的原因之一。

競賽當天到了輔仁大學，在現場看見其他參賽隊伍的題目，每組題目都很
不一樣，有些題目讓人印象深刻，例如有一組以「自由」作為題目來進行跨國分
析。此外，還有參賽隊伍的呈現方式像播新聞一樣，由一位同學當主播來進行報
告。我們這組是由孟宏來報告，於競賽前不斷調整報告內容，讓報告壓在競賽規
定時間內。競賽時報告過程非常順利，真的覺得孟宏很厲害。最後得到了第二名，
雖然有些可惜，但也藉由這次機會能看見各種不同的題目和觀點，讓我學到了很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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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貿四丙蘇柏維

做一份從無到有的專題是我從來沒有做過的事，以往的報告都是以現有

的資料去做整理、精簡化資料內容、再熟記內容並且加以呈現。但專題卻是要自
己找資料、整理、分析、研究、最後從自己所做出的內容中得出結論。這樣的過
程是繁雜的，當一份資料需要做處理及計算時，如果中間過程有地方出現錯誤，
可以說是功虧一簣，所以整個過程需要非常有耐心，並且每到一個段落時就要去
確認是否有誤，這樣可以防止一個錯誤導致後面都作廢。

一開始進行時覺得非常麻煩，要找那麼多數據資料，還要去整理分析，看
到就覺得眼花撩亂，而要從我們自己從做出的數據分析出結果，然後再寫超級多
頁的專題，當時的我覺得這絕對會是很困難的課題。但是在江怡蒨老師的指導下，
隨著進度的推進，我從資料庫找到許多數據，以及進行許多分析方法，經過多次
的討論，多次的修改，看到我們的專題慢慢地成形到最後的完成，感覺就像騎著
單車爬上陡峭蜿蜒的山，過程並不容易，但到達山的頂端之後，望去是一片絢麗
光輝的餘暉，這種感覺是非常美好的。

到了決賽當天，來了許多各學校的團隊，看到很多不一樣的題目，也讓自
己的視野更加廣闊，尤其是「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願為自由故，兩者皆可
拋」這題目很讓人印象深刻，而且也讓人覺得這樣的題目居然也可以拿來比賽的
想法，真的是人才輩出。雖然我們這組的報告者並不是我，但我也很緊張，畢竟
這是我們的心血，也希望可以得到認可、名次。而作為主要報告者的孟宏也是非
常緊張，或許應該說是更緊張，因為只要有任何差池就可能直接影響到成績，再
加上有時間限制的壓力，可以說是要非常小心。當場孟宏表現得非常非常好，將
自己想說的內容很好地表達出來，這樣的表現值得讚許。最後拿到了第二名的成
績，我覺得我們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雖然結果有點可惜，但也從開始製作專題
到比賽結束的過程中，得到了非常寶貴的經驗。

專題競賽獲獎心得

圖
說
：
競
賽
現
場
答
辯
。

感謝專題指導老
師、組員，讓我有這樣
的經歷，因為在大學之
前，甚至是大四之前沒
有擁有過的經驗，對我
來說是非常新鮮的，雖
然過程很繁忙，但我還
是很享受這樣的過程。
如今專題已告一段落，
這樣的經驗著實讓自己
的所見所聞更上一層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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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
作

國貿四乙吳安婷

很榮幸能在這次大學生國際經貿與商務專題競賽中晉級複賽並獲得佳作

殊榮，準備比賽期間我們的指導教授江怡蒨老師一路陪伴我們見證專題從無到有
的過程，獲得晉級資格後也細心指導我們簡報可以改進與修正的地方；我們能獲
得這麼好的成績老師的教導也功不可沒，真的非常感謝江老師。

此次參與競賽的專題題目為「台商赴東協投資與財務彈性：兼論RCEP衝
擊之產業因應」，內容旨在研究新南向政策推行下台商赴東協投資情況，以及赴
東協、財務彈性、與公司價值之間的關聯性，最後討論RCEP協議生效後台灣產
業可行的因應方式。從一開始的蒐集資料、分析統整、迴歸驗證、到最後結論總
結都經過無數次的討論與修改，一步一步完成的；這半年的歷程雖然辛苦，但組
員間所凝聚出的向心力與相互扶持才能讓專題圓滿完成，我也在這段歷程中精進
自己的研究能力，並在專題發表後收穫勝利的果實。

獲獎題目：
台商赴東協投資與財務彈性：

兼論RCEP衝擊之產業因應

專題競賽獲獎心得

圖
說
：
競
賽
現
場
答
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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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貿四乙徐資琳

如果說要像偶像團體那樣介紹自己的長才的話，那我大概是我們小組中

的「統計擔當」吧！以前在學統計時，總覺得自己以後不會用到，所以總是硬著
頭皮死背，佛腳一抱，一學期就過去了，從沒想過我的專題裡會用到迴歸模型，
更沒想過這樣的重擔會落在我肩上。第一次聽老師跟我解說迴歸模型的實證結果
時，我是真的有聽沒有懂，感到有些焦慮，擔心會因此耽誤小組的進度。但神奇
的是，要開始寫實證結果的文字敘述時，我突然就看懂了，當下的成就感真的大
爆棚，超開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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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競賽獲獎心得

國貿四乙吳沛祺

為期一學期的專題研究終於在1月18日的大學生國貿專題競賽中畫下了

休止符，並對當初自己與組員做出要參加競賽的決定感到非常慶幸。因為有了這
次的專題競賽，讓我對於財務彈性及台商赴東協投資之因素考量與相關議題有了
更深的了解；而於資料蒐集方面，也學會運用更多資料庫查找所需之資訊。雖然
在初步資料收集、消化過程中一度差點做到崩潰，但在看到成果產出後覺得一切
都值得了。

在整個專題生成的過程中，特別感謝江怡蒨教授對我們訓練與指導。感謝
江老師自2020年6月以來花了大量時間協助我們選題、討論及修改專題內容，如
果沒有江老師嚴格的指導，也許便沒有入圍複賽及得獎的機會，非常感謝江老師
一路陪伴我們至競賽終點。

最後想特別感謝薑母鴨戰隊的各位組員，感謝大家在所有過程中一直都這
麼的carry，才能使隊內的氣氛這麼和諧、順利產出這麼好的專題內容，讓我們能
奪得獎項，感謝大家能在最後的一年裡一起創造這麼好的回憶。

很高興在專題中自己
是負責迴歸模型這一塊，學
到了很多東西，也很感謝能
遇到悉心指導我們的老師。
沒有江老師的付出，我們也
不會有這麼完整的成果。最
後，真的很開心有一群很認
真的隊友一起完成畢業專題，
也過關斬將前往輔大進行複
賽，不管最終成績如何，我
們都在過程中學到了很多，
也成長了許多！ ▲競賽現場答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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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貿四乙吳宜軒

國貿四乙陳忻

歷時將近半年的時間，終於用這次專題競賽佳作的成績為自己的畢業專

題劃下了一個完美的句點。起初的我對於專題製作有點害怕，對於要在自己相對
不那麼擅長的財務領域寫專題有點擔心，但還好我們的指導老師江怡蒨老師在過
程中為我們提供了很多實用的建議和思路，老師對於我們進度的把控及耐心的指
導讓我們很安心，我真的非常感激有老師的存在。期間在整理大量數據及無數次
的逐字修改真的有時會很累很想放棄，但看到現在獲得的成績以及相似度比對僅
2%的專題成果，我真的很感謝當初的自己堅持了下來。最後真的很感謝我的組
員們，我們的團隊合作很默契，也會彼此體諒互相分擔，在小組合作的過程中節
省了很多彼此磨合的時間。對我來說，組員們的存在更像是一種鞭策，帶著我往
前走，在我迷茫或是想偷懶的時候，想著組員們都在努力，便會打消敷衍了事的
念頭。能完成這次專題並在比賽得到佳績，我們五個人缺了誰都無法實現。

我從專題寫作到比賽準備過程中，學習到了很多從前課程上比較沒有注意
到的技能，包括要對於自己專題每個大小環節都要有深入的熟悉，以及要面對評
審的現場提問等。雖然現場答辯的結果稍微不盡理想，卻也讓我更了解自己臨場
反應的不足。比賽過程中我看到了很多優秀的組別，也發現與他人相比自己確實
還有不少需要精進的地方。雖然在這次競賽中能奪得佳作已經是對這半年來努力
的最大回報，但對於這樣的結果還是稍有遺憾的。不過遺憾也是一種過程，有遺
憾才能給未來的自己帶來更多的可能！

專題競賽獲獎心得

還記得當初我們從暑假就開始準備蒐集資料，到現在為期一個學期的專

題終於結束了。首先，先謝謝我們的指導教授-江怡蒨教授，在她的指導下我們
參加競賽獲得了佳作這樣一個不錯的成績，也謝謝所有的組員們這一學期的付出。

我們的專題題目是「台商赴東協投資與財務彈性-兼論RCEP衝擊之產業因
應」。在過程中，我們從公開資訊觀測站及新報資料庫蒐集了全台灣上市公司及
產業相關資料，並計算每個產業的財務彈性以及其前往東協投資的比例，最後進
行迴歸並分析結果。因為這次的專題，讓我們更加了解台灣經貿，再加上2020年
11月由東協十國與中日韓紐澳等十五國完成簽署RCEP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
而台灣因為非會員國可能遭到邊緣化的危機，很高興能夠藉由這次機會更加深入
了解其對台灣產業影響及嘗試提出因應。

以前都是透過財經雜誌上了解新聞時事，而這次則是透過我們自己的資料
計算分析結果並提供建議，可說是另一種成就感，也更能體會到每一筆數據都是
多筆資料建構而成。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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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屆LSH盃技術應用
暨品牌行銷競賽

本系團隊榮獲大專組亞軍

賀

獲獎心得

這次有幸能參與林商行行銷競賽，並獲得亞軍其實是始料未及的，因為

我們的組員對於車用玻璃的領域可以說是全然不知，因此在做分析時我們其實遇
到了很多困難，並且花了許多的心力在查找資料上面。很感謝我的組員李官㝗，
一起幫助我完成這次比賽的策略與架構。在無數個通宵的夜晚，想起來都是很美
好的回憶。

這次的比賽我們把焦點放在了品牌推廣的部分，因此訪問、調研的許多相
關的人事物，但很遺憾大眾對於車用產品的品牌幾乎毫無認識，也因此我們轉向
了玻璃商行等公司行號，希望獲得更多的資料，但令我們始料未及的是連玻璃商
行都對廠商沒有概念，僅分成了原廠與副廠兩種產品。但也因此讓我們了解到若
品牌有機會推廣至廠商和消費者，則效益機會非常的廣。為此在競賽時我們特別
著重在品牌推廣上也得到了很好的迴響。

在比賽時其實是有許多小插曲的，包含大會失誤把我們的簡報弄錯、中途
多一位評審入場等等，作為第一組上台的隊伍內心自然是有些慌亂的，但感謝與
我一起到場的陳竹筠同學，在旁和我一起努力，讓我能鎮定地做完簡報。讓我最
印象深刻的是，在比賽結束後我鼓起勇

國貿全英班四劉持涵

氣與新進的評審表示希望再演示一次
給他做參考，雖然這個行為有些衝動，
但卻也給了我們更多的機會被看見，
藉由第二輪的簡報與發問，我們被評
審記住了，而也因為我們組員合力做
出的精彩簡報，讓這次有機會獲得亞
軍的殊榮。從一無所知到赴高雄參加
決賽，中間經歷了許多的挫折與打掉
重練，非常感謝林呈昱老師至始至終
都在我們身邊指導陪伴，幫我們發現
了盲點、錯誤，也積極地為我們爭取
福利，再次感謝。

▲左起為劉持涵、邱莞庭、
李官㝗、陳竹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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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行銷一直是一門讓我很頭痛的課，印象最深的是之前修習的行銷管

理課程，那時候真的是為了如何提出有效、創新、具可行性的行銷計畫想破了頭，
當初的我也是從沒想到有一天也會誤打誤撞的去參加品牌行銷競賽吧。這學期選
修了林呈昱老師的行銷研究課程，老師在學期初就一直鼓勵我們去校外參加競賽
累積經驗，而我們最初也只是想著參加比賽能夠有機會拿到較高的成績，透過長
時間的瀏覽和考慮後，最終在獎金獵人網站中選擇參加林商行汽車玻璃所舉辦的
品牌行銷競賽。但真的坐下來認真討論時才發現，我們對汽車玻璃市場實在很不
熟悉，也對我們的行銷計畫感到一片茫然，組員們透過會議不停溝通交流、提出
自己的意見，加上老師在課餘時間為我們講解一些我們不清楚的觀念，也給我們
一些參加行銷競賽的方向，讓我們從一開始的茫然到後來逐漸確定我們的目標並
加以實踐。

雖然修過行銷相關的課程，也準備過很多行銷報告，但競賽方面的報告真
的完全不一樣，而且也有許多不同的學校、多樣的隊伍一同參賽，在複賽時也有
看到交換生隊伍的報告，讓人很佩服他們的積極的態度和創意想法。我們在複賽
現場所面對的不是學校裡的同學、老師，而是我們這個行銷計畫的品牌方，他們
用專業的視角去看我們所提出的行銷計畫以及我們提出的市場分析到實際的財務
規劃等等，老實說有種關公面前耍大刀的感覺，畢竟在汽車玻璃市場這塊我們可
以說是一群門外漢，也很感謝當時複賽現場林商行公司的評審人員對我們行銷計
畫所提出的鼓勵及助言，他們提出的想法讓我們可以了解到品牌方所注重的方面
與我們所看到的方面有什麼不同，也更明白品牌方對於行銷的看法，讓我學到了
很多平時在課堂上學不到的知識。很感謝林商行公司舉辦這次的品牌行銷競賽，
並給予我們大專品牌行銷組亞軍這份榮耀，也很感謝一起合作努力完成這次競賽
的組員們及用心指導我們的林呈昱老師，讓我們的大學生活中能有這樣一個難得
的參賽經驗。

國貿三乙陳竹筠

圖
說
：
左
起
為
李
官
㝗
、
劉
持
涵
、
邱
莞
庭
、
陳
竹
筠
與
林

呈
昱
老
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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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銷競賽獲獎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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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會選擇行銷研究這門課，其實也不是因為自己對於行銷有高度熱忱

或興趣，只是單純和朋友一起選修系內通識，抱持著想提早修完系內課程的心態
所選，沒想到自己不單單僅是參與了一門選修課程，除了報名了企業所舉辦的行
銷競賽，甚至還有機會獲獎，真是完全出乎意料、超出預期，同時也感到相當的
幸運，可以有如此特別的體驗及經歷。

在這門課的課堂上，老師告訴我們可以選擇參加行銷競賽或是做期末報告，
原本我以為，我會選擇期末報告，依照這堂課程的綱要去完成並取得這門課的學
分，尋求一個謹慎安全的路線，不過內心深處其實有一股躁動，想去參與校外的
行銷競賽給自己多一點的挑戰，讓自己更成長茁壯，加上林呈昱老師在課堂上一
直鼓勵學生們應該多去參加校外的比賽，去吸收不一樣的經驗。於是因緣際會下
我與班上的同學一起報名了林商行所舉辦的行校競賽。

國貿三乙邱莞庭

起初對於競賽的方向
相當不清楚，內容的準備也
不是很充分，但是經過幾次
與老師及同學之間的討論，
架構及輪廓逐漸清晰，內容
準備方面大家都很用心的參
與，彼此之間的分工合作也
相當順利。其中我負責替林
商行公司繪製新的品牌標誌
及廣告分鏡的工作，我覺得
內容相當有趣，除了可以結
合我喜愛繪畫的興趣，也能
替團隊盡一份心力，感到相
開心。我們將設計出來的品
品牌標誌送去影印，帶著全
開的LOGO拍照，是我從來
沒嘗試過的體驗。

經由團隊合作加上林呈昱老師的指導，我們順利的進入了決賽階段，是相
當大的一個鼓勵，讓我很有成就感，看見自己的組別出現在進入決賽的名單上，
當下真的是非常興奮。決賽的舉辦地點在高雄，我們的組員還為此特地早起搭車
去高雄參加決賽，雖然我當天有別的事情無法一起和同學們參加決賽，但一整天
的心都懸在他們身上，希望他們能順利，光是要去到高雄參賽，已經是相當辛苦
的一件事了，也很開心最終他們替我們的組別爭取到了亮麗的成績，沒有讓這趟
旅途徒勞。

很感謝學校及林呈昱老師開設這門行銷研究的課程、舉辦行銷競賽的林商
行公司，以及邀請我一起選這門課的朋友，才讓我有機會參加校外的比賽，而且
不但參與，還獲得了良好的成績，這次的體驗讓我對於行銷多了許多興趣，其實
只要用心投入，每件事都有它吸引人的地方，也讓我有了想報名其他競賽的想法
及念頭，對我來說是相當深刻的經歷。

行銷競賽獲獎心得

▲左起為評審林鍵一 (林商行總經理)、
劉持涵、陳竹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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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吳廣文老師

師生赴宜蘭、桃園參訪研習

為使學生了解國際企業

營運模式，逢甲大學國際經營與
貿易學系規劃「國際經營與貿易
田野研究」的校外研習課程，因
受到疫情的影響，每年的海外參
訪改為在國內進行。由吳廣文副
教授擔任授課教師，於110年1
月18日至1月22日帶領10位學生
赴宜蘭與桃園參訪研習，師生籍
由此次校外研習可以認識台灣知
名企業之發展，深入了解國際企
業的經營。

本次行程包括1位帶隊教
師（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吳廣文
副教授）、6位國際經營與貿易
學系碩士班學生、4位國際經營
與貿易學系全英語學士班學生參
加，共計11位師生全程參與。

此次在宜蘭安排參訪三個
地點，首先參訪金車噶瑪蘭威士
忌酒廠，噶瑪蘭威士忌酒廠於
2017年勇奪世界年度蒸餾酒廠
冠軍，是台灣進軍全世界威士忌
市場很重要的代表廠商，更藉此
希望參訪學生能了解這個在台灣
年銷售額546億元的龐大商機。
其次是金車生技水產養殖研發中心，除了進行水產養殖的技術研發，也提供白蝦、
香魚、批發產品，配合完善便利的物流運輸系統，將產品保持在最佳鮮度配送至
全台各批發商與餐廳，參訪學生也可藉由觀賞海洋生態展示區的各種美麗的水中
生物，反思我們該如何保護海洋，讓它生生不息。在宜蘭的最後一個行程是頭城
文化園區與頭城老街，在這個台灣東部第一個開發的貿易都市，參訪學生得以了
解發展歷史與體驗在地文化。

▲移地研習師生在台塑企業文物館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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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貿系研習參訪

在前往桃園的路途中，安排兩個行程，第一個是位於台北的臺灣股票博物
館，透過館內導覽人員的介紹，參訪學生了解到股票的衍生及其演進過程，藉由
館內珍貴收藏品與文獻資料，認識臺灣股票市場與經濟脈絡同步發展的緊密關係，
以及股票對社會、生活，甚至藝術、人文的影響。其次是位於長庚大學內的台塑
企業文物館，這是在所有行程中唯一有提供全英語導覽的行程，透過導覽人員詳
細的解說，參訪學生對於開創台灣石化工業與塑膠加工業發展，帶動國家經濟成
長的台塑企業，有更深入的了解。

在參訪桃園可口可樂博物館行程中，除了提供每人一瓶免費的飲料之外，
也了解到可口可樂的發展歷史以及觀賞眾多限量的可口可樂聯名商品與紀念瓶，
並觀察到可口可樂在地經營的過人之處。最後的研習行程是參訪台北商業大學桃
園校區，受到黃焜煌副校長熱情接待，除了親自以全英文進行校務簡報，也安排
參訪AR、VR實驗室， 透過實際的設備操作，參訪學生對科技的發展與未來的可
能應用方式有更深刻的認識。

透過豐富的參訪行程，學生亦體會到知名企業經營的用心之處，有著不同
於課堂教學之啟發與成長，收穫滿載。企業參訪之外，也進行在地文化探索，探
訪富有歷史意義的景點，讓本次移地研習兼具知性與感性，學生均表示非常感謝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系友總會對於此次移地研習的補助，得以減輕學生的負擔，
能讓更多的學生有機會參加充實的研習之旅。

圖
說
：
移
地
研
習
師
生
在
可
口
可
樂
博
物
館
合
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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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罩帶好，護目鏡配上”，我全副武裝的帶著忐忑不安的心情，踏

進了風情萬種的「法國」。我所交換的城市位於法國的西邊布列塔尼省，雷恩市。
而交換的學校則是雷恩商學院。時間飛逝，所剩在法國的時間也剩下1個多月，
想起到達的第一天穿著一身防護衣排著過海關的情景彷彿還歷歷在目。起出的第
一個月，在人生地不熟英文70%不通的情況下磕磕碰碰的入住了在法國的第一個
家，更擁有了第一隻法國號碼。由於對於法國疫情的控管及政策都不太了解，第
一個月出門，口罩、護目鏡和手套是我的標準配備，聽起來怎麼都像是要進實驗
室的人。就這樣如履薄冰的度過了第一個月，也在家裡上了兩個星期的線上課程。

法國雷恩商學院交換心得
國貿三乙王怡婷

« Ça va? » « Ça va. Et toi ? »短短
的一個對話是我每天上學最期待的開始。
進入在法國的第二個月的第一個禮拜，
學校寄了一份禮物給我們“下週開始實
施分流上課，請要到學校上課的同學記
得來上課”，收到這封信的我在心裡不
知道吶喊了幾次，因為我終於要體驗法
國校園生活了！第一天上課的日子馬上
就來了，開著Google Map 把自己帶進
了教室，用著生澀的”Bonjour”和老
師和課堂的同學們打了第一聲招呼。恩！
教室算一算包含老師不超過10 個人，因
為疫情許多學生選擇了線上上課。雖然
人數不多，卻澆不熄我心中興奮上課的
心情。在求學期間從來對上課都沒有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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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n voyage ! » 時間真的是最不等人的魔術師，在法國2 月中到2 月底
有各個地區的公私立大學會分週放1~2週的假期！而這個假期剛好在期中考之前，
身為一個冒險家，不知道哪裡來的膽，立馬買了去南法的車票，就這樣我與我的

法國雷恩交換心得

麼興奮過。那一剎那我發現能正常的到課
堂裡聽著老師授課，學生們能互相討論的
情景在台灣是那麼的理所當然，但在法國
卻是那麼的珍貴和難得。在法國的課堂裡，
我學到的第一課是如何表達。在自由、平
等、博愛為傲的法國民族裡，課堂裡此起
彼落的討論聲，老師與學生之間的對答聲
是最常見的一種現象，與我們較為靜態的
課堂比較不同。

轉眼即是，回到雷恩面對接踵而來的期中考＋期末報告，我開始每天泡在維一一
間在雷恩能常待的咖啡廳，學校的 « cafétéria »。在這裡最讓我期待的便是中午
11 :30分開始的午餐時間。真不愧是法國啊！連午餐都有每天不一樣的甜點變化，
讓每一天的déjeuner都使我躍躍欲試。在法國的日子也開始進入倒數1個多月，
疫情會如何變動我不能預測，但是在困難重重的生活裡深度體驗法國是我能掌握
的。

旅伴們帶著簡易的行李到了伴著蔚藍海
岸，風情萬種的“南法”。第一次法國
的長程旅遊啊！5個小時的TGV，法國
高鐵，把我們帶進了與雷恩完全不一樣
光景的法式生活。在南法的一切都是如
此的浪漫、悠閒、繽紛，每天進入一間
不同的葡萄酒專賣店用畢生所學的法文
+國際通用的英文與老闆們請教紅酒、
白酒、粉紅酒之間的秘笈。

« Veni Vedi Vici ! »快樂的假期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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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董正玫老師所教授之創新與創業課程，邀請校友許盛凱先生回校演，

講題是《創業時，如何發想創意到執行》，許學長從個人的經驗中分享了他對於
創業的看法，並對學弟妹在未來的工作與創業方向提供建議。董老師請同學分享
其聽講的心得，與大家分享。

創新與創業課程
演講心得 Guest speaker

依諾邦德公司
許盛凱創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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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老師請來的講者從他分享自己的人生故事到後面深入地談創新創業

的東西都讓我受益良多。現在大四這個階段，剛好是最煩惱未來出社會要做什麼
的時刻，我自己現在就深陷這個煩惱中。我是一個很謹慎、想很多的人，剛好跟
他恰恰相反，我在做任何事之前都會想很多，思考做下去的任何可能性，思考失
敗的可能性。而這樣在任何決定之前都先思慮到極致的性格變成我的一個阻礙，
讓我害怕失敗，害怕所要承擔的風險，這讓我無法跨出去那一步。但是講者他的
故事給我很大的鼓勵，他那種創業的勇氣，不害怕失敗的勇氣，雖然說有時候真
的是非常的單純的無知，但是這正是我缺少的。雖然我目前沒有想要創業的想法，
但是我對於自己未來想要做的事情是很明確很清楚的，只是礙於上面說的，一些
現實的情況讓我害怕去做，考慮跟現實妥協。但是他38歲才找到自己想做的事情
也大大的鼓勵了我，人生本來就不是一直照著我們想的劇本在走，有時候不要太
過憂慮現在的決定或情況，先做就對了，給自己時間去摸索，給自己失敗的機會。
人本來就不是一下就會成功，講者他也是花了二十多年的時間才慢慢找到自己的
方向，累積自己的能力和歷練，這給了我很大的鼓勵。後面講到的不是先想自己
會做什麼和想做什麼，而是先找到你的客戶也給我了一個新的思考方式。我原先
也是都是先想我想做什麼，但是今天聽完後我開始先思考，哪裡有人有這樣的需
求，而我可以怎麼做幫助到他們。新的思考方法給了我不一樣的角度去看事情，
不再局限於原本的想法裡，或許可以看見很多不一樣的機會。

國貿四丙汪以恩

創業與創新課程演講心得

國貿四丙林耿鋒

相對於演講者，我是一個較不敢冒險的人，對所有事情及物品都希望盡

量不冒險的情況，例如:吃飯我會挑兩三間的一道料理，接下來幾年都吃這些，像
是國中三年的早餐就都是菠蘿麵包。不論是對未來的選擇或是日常生活的買東西
吃飯等等，我都更傾向往安全的地方走，雖然我知道有時候過頭了，甚至是無謂
的擔心，像是去每個地方吃飯時我幾乎都會去思考停車位、用餐尖峰時段位置、
會不會耽誤到下個行程等等，有時矯枉過正甚至有點煩人，因此此次演講對於我
來說多少是有點幫助，雖然我短時間內不會成為像是講者那般不顧後果，一往直
前的人，但我也實在的感受到了承擔後果其實也非不可接受的狀況，每個選擇必
然帶來不同的過程與結果，不一定要照著計劃走才是好的，有時意料之外的驚喜
說不定會比原先的計畫更加精采。

話說如此，世界上沒有必然對或是錯的選擇，我認為只要能夠坦然面對自
己所做的選擇帶來的後果，承擔或是勇於面對後續效應，其實就可以了，因為在
每個不同的時空背景或是環境因素，都能影響選擇的各個面向，所以重點不在如
何選擇或是過去的選擇是對或是錯，而是在選擇過後有沒有勇氣與能力去承擔，
而非發生了突發事件不如意之後就停留在原地怨天尤人，這種情形才是最不好的。

雖然講者用他的經歷告訴我們突發狀況並非那般可怕，並不會說出了一個
差錯就讓人生陷入萬劫不復的境地，但我依然喜歡我這種選擇模式，當然需要做
些適當的調整，但經過我自己思考所做出的決定我也願意坦然去面對後面所發生
的各種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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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與創新課程演講心得

421

國貿四甲鄒金翰

「創業」在這個年代，是非常簡單就能夠去做的事情。不論是電商、

Youtuber、部落客、KOL，這些因為網路崛起，而可以幾乎不用成本就能夠創業
的職業多了非常多。有很多有名的Youtuber或網紅其實年紀也跟大學生差不多。

而在二十幾年前，原來學生如果說想「創業」是會被扣上「不用功」的帽
子。但學長還是懞懞懂懂的跟當時的同學一起開了洗衣店，而誤打誤撞的經歷了
一連串不可思議的「冒險」。

最讓我印象深刻的就是從經營洗衣店慢慢的快變成是電動遊樂機店的故事，
還有之後跟別人合資共濟會，最後卻讓自己開始了負債的人生。

這些故事雖然現在聽學長能夠雲淡風輕的說給我們聽，但故事背後的壓力
及感受是我們遠無法體會的。能夠聽著過來人說著創業的種種以及提醒是在課堂
中很難得的經驗。

從學長的分享中，我學到最寶貴的事情是，創業最重要的並不是你想要做
什麼，而是去找到「你的顧客需要」什麼，並不是你以為別人需要那個東西，大
家就真的需要那個東西。

還有最後在品牌的商業模式中提到，「品牌定位」是品牌承諾能夠給予顧
客的價值，讓我反思到，其實經營一個品牌，並不是大家所理解的只是單純想從
客戶身上把錢賺過來，而是要能夠讓客戶相信你的承諾，「幫助」客戶得到他所
想要的東西。這些分享都讓我對創業開始有了新的見解。

其實我最羨慕學長身上有著那不是人人都有的「實踐力」，很多人都知道
講再多都沒有用，唯有真正的去做了才知道，做不好也能從錯誤中學習，但真正
能夠去做到的又有幾個呢？或許通往成功並不難，難的是許多人在要踏上那條路
之前就放棄了。

從學長身上我看到，就算失敗了或
是過程不順利，也一定能從中學到寶貴的
經驗。如『脆弱的力量』中所說的，感到
脆弱不安時就表達感謝吧，去感受你的不
安及壓力，並且感謝他們，感謝際遇讓你
經歷到的一切，無論是好是壞，都是難能
可貴的事情。也使我更加確信了「一切都
是最好的安排」這句話，未來我會帶著這
些故事，也勇敢的去創造屬於我自己的故
事。非常謝謝學長這次的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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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與創新課程演講心得

國貿四丙柯彥綺

聽完許盛凱先生（凱哥）的演講《創業時，如何發想創意到執行》，從

中我獲取了許多想法以及能量。首先，凱哥分享了他大四那年嘗試與朋友一同創
業的大小事，在這份創業中他遇到了一些問題，也面臨了很多抉擇的時候，更在
這過程中摸索了許久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麼，直到當他面臨洗衣大廠詢問他，是
否有外包大批洗衣的需求時，他這時才察覺洗衣這一行，並不是他一輩子的志業。
他提到每個產業中，有些行業的獲利是有上限的，所以當在選擇要往哪一個目標
進行創業時，也該把自己偏好的獲利目標考量進最初的計畫裡。

凱哥建議大家在創業時，可以先找到顧客再開始，雖然在很多案例上會讓
我覺得，創業好像就是一種出奇不意，像是：祖克柏創立Facebook、賈伯斯創
立Apple，都如同一夕之間就憑空變出般神奇，但我想越是特別的例子才越被看
重吧。許多成功的創業家，在創業初始已有一群老顧客，或是他們注意到人們在
生活上的不便之處，他們將觀察到的結合自身想法並加以實現，如同繁榮的悖論
提及：創新市場的創新，讓由這個想法出發的這群創業家得以成功。

創業時，若要建立一套好的商業模式，凱哥建議首先最該考量的是目標客
戶與價值主張，在他的解說後，我發現原來這兩項在英文原意中，是代表Who
you help & How you help，這讓我非常驚喜，感覺商業模式這個詞又提升到了
另一個檔次，難怪他是如此實用且重要，而一間企業的商業模式不是恆久不變的，
當面臨時間的推演，及遇到的環境、法條、大事件等狀況時，都該適時的做出調
整，才不會被社會的洪流擊倒，凱哥也鼓勵我們在創業的途中不要害怕改題目這
件事，或許原先你的選擇已經讓你付出了一大部份的心力，你也期許會成功獲利，
但或許那件聽起來充滿不理想，充滿不確定性的另一個題目，是一個尚未雕塑的
璞玉，等待那個願意停留與為此努力的人。

我想創業就是一連串的靈感出現，靈感實現，做出抉擇的過程，若能在：
找到尚未發掘的需求市場，早其他人一小步觀察到，便是大幅的領先。演講中，
凱哥也提到彼得˙杜拉克的理念，與上上周的課程內容相結合，也再次衝擊我的
思維，在這七項領域中，是否我能從其中一項切入，並發掘新的想法呢？在我的
人生清單中也有創業這一個目標，過去我總想或許就是開一家自己喜歡的工作坊，
讓有相同興趣的人可以彼此交流的一個空間，但現在或許我能用另一個角度思考
創業這件事，我的目標是什麼，我想要怎麼做，我能回饋給人們什麼。我想在未
來在創業的路上，總是會充斥著許多的波折與難題，但經過這次的演講我也將其
內容吸收，成為我日後創業時的養分，而且我想就算遇到任何問題，只要回憶起
凱哥的人生經歷分享，一切好像也都不是問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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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學期很高興能修習林呈昱老師的「消費者行為」課程，林老師在學

期初便安排了味丹企業的行銷總監，同時也是逢甲大學EMBA的傑出校友「程睿
翔」經理，針對「消費者行為變革」為主題進行分享，讓同學有機會對企業在做
的行銷活動以及企業的人員聘人有進一步的了解。值得一提的是，受到疫情的影
響，演講臨時改為即時線上演講，讓我留下很難忘的印象。

程經理一開始先用傳統的AIDMA(注意→興趣→慾望→記憶→行動)來說明
一開始為單是如何做行銷，再來隨著科技進步，大家人手一機而衍伸出的
AISAS(注意→興趣→搜尋→行動→分享)行銷方式，因為現代的人不管吃、喝、
玩、樂一定要先用手機看評價，如果評價太差，就算他的服務或是商品再好，也
會讓消費者怯步。

他接著再來舉竹炭水上架的辛酸例子:一開始的竹炭水為550ml且在全台各
大通路販售，但奈何7-11也有上架一個替代品—泰山活水700ml，因此7-11下架
竹炭水，原因為消費者不接受這樣的產品!而我覺得味丹很厲害的點是，他們不但
沒有放棄這個產品，反而想辦法讓他重回7-11，而他們的做法很簡單，截長補短，
消費者覺得他們的產品CP值不高，於是重新設計瓶身，使容量也達700ml、將瓶
身設計成帶有竹子紋理的瓶子，再來搭上熊貓的熱潮，把包裝設計為帶著熊貓耳
朵Q版的Open醬，讓消費者只要到7-11買水第一個就會馬上聯想到竹炭水，藉
此增加銷售量!但這樣還是不夠，上述提到的只是感性的層面，他並不長久，會隨
著時間使消費者無感，因此味丹又透過理性的廣告層面，希望透過九把刀來告訴
消費者他們竹炭水的產品價值及理念，希望消費者能像九把刀一樣追尋夢想，有
著不怕他人嘲笑的堅持。讓消費者不但滿足生理需求，也同時可以越級滿足自我
實現的需求。

再透過酸性體質來宣揚自己竹炭水的好，利用消費者熟知的觀念拍攝，如
此不用再教育消費者，節省成本。透過上述的方始最終使竹炭水重新於7-11上架，
可見味丹對於自己的產品是非常的有信心，就算被下架也還是用一樣的商品讓7-
11重新上架!

消費者行為課程
演講心得

Guest speaker

味丹企業銷總監
程睿翔

Student
國貿三甲林子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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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後半程經理也有分享到如果要投放廣告使自己的產品曝光度提升的話不
能再使用傳統的媒體廣告而是要透過:

一、網紅
正如程經理手上的數據顯示在10年前網紅帶來的利潤不過1億但到了現今

則有接近65億台幣的利潤，因此各大廠商無不積極接洽網紅，希望透過業配來提
升銷量。

消費者行為課程演講心得

二、辦實境秀
這個方式就如同賽事的概

念，廠商可以贊助活動，使現場
有看板或是醒目的標示展示自家
產品，或是透過收門票的方式增
加營收。

最後也感謝程經理分享面
試的經驗，讓我們這些未來的新
鮮人在面試時有一個準備的方向，
像是經理有提到的:不要太嚴肅，
要面帶笑容、要能說服面試官為

什麼要選這家公司的理由、對該公司的產品有基本的了解，避免岳飛打張飛的糗
事發生。經理也提到如果對於味丹企業有興趣的同學，不仿可以考慮參加儲備幹
部(Management Associate下稱MA)培訓。

透過此制度招募有活力、對此產業有興趣、好奇心強、想結合大學所學的
年輕新血並且可藉由招募MA，以集訓的方式加強參與者對公司的凝聚力。味丹
企業的MA訓練課程包含:

一、基礎訓練:加強培訓人員對味丹的了解
(約1週)
二、部門見習:直接進入該部門實際參與(約
8週)
三、田野訓練:指派為專案經理，發揮前兩
項課程所學(約4週)
四、幹部訓練:除了到各部門參與並完成任
務外還會依照績效評分輪調至其他部門，
當分數未達標時，會有專員輔導，藉以提
升成績(約12個月)

總結來說，這次的演講讓我收穫滿滿，更特別的是全程是以線上直播的方
式來進行，雖然是線上演講，同學們還是很熱情的參與整個過程，程經理不但耐
心地逐一回覆同學的提問，也安排了即時的提問讓大家可以一起參與整場演講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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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wadays, we are facing a world that moves more rapidly than

before. Because the world doesn‘t work like before, the problems we need
to solve will not be clearly defined. Hence, we need to think continuously
and examine unceasingly, helping ourselves find the answers.

We also face another different situation which is totally different in
comparison to the past. We cannot get an absolutely correct answer, every
result can be a unique solution, you are required to decide according to the
problem you faced.

Because of the rapid change and uncertainty, we cannot predict all
the results. We should not insist on learning the knowledge, in contrast, we
should learn the study method. It helps us constantly enrich ourselves
which makes us irreplaceable.

The presenter used the graphic from Ralph D. Stacey, which let us
clearly know the problem types. At the same time, the presenter told us
that we are now in an environment which is called the VUCA world. It is
more complex than the previous one. However, if we can adapt well to it,
there is nothing that can defeat us.

I learned a lot from the presentation, including reskill, upskill and
thinking deeply, and it will make us different from others. I believe that the
thing I gain from the presentation is helpful to me when I need to make a
decision in the future.

Guest spea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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