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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規劃與目標

 本系以培養具備國際觀、科技運用能力、國際貿易與企業經
營能力之專業(基層)人才為教育目標。

 課程著重實務導向，由本系專、兼任教師配合業界實務專家
授課指導。

 二技與四技：培育具備貿易實務操作能力、市場開發行銷能
力與財務投資規劃管理能力之整合型專業人才為目標。

 五專：培育具備以國際貿易實務之操作能力為主、兼具基礎
行銷與財務規劃執行能力之基層人才為目標。

 課程規劃強調實務化及在地化，每學期均開設專業英語、多
元語言、國貿實務、國際商展實務、跨境電商實務等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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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規劃與目標

培養國際貿易與經營專業(基層) 人才

業界師資

國際企業管理
國際行銷管理

國際貿易理論與政策
國際貿易實務

國際財務管理
國際匯兌

資訊與商務 經貿外語

國際商務基礎

市場與行銷

財務與投資 經貿實務

就業輔導

證照班

系友會

產學合作

實習

會話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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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習制度-1

 本系實習分為學期實習與暑期實習：

 (一)學期實習：

課程說明：9學分選修，課程開設於四技四年級、二技二年級下學期。

實習時間：每年上學期結束後至下學期期末考週前進行。

 (二)暑期實習：

課程說明：2學分選修，開設於四技四年級、二技二年級上學期。

實習時間：每年 7 月 1 日至開學前之暑假期間。

海外實習：104-108學年度承接國貿局“貿易小尖兵”海外實習計畫，

選送同學至泰國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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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習制度-2
實習合作廠商

鴻昇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明鐵股份有限公司
展業國際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國睦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常廣股份有限公司 御妍堂股份有限公司
高鼎人力資源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愛迪瑞股份有限公司
暐琦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夢菲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柏拉車業有限公司 台灣巴藜寶媞吉安有限公司
千成億實業有限公司 行家國際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大振豐洋傘有限公司 工鼎有限公司
天建企業有限公司 台華精技股份有限公司
天龍不鏽鋼股份有限公司 拓優有限公司
台灣電音股份有限公司 清瀚企業有限公司
至成不織布股份有限公司 立鑫企業有限公司
亨利達針織有限公司 玖言企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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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習制度-3
實習合作廠商

易昇塑膠股份有限公司 金龍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欣富順機械有限公司 加樂實業有限公司
金鴻股份有限公司 荒野國際有限公司
成憶企業有限公司

海外實習合作廠商
華偉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泰國) 偉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泰國)

2018實習成果發表會 2018阿里巴巴暑期實習培訓 2018海外實習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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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習成效

 本系近年深耕跨境電商與國際商展等領域，除主辦相關競賽、商
展及阿里巴巴實習外，學生亦在競賽參與中獲得多項獎項之殊榮。

學年
度

主辦單位 活動名稱/競賽項目 成果

107

致理科技大學
2018年新創盃全國大專校院創意創新創業企劃競賽-創新創業組 特優

2019全國技專院校 I-LIFE 創新服務企劃競賽-
產品行銷策略組

總決賽 亞軍

中華國際經貿研究學會
2019兩岸大學生新外貿模擬商展競賽決賽 展位裝飾設計 第四名

2019兩岸大學生新外貿模擬商展競賽決賽 總成績 佳作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商學院與國
際貿易與經營系合辦

2019全國大專校院暨高中職創新商展競賽 大專組總錦標 佳作

2019全國大專校院暨高中職創新商展競賽 大專組現場人氣王票選 最佳人氣獎

2019全國大專校院暨高中職創新商展競賽 英文行銷簡報 第三名

2019全國大專校院暨高中職創新商展競賽 大專組英文解說 佳作

中華國際經貿研究學會
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

阿里巴巴國際交易市場

輔導廠商拓展外銷-2019年全國大專院校B2B
跨境電商競賽

總決賽 第二名

輔導廠商拓展外銷-2019年全國大專院校B3B
跨境電商競賽

點擊獎 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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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習成效

 本系近年深耕跨境電商與國際商展等領域，除主辦相關競賽、商
展及阿里巴巴實習外，學生亦在競賽參與中獲得多項獎項之殊榮。

學年
度

主辦單位 活動名稱/競賽項目 成果

107

中華國際經貿研究學會
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

阿里巴巴國際交易市場

輔導廠商拓展外銷-2019年全國大專院校B2B
跨境電商競賽

成果報告獎 第五名

輔導廠商拓展外銷-2019年全國大專院校B2B
跨境電商競賽

星光獎 第二名

輔導廠商拓展外銷-2019年全國大專院校B2B
跨境電商競賽

訂單獎 第二名

輔導廠商拓展外銷-2019年全國大專院校B2B
跨境電商競賽

商機獎 第五名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商學院與國
際貿易與經營系合辦

2019全國大專校院暨高中職創新商展競賽 總錦標 第二名

2019全國大專校院暨高中職創新商展競賽 英文行銷簡報 第一名

2019全國大專校院暨高中職創新商展競賽 大專組中文解說 第三名

2019全國大專校院暨高中職創新商展競賽 高中組總錦標 第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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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習成效

 本系近年深耕跨境電商與國際商展等領域，除主辦相關競賽、商
展及阿里巴巴實習外，學生亦在競賽參與中獲得多項獎項之殊榮。

學
年
度

主辦單位 活動名稱/競賽項目 成果

107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商學院與國際
貿易與經營系合辦

2019全國大專校院暨高中職創新商展競賽 大專組英文解說 第三名

2019全國大專校院暨高中職創新商展競賽 高中組展場設計 第一名

2019全國大專校院暨高中職創新商展競賽 高中組中文解說 第三名

2019全國大專校院暨高中職創新商展競賽 高中組英文解說 佳作

國立台灣藝術教育館 107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 阮咸獨奏 甲等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
中心

大專生證券菁英種子培育營 特別獎

社團法人玉山網商協會
2019全國智慧零售創業模擬競賽 佳作

2020全國智慧零售創業模擬競賽 優勝

騏璣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Linker無限可能-全國大專院校創意行銷與創業競賽 特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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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習成效

2018全國大專院校

國際商展競賽成果

2018跨境電商

總決賽成果

2019兩岸大學生新外

貿模擬商展競賽

2018全國地方特色

產業創新創業競賽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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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畢業生流向與進路分析

學年度 學制
升學 就業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105

二技(日) 2 4% 48 96%

五專(日) 47 94% 3 6%

四技(日) 6 6% 94 94%

106

二技(日) 1 3% 38 97%

五專(日) 44 86% 7 14%

四技(日) 6 7% 76 93%

 本系五專學制畢業生，其進路發展以升學為主；二技和四技
學制畢業生，其進路發展則以就業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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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畢業生流向與進路分析

本系畢業生第一份工作資訊

有效樣本數：821筆；資料來源：104人力銀行有效樣本數：821筆；資料來源：104人力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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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特色
2019CPTPP座談會 2018 Amazon實務技巧入門班

2018從留學生走進YouTube 2018阿里巴巴接單講座

題材豐富的專題
講座，提升學生
學習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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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特色

偉成集團 臺中港務局 台北自行車展 喬山健康科技

 多元的企業參訪與參與商展，加深實務面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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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特色

2018全國大學生

B2B跨境電商競賽

2018全國大專校院國際創

新商展競賽享綠昇活

2019兩岸大學生新外貿模

擬商展競賽

2019全國零售經營模擬競

賽

 教師帶隊參加全國競賽，屢獲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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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特色

商展討論室 多用途電腦教室 畢業專題製作室 小型研討室

 充足與多元的硬體設備，滿足學習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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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特色

 承辦、參賽與培訓「全國大學生B2B跨境電商競賽」

 參賽學生增進理論運用與實務操作之能力/工作人員學習團隊
合作、活動規劃與執行能力。

組成競賽團隊 業界講師授課 參賽團隊培訓 學界業界共同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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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特色

 主辦「全國大專校院國際創新商展競賽-農情覓意」

 激勵國貿等相關學系生，共同切磋專業與創新能力，培養學
生國際商展行銷之能力，並以將MIT商品行銷全球為目標。

本系主辦競賽 競賽過程 參賽師生合影 主辦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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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特色

國際商業文化 國貿系友大會

國際商展實務 系友會參訪活動

龐大的系友群體
(本系創立已逾50年，
系友總數達2萬人以上)

全英語授課
接軌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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