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師生至校外教學一覽表 

學年度 教師姓名 課程名稱 參訪日期 參訪機構 人數 專/兼任

107 陳慧婷 展覽行銷實務 108/6/1 
南港展覽館台北國際電

腦展 
29 專任 

107 裴氏越河 
基礎華語一 
基礎華語二 

108/5/31 小人國主題樂園 40 專任 

107 張弘宗 物流管理 108/5/6 
寶倉物流公司份有限公

司 
49 專任 

107 張弘宗 全球運籌管理實務 108/4/16 陽明海運基隆貨櫃場 60 專任 

107 裴氏越河 基礎華語一 108/3/27 紀州庵文學森林 39 專任 

107 張弘宗 全球運籌管理實務 108/3/22 基隆港務分公司 43 專任 

107 裴氏越河 基礎華語一 107/12/4 林家花園 41 專任 

107 葛致慧 企業倫理與職涯規劃 107/11/6 
三才靈芝農場 螢火蟲

書屋 
60 專任 

107 張弘宗 物流管理 107/11/8 
寶倉物流公司份有限公

司 
43 專任 

107 蕭勝華 企業倫理與職涯規劃 107/10/25 慈濟八德環保教育站 60 專任 

107 陳慧婷 會展規劃與寫作 107/9/20 
國際會議中心-國際校

院會展城市行銷競賽 
44 專任 

107 陳建佑 行銷管理 107/9/20 
國際會議中心-國際校

院會展城市行銷競賽 
59 專任 

107 葛致慧 展覽行銷實務(深) 107/9/20 
台 北 國 際 會 議 中 心

-2018 國際會展城市行

銷競賽 
30 專任 

107 張弘宗 物流管理(暑) 107/7/24 寶倉物流公司 32 專任 

107 陳光榮 品牌管理(暑) 107/7/24 金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32 專任 

次數 15 場次/661 人 

106 裴氏越河 基礎華語文一 107/6/11 小人國 34 專任 

106 裴氏越河 基礎華語文二 107/6/6 林安泰古厝 34 專任 

106 葛致慧 會議展覽概論與實務 107/5/11 晶宴會館新莊分館 56 專任 

106 李銘尉 品牌管理 107/5/9 特力屋股份有限公司 62 專任 

106 蔡玉鳳 華語口語溝通 107/5/8 林家花園 34 專任 

106 張弘宗 全球運籌管理 107/5/7 
安麗日用品股份有限公

司桃園體驗廣場暨物流

中心 
43 專任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師生至校外教學一覽表 

學年度 教師姓名 課程名稱 參訪日期 參訪機構 人數 專/兼任

106 陳秀華 全球運籌管理 107/4/18 海關博物館 63 專任 

106 張弘宗 通識(社)郵輪旅遊概論 107/3/21 
藍色公路-新北水上巴

士、大河之戀皇后號河

倫參訪 
43 兼任 

106 葛致慧 會議展覽概論與實務 107/3/16 
中華國際會議展覽協會

春季論壇 
49 專任 

106 張弘宗 通識(社)郵輪旅遊概論 107/3/14 
基隆港務分公司東岸客

運大樓 
43 兼任 

106 費聿明 
顧客關係管理 
產業實務講座 

職能發展與職涯規劃

107/3/6 頭城休閒農場 51 專任 

106 裴氏越河 華語(一) 107/01/08 紀州庵文學森林 31 專任 

106 裴氏越河 企業倫理 106/12/28 小林髮廊陽明店 35 專任 

106 裴氏越河 生涯規劃與發展 106/12/27 小林髮廊陽明店 35 專任 

106 裴氏越河 企業倫理 106/12/21 小林髮廊陽明店 35 專任 

106 裴氏越河 生涯規劃與發展 106/12/20 小林髮廊陽明店 35 專任 

106 謝獻章 供應鏈管理 106/12/19 淡水商圈 23 專任 

106 謝獻章 職場倫理 106/12/19 淡水商圈 23 專任 

106 謝獻章 市場調查與分析 106/12/19 淡水商圈 23 專任 

106 裴氏越河 企業倫理 106/12/14 致理科技大學第二校區 34 專任 

106 裴氏越河 生涯規劃與發展 106/12/13 小林髮廊陽明店 35 專任 

106 郭美芳 企業倫理與職業道德 106/11/29 中和靜思堂 60 專任 

106 陳建佑 企業倫理與職業道德 106/11/24 中和靜思堂 59 專任 

106 陳秀華 物流管理 106/10/27 海關博物館 46 專任 

106 陳建佑 企業倫理與職業道德 106/10/27
大愛衛星電視股份有限

公司 
59 專任 

106 郭美芳 企業倫理與職業道德 106/10/25
大愛衛星電視股份有限

公司 
60 專任 

106 張弘宗 物流管理 106/10/23
安麗日用品股份有限公

司安麗體驗廣場物流中

心 
47 專任 

106 黃建榮 供應鏈管理 106/10/03
嘉美香農產股份有限公

司信義福利站 
60 專任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師生至校外教學一覽表 

學年度 教師姓名 課程名稱 參訪日期 參訪機構 人數 專/兼任

106 謝獻章 國際行銷管理 106/10/02

板橋踏查： 
慈惠宮-宮口街-後菜園

街-文昌街-林家花園-大
觀書社 

61 專任 

106 黃建榮 物流管理 106/09/29
統一生活股份有限公司

大翠運門市 
60 專任 

106 謝獻章 國際行銷管理 106/09/27

板橋踏查： 
慈惠宮-宮口街-後菜園

街-文昌街-林家花園-大
觀書社 

62 專任 

106 陳慧婷 展覽行銷實務(深) 106/09/21
台北國際會議中心- 
2017國際院校會展城市

行銷競賽 
23 專任 

106 葛致慧 會展規劃與實作 106/09/21
台北國際會議中心- 
2017國際院校會展城市

行銷競賽 
25 專任 

次數 33 場次/1443 人

105 龐瑜蒨 職業道德與企業倫理 106/06/12 新北玩具銀行 57 專任 

105 葛致慧 商業空間規劃與設計 106/06/05
德明科技大學第四屆全

國連鎖創新競賽 
35 專任 

105 龐瑜蒨 職業道德與企業倫理 106/06/05 新北玩具銀行 57 專任 

105 龐瑜蒨 職業道德與企業倫理 106/05/22 新北玩具銀行 57 專任 

105 陳秀華 國際貿易實務 106/05/12 海關博物館 43 專任 

105 袁劍雲 行銷研究 106/05/03 義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57 專任 

105 黃建榮 流通概論 106/03/31 統一生活股份有限公司 60 專任 

105 黃建榮 產業實務講 106/04/13 全台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51 專任 

105 黃建榮 消費者行為 105/10/11
嘉美香農產公司板橋福

利站專櫃 
63 專任 

105 黃建榮 門市服務管理 105/10/11 統一生活股份有限公司 57 專任 

105 黃建榮 流通概論 105/10/07 統一生活股份有限公司 58 專任 

次數 11 場次/595 人 

104 黃建榮 流通概論 105/5/27 特力屋中和店 61 專任 

104 黃建榮 流通概論 105/5/19 統一生活股份有限公司 61 專任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師生至校外教學一覽表 

學年度 教師姓名 課程名稱 參訪日期 參訪機構 人數 專/兼任

104 吳壽進 顧客關係管理 105/5/3 顯榮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22 專任 

104 吳壽進 顧客關係管理 105/5/3 台灣博報堂集團 39 專任 

104 葛致慧 商業空間規劃與設計 105/4/28 三才靈芝農場 36 專任 

104 羅啟峰 門市空間規劃與設計 105/4/28 三才靈芝農場 46 專任 

104 黃建榮 銷售管理與POS分析 104/12/16
統一生活(股)公司 
(康是美) 

15 專任 

104 黃建榮 物流管理 104/11/26 特力屋中和店 64 專任 

104 陳建佑 管理學 104/10/13
義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南崁) 
63 專任 

次數 9 場次/407 人 

103 黃建榮 物流管理 104/6/10 
鏮瑞物流服務股份有限

公司 
57 專任 

103 林繼昌 策略管理 104/6/9 
義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南崁) 
54 專任 

103 羅啟峰 門市服務管理 104/6/9 
義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南崁) 
54 專任 

103 謝承憲 企業倫理與職涯規劃 104/5/25 台鐵車站 60 專任 

103 林繼昌 物流中心營運實務 104/5/20 環球貨櫃場 64 專任 

103 葛致慧 企業倫理與職涯規劃 104/5/18 板橋慈濟環保站 45 專任 

103 林繼昌 物流中心營運實務 104/5/13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商品

條碼策進會 
66 專任 

103 葛致慧 商業空間規劃與設計 104/4/29 晶宴會館(府中館) 39 專任 

103 葛致慧 企業倫理與職涯規劃 104/4/27 關渡大愛電視台 62 專任 

103 謝承憲 企業倫理與職涯規劃 104/3/30 
大愛感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61 專任 

103 葛致慧 企業倫理與職涯規劃 104/3/23 
大愛感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62 專任 

103 黃建榮 商圈經營與商店規劃 104/1/9 三商大美生鮮折扣超市 30 專任 

103 黃建榮 流通概論 103/12/19 康是美江子翠大店 57 專任 

103 黃建榮 連鎖企業管理 103/12/17 康是美江子翠大店 54 專任 

103 林繼昌 全球運籌管理 103/12/3 環球貨櫃倉儲 44 專任 

103 林繼昌 全球運籌臉 103/11/26 環球貨櫃倉儲 44 專任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師生至校外教學一覽表 

學年度 教師姓名 課程名稱 參訪日期 參訪機構 人數 專/兼任

103 謝獻章  
103/11/24
103/11/25

雙軌訓練旗艦計畫- 
二技校外參訪-南投 

82 專任 

103 謝獻章  
103/11/26
103/11/27

雙軌訓練旗艦計畫- 
二專校外參訪-南投 

70 專任 

103 羅啟峰 管理學 103/11/7 
花博公園爭豔館 2014
愛與芬芳臺北國際花藝

設計大展 
59 專任 

次數 19 場次/1,064 人

102 黃建榮 物流管理 103/5/22 全台物流大溪物流中心 54 專任 

102 郭美芳 職業道德與企業倫理
103/5/14 
103/5/28 
103/6/11 

佛教慈濟功德基金會 /
慈濟人文志業中心 

54 專任 

102 蕭勝華 職業道德與企業倫理
103/5/14 
103/5/28 

大愛感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慈濟雙和環保站 
55 專任 

102 陳建佑 職業道德與企業倫理
103/5/12 
103/5/25 

大愛感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慈濟雙和環保站 
54 專任 

102 郭美芳 職業道德與企業倫理 103/5/7 
特力屋股份有限公司內

湖店 
54 專任 

102 袁劍雲 行銷研究 103/5/6 特力屋股份有限公司 55 專任 

102 黃建榮 行銷研究 103/5/5 特力屋股份有限公司 56 專任 

102 謝獻章  
103/4/30 
103/5/1 

雙軌訓練旗艦計畫- 
二專校外參訪-台中 

105 專任 

102 謝獻章  
103/4/28 
103/4/29 

雙軌訓練旗艦計畫- 
二技校外參訪-台中 

105 專任 

102 周富美 人際關係與溝通 102/12/16
新北市佑安老人長期照

顧中心 
57 專任 

102 周富美 人際關係與溝通 102/12/9 佳和護理之家 57 專任 

102 黃建榮 產業實務講座 102/12/5 
全台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大溪物流中心 
54 專任 

102 謝承憲 全球運籌管理 102/10/31
遠雄航空自由貿易港區

股份有限公司 
52 專任 

102 袁劍雲 
物流資訊系統 
全球運籌管理 

102/10/29
台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

基隆港務分公司 
54 專任 

102 陳秀華 全球運籌管理 102/10/22 台北港 53 專任 

102 
葛致慧 
吳壽進 

會展規劃與實作 102/10/17 台灣創意設計中心 37 專任 

次數 16 場次/956 人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師生至校外教學一覽表 

學年度 教師姓名 課程名稱 參訪日期 參訪機構 人數 專/兼任

101 
吳壽進 

楊錦諒(業師) 
顧客關係管理 102/5/27 

中華電信 e 政府平台營

運中心 
26 專任 

101 羅啟峰 電子商務 102/5/8 茶山坊肥皂文化體驗館 57 專任 

101 蕭勝華 電子商務 102/5/8 茶山坊肥皂文化體驗館 56 專任 

101 陳建佑 統計學(下) 102/5/8 茶山坊肥皂文化體驗館 59 專任 

101 羅啟峰 行銷管理(下) 102/5/5 宜蘭綠色博覽會 30 專任 

101 謝獻章  
102/5/1 
102/5/2 

雙軌訓練旗艦計畫- 
二專校外參訪(台中) 

105 專任 

101 謝獻章  
102/4/29 
102/4/30 

雙軌訓練旗艦計畫- 
二技校外參訪(台中) 

105 專任 

101 羅啟峰 職業道德與企業倫理 102/4/18 慈濟大愛電視台 55 專任 

101 羅啟峰 職業道德與企業倫理 102/3/7 慈濟八德環保教育站 53 專任 

101 袁劍雲 會展規劃與實作 102/1/4 台灣精品館 50 專任 

101 陳奕愷 創新與創意 101/12/12 文化部 40 專任 

101 袁劍雲 會展規劃與實作 101/11/30
歐立利國際展覽設計股

份有限公司 
50 專任 

101 謝獻章  
101/11/21
101/11/22

雙軌訓練旗艦計畫- 
二專校外參訪(彰化、台

中) 
25 專任 

101 謝獻章  
101/11/19
101/11/20

雙軌訓練旗艦計畫- 
二技校外參訪(彰化、台

中) 
80 專任 

101 陳建佑 管理學 101/11/18 大板根森林溫泉渡假村 44 專任 

101 吳壽進 網路行銷 101/10/24
資訊工業策進會創新應

用服務研究所 
50 專任 

101 袁劍雲 會展規劃與實作 101/09/28
2012台灣國際會展產業

展暨 EXCO 國際院校會

展行銷競賽 
50 專任 

次數 17 場次/935 人 

100 謝獻章  
101/05/10
101/05/11

雙軌訓練旗艦計畫- 
二技校外參訪 

232 專任 

100 謝獻章  
101/05/08
101/05/09

雙軌訓練旗艦計畫- 
二專校外參訪 

282 專任 

100 吳壽進 策略管理 101/05/01 雅聞魅力博覽館 55 專任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師生至校外教學一覽表 

學年度 教師姓名 課程名稱 參訪日期 參訪機構 人數 專/兼任

100 
蘇建勳 

(代隊老師) 
國際複合運輸 101/04/30 雅聞魅力博覽館 60 專任 

100 
謝獻章 

(代隊老師) 
統計學(下) 101/04/30

手信坊創意和菓子文化

館 
55 專任 

100 蕭勝華 電子商務 101/04/30
手信坊創意和菓子文化

館 
56 專任 

100 周富美 人際關係與溝通 101/04/22
十三行博物館 
三鶯桃花源 

58 專任 

100 周富美 人際關係與溝通 101/04/21
十三行博物館 
三鶯桃花源 

108 專任 

100 袁劍雲 會展規劃與實作 100/12/14 手信坊文化創意館 38 專任 

100 吳壽進 網路行銷 100/11/23 南港軟體育成中心 46 專任 

100 謝獻章  
100/11/17
100/11/18

雙軌訓練旗艦計畫- 
二技校外參訪 

232 專任 

100 謝獻章  
100/11/09
100/11/10

雙軌訓練旗艦計畫- 
二專校外參訪 

283 專任 

次數 12 場次/1505 人

99 吳壽進 顧客關係管理 100/06/09
中國信託 Call Center 中
心 

40 專任 

99 
袁劍雲 
吳壽進 

國際複合運輸 
顧客關係管理 

100/05/05
基隆港務局蘇澳港分局 

國立宜蘭傳統藝術中心 
150 專任 

99 吳壽進 顧客關係管理 100/04/14 美商甲骨文台灣分公司 40 專任 

99 謝獻章  
100/05/03
100/05/04

雙軌訓練旗艦計畫- 
二專校外參訪 

150 專任 

99 謝獻章  
100/05/05
100/05/06

雙軌訓練旗艦計畫- 
二技校外參訪 

100 專任 

99 吳壽進 網路行銷 99/12/16 
好樂好股份有限公司 
2010台北國際花卉博覽

會 
47 專任- 

99 
袁劍雲 
陳建佑 

產業實務講座 99/12/15 2010 台灣設計博覽會 120 專任 

99 柴澄麗 全球運籌管理 99/12/06 
2010台北國際花卉博覽

會 
51 兼任 

99 謝獻章  
99/10/20 
99/10/21 

「雙軌訓練旗艦計畫專

班-二技」師生校外參訪 
100 專任 

99 謝獻章  
99/10/12 
99/10/13 

「雙軌訓練旗艦計畫專

班-二專」師生校外參訪 
100 專任 

99 吳壽進 會展規劃與實作 99/10/06 
EXCO TAIWAN 2010
台灣國際會展產業展 55 專任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師生至校外教學一覽表 

學年度 教師姓名 課程名稱 參訪日期 參訪機構 人數 專/兼任

99 李兆隆 創新與創意 99/09/27 台北縣政府 507 會議室 54 兼任 

次數 12 場次/1007 人

98 
謝獻章 
戴貴琴 

(帶隊老師) 

服務業行銷 
生產與作業管理 
企業倫理 
行銷與流通管理專題

99/05/13 
COSTCO 好市多股份有

限公司(中和店) 
83 專任 

98 
羅啟峰 

(帶隊老師) 

英語能力分班 
軍訓 
通路管理 
語言測驗與評估 

99/05/12 
基隆港務局 
台北金融大樓股份有限

公司(101 購物中心) 
106 專任 

98 
郭美芳 

(帶隊老師) 
流通經營實務模擬 99/05/12 

國立故宮博物院 
華儲股份有限公司 

50 專任 

98 袁劍雲 會議展覽概論暨個案 99/03/20 
南港展覽館(2010 年台

北國際自行車展覽會) 
52 專任 

98 蘇建勳 管理學 98/11/19 
外貿協會(台灣國際會

展產業展) 
55 專任 

98 
羅啟峰 
陳建佑 
吳壽進 

簡報技巧 
行銷管理 
網路行銷 

98/11/19 
外貿協會(台灣國際會

展產業展) 
130 專任 

98 羅啟峰 服務業管理 98/11/16 慈濟八德環保教育站 46 專任 

98 羅啟峰 服務業管理 98/11/15 
大愛電視台+八德環保

站 
52 專任 

98 羅啟峰 服務業管理 98/11/02 慈濟板橋園區 46 專任 

98 羅啟峰 服務業管理 98/10/05 八里焚化廠 46 專任 

次數 10 場次/666 人 

97 
袁劍雲 
范  淼 
陳建佑 

通路管理 98/05/21 
台茂南崁家庭娛樂購物

中心 
130 專任 

97 
袁劍雲 
郭美芳 

通路管理 98/05/20 
台北金融大樓股份有限

公司(101 購物中心) 
52 專任 

97 周富美  生涯規劃 98/05/02 
統一蘭陽藝文股份有限

公司 
50 專任 

97 
袁劍雲 
陳建佑 

服務業管理 97/10/24 
財團法人天主教光仁社

會福利基金會-五股慈

泰庇護工場 
24 專任 

次數 4 場次/256 人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師生至校外教學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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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蔣裕榮 流通概論 97/07/30 
康軒文教集團-桃園物

流中心 
13 兼任 

96 柴澄麗 行銷管理 97/07/15 
捷盟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物流中心 
13 兼任 

96 袁劍雲 流通概論 97/05/20 大葉高島屋百貨公司 46 專任 

96 
袁劍雲 

范  淼 
行銷與流通專題講座 97/05/15 

好好國際物流股份有限

公司 
27 專任 

96 
袁劍雲 

范  淼 
行銷與流通專題講座 97/05/15 陽明海運股份有限公司 27 專任 

96 
袁劍雲 

范  淼 
行銷與流通專題講座 97/05/14 遠雄自由貿易港公司 27 專任 

96 袁劍雲 展覽概論暨展覽個案 96/12/05 
台北世界貿易中心 

資訊展 
61 專任 

次數 7 場次/214 人 

95 袁劍雲 生產與作業管理 96/06/11 南僑化工廠 45 專任 

95 袁劍雲 行銷流通專題講座 96/05/23 聯廣集團(廣告) 51 專任 

95 陳彥蘅 行銷管理 96/05/18 Fedex 51 兼任 

95 袁劍雲 全球運籌管理 96/05/09 中保物流公司 37 專任 

95 
袁劍雲 

陳彥蘅 

國際複合運輸 

行銷管理 
95/12/15 華儲股份有限公司 33 

專任 
兼任 

95 袁劍雲 國際複合運輸 95/11/17 財政部基隆關稅局 23 專任 

95 范  淼 物流管理 95/11/27 可口可樂 51 專任 

95 范  淼 物流管理 95/11/27 康軒物流中心 51 專任 

次數 8 場次/342 人 

94 袁劍雲 生產與作業管理 95/06/07 安麗公司物流中心 48 專任 

94 袁劍雲 全球運籌管理 95/05/23 基隆港務局貨櫃碼頭 53 專任 

94 袁劍雲 國際複合運輸 94/12/20 長榮空運倉儲公司 53 專任 

次數 3 場次/154 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