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嗣堯 專任副教授

個人網站：http://lee2steve.blogspot.tw/

2020.8.1 更新

學歷： 日本國立北海道大學經濟學研究科經濟學博士(現代經濟經營專攻)
日本國立滋賀大學經濟學研究科經濟學碩士(經濟學專攻)
國立中興大學合作經濟學系(現改為台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商學學士
經歷： 臺中科技大學語文學院應用日語系系主任(2019/8-現在)
中國合作學社理事(2018/6-現在)
當代日本研究學會理事(2016/12-現在)
臺中科技大學語文學院日本研究中心執行長(2013/8-現在)
臺中科技大學國際事務處華語中心主任(2017/8-2019/7)
臺中科技大學國際事務處國際學生交流組組長(2016/8-2019/7)
日本北海道大學經濟學研究科客座研究員(2014/7-2014/8)
臺中科技大學應用日語系日本市場暨商務策略碩士班助理教授(2011/12-2016/7)
臺中技術學院應用日語系日本市場暨商務策略碩士班助理教授(2011/2-2011/11)
日本北海道大學經濟學研究科專門研究員(2010/4-2011/1)
(株)伊藤忠繊維研究所 事業投資/審查部 OJT(2000/7-2001/3)
日商伊藤忠商事 台灣現地法人 財經部(1997/3-2003/3)
救國團臺北縣團委會文教組輔導員(1992/8-1993/3)
榮譽： 臺中市政府 108 年優良教學人員
臺中科技大學 108 學年度服務績優教師
日本交流協會 2014 年度招聘學者
臺中科技大學 103 學年度教學績優教師
日本財團法人臺灣協會獎學金(2008)
北海道大學克拉克紀念財團獎學金(2007)
日本私費外國人留學生學習獎勵金(2005-2006)
日本財團法人交流協會獎學金(2003-2004)
日本私費外國人留學生學習獎勵金(1994-1995)
專長： 日本產業政策、台日經貿關係、日本企業、財務報表分析
教學： 日本總體經濟概況、日本經濟研究、國貿實務、會計學、日本市場現況、日本企業組織
與管理、高級情境日語
著作：
壹、期刊論文+雜誌+專欄
1. 李嗣堯、呂政諭(2020)「地方財政政策「減税基金」の効果に関する研究―愛知県のケ
ースを中心に」『名城アジア研究』第十一期 2020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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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梁玲菁、李嗣堯、蔡孟穎(2018)「社會住宅 國際體制之探索與省思」『台灣銀行家雜
誌』第 100 期 2018 年 4 月
3. 李嗣堯(2018)「日本社會經濟的發展及政府對策(下)」『合作經濟季刊』第 136 期
2018 年 3 月
4. 李嗣堯(2017)「日本社會經濟的發展及政府對策(上)」『合作經濟季刊』第 135 期
2017 年 12 月
5. 李嗣堯、来山里奈(2017)「外食産業における従業員のモチベーション管理－台湾企業
王品グループを事例として－」『第九屆台菲日國際學術研討會-永續觀光論文集』6183 頁、2017 年 11 月【ISBN：978-986-6758-62-1】
6. 梁玲菁、蔡孟穎、林孝威、李嗣堯(2017)「聯合國合作永續發展之住宅合作模式-英國、
德國、瑞典、加拿大、日本、瑞士之借鑑」『信用合作季刊』第 134 期 2017 年 10 月
7. 李嗣堯(2017)「日本企業來臺投資案例研究：思夢樂～純買賣型日本服飾專賣連鎖店臺
灣進出案例～」商業服務業資訊網/產業報告/名家專欄 2017/7/19
8. 李嗣堯(2017)「臺日商合作案例研究：臺灣勝博殿/勝成餐飲股份有限公司～以相同比例
出資提高經營效率～」商業服務業資訊網/產業報告/名家專欄 2017/3/15
9. 李嗣堯(2016)「日本企業來臺投資案例研究：宜得利家居（NITORI）～海外進出從臺灣
市場出發～」商業服務業資訊網/產業報告/名家專欄 2016/12/28
10. 李嗣堯(2016)「日本的新協力模式與合作社的基金」『合作經濟季刊』第 130 期 2016
年9月
11. 梁連文、李嗣堯、侍安宇(2016)「日本巢鴨信用金庫之經營策略與發展」『信用合作季
刊』第 128 期 2016 年 4 月
12. 李嗣堯(2016)「流通産業のグローバル戦略と競争優位性に関する考察－ニトリを事例
として－」『名城アジア研究』第七期 2016 年 3 月
13. 李嗣堯(2015)「流通産業の競争優位性についての一考察-ニトリの事業システムを中心
として」『2015 年國立高雄餐飲大學應用日語系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64-81 頁、
2015 年 11 月【ISBN：978-986-04-6745-1】
14. 李嗣堯、中村千佳子(2015)「企業経営の組織戦略に関する研究-ソフトバンクを事例と
して」『應用語文學報』第二期 2015 年 6 月
15. 李嗣堯、林永興、謝明宏、王維元(2015)「日本文創產業從內需到外展的變遷」『2015
創意、創新與管理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30-245 頁、2015 年 5 月
16. 李嗣堯、中村千佳子(2014)「情報サービス産業の企業経営戦略についての一考察-ソフ
トバンクの競争優位性を中心として」『應用語文學報』第一期 2014 年 3 月
17. 李嗣堯(2013)「馬英九政権発足後の台中経済関係の一考察-ECFA 調印による経済連携
強化とその意義」『経済学研究（和文紀要）』（北海道大学）第 62 巻 第 3 号 2013
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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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李嗣堯(2010)「台湾の対中経済関係に関する一考察－台中間の貿易構造と貿易競争力
の変化」『年報公共政策学』（北海道大学公共政策学研究センター）第 4 号 2010 年 3
月
19. 李嗣堯(2010)「台湾企業の対中国直接投資と産業別貿易への影響」『経済学研究（和
文紀要）』（北海道大学）第 59 巻 第 4 号 2010 年 3 月
20. 李嗣堯(2007)｢台湾の対外経済関係に関する考察－規制下の台・中間の経済相互依存と
規制緩和｣『経済研究（和文紀要）』（北海道大学）第 56 巻 第 4 号 2007 年 3 月
貳、研討會論文
1. 李嗣堯、蕭淑寬(2019)｢日本と台湾の高齢者学習機構経営の比較研究｣東アジア日本研
究者協議会「第四屆国際学術大会」2019 年 11 月 2 日，台北台湾大学
2. 呂政諭、李嗣堯(2018)「地方財政政策「減税基金」の効果に関する研究―愛知県名古
屋市のケースを中心に―」當代日本研究學會第九屆日本研究年會「亞太、日本與明治維
新 150 年：日本研究的變與不變」研討會 2018 年 12 月 2 日，台北政治大學
3. 葉東哲、李嗣堯(2018) 「台日商業服務人才市場供給需求之現狀及人才養成之課題」台
中科技大學應用日語系 2018 國際學術研討會「2018 亞洲中的日本 - 從人文・社會・經
貿看日本」2018 年 5 月 25 日，台中科技大學
4. 賴朝暉、李嗣堯(2017)「店舗設備産業に関する研究―日本の現状及び台湾との分業関
係を中心に―」當代日本研究學會第八屆日本研究年會「全球政經新局勢下的日本研究」
研討會 2017 年 11 月 11 日，台北淡江大學
5. 梁玲菁、蔡孟穎、林孝威、李嗣堯(2017)「國際住宅合作永續發展之借鑑」第 95 屆國
際合作社節「合作事業發展研討會」2017 年 6 月 30 日，台中逢甲大學
6. 李嗣堯、来山里奈(2017)「外食産業における従業員のモチベーション管理－台湾企業
王品グループを事例として－」第 9 回台湾·日本·フィリピン国際交流シンポジウム
2017 年 5 月 6 日，台北真理大學財經學院
7. 李嗣堯(2017)「日本高齡化社會與合作社創新服務」創新社會經濟發展研討會 2017 年
1 月 11 日，臺北大學資訊大樓國際會議廳、國家發展委員會主辦、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
進發展基金會承辦
8. 李嗣堯(2016)「論合作社發展社會經濟：新協力模式的發展基金」第 94 屆國際合作社
節「合作事業發展研討會」論文集(2016/6/24)
9. 李嗣堯、林永興、謝明宏、王維元(2015)「日本文創產業從內需到外展的變遷」2015
創意、創新與管理國際學術研討會 2015 年 5 月 28 日，實踐大學
10. 李嗣堯(2015)「流通産業の競争優位性についての一考察-ニトリの事業システムを中心
として」國立高雄餐飲大學應用日語系國際學術研討會 2015 年 5 月 16 日，高雄餐飲大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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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李嗣堯(2010)「台湾企業の対中国直接投資と産業別貿易への影響」アジア政経学会
2010 年度東日本大会，2010 年 5 月,日本北海道大学
叁、專書論文
1. 黎立仁、李嗣堯，2017 年 6 月，「日台アライアンスにおける総合商社の役割」，佐土
井有里編著『日本・台湾産業連携とイノベーション』，日本：創成社。【ISBN：9784794431776】
2. 李嗣堯，2012 年 6 月，<日本民間融資方案(PFI)之探討>，蔡東杰、黎立仁編《全球格
局變遷下之東亞政經發展：台灣與日本的視角》，台北：國立政治大學當代日本研究中
心，153-198 頁。【ISBN：978-860-32-9100】
肆、研究報告書
1. 梁玲菁、李嗣堯、顏詩怡、許慧光(2017)，『創新社會經濟與社會發展前瞻規劃』，國
家發展委員會委託/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執行計劃
2. 黃博怡、李儀坤、梁連文、張蕙嬿、李嗣堯、侍安宇、黃若瑜(2016)，『日本地方型金
融機構因應高齡化及科技發展趨勢之研究』，中華民國信用合作社聯合社委託/台灣金融
研訓院執行計劃
3. 李嗣堯(2014)「流通産業の競争優位性についての一考察-ニトリのグローバル戦略と関
連して」，日本交流協會招聘短期研究成果報告書
4. 黃博怡、廖志峰、梁連文、李嗣堯、劉致緯、蘇欣玫(2013)，『日韓兩國推動重點產業
發展資金協助機制之研究』，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委託 101 年計畫
5. 施光訓、婁天威、梁連文、林靜雯、李嗣堯、彭思遠(2010)，『計劃性融資之研究』，
金融研究發展基金管理委員會 99 年委託計畫
伍、譯著
1. 黎立仁、李嗣堯、李世暉譯『現代日本經濟的 25 個關鍵課題』2018/12/01 五南出版社
出版【ISBN：978-957-763-122-0】(橋本寿朗/長谷川信/宮島英昭/齊藤直(著)『現代
日本経済 第３版』(有斐閣アルマ)2011/6/9)
2. 李嗣堯、黃翠玲譯 『組織再造-日本企業成功案例精選』2008/2/25 台湾金融研訓院出
版【ISBN：978-986-68-9637-8】(財団法人金融財政事情研究会編『企業再生事例
選』）
3. 李嗣堯譯 『用三句英文馬上寫,馬上發 』(1999/8/21 笛藤出版公司初版第一刷發行)
【ISBN：957710326X】（SSC 編[3 行で書ける]英語でメッセージ 1995 年 12 月
SSC INC.出版）
4. 李嗣堯譯『加盟連鎖入門』（2005/9/15 未出版書籍、授權作為台湾德明技術學院暨台
灣連鎖加盟促進協會之教材）（日本フランチャイズチェーン協会編『よくわかる!フラ
ンチャイズ入門 』同文館出版）
陸、學位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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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嗣堯（2010）『戦後台湾経済の資本輸出と経済発展-対中国直接投資と貿易への影響
を中心に』国立北海道大学大学院経済学研究科 博士論文（平成 22 年 2 月）
2. 李嗣堯（1996）『日本資本主義確立期の経済計画-日清・日露「戦後経営」を中心に』
国立滋賀大学大学院経済学研究科 碩士論文（平成 8 年 2 月）
計畫案：
壹、研究補助
1.

財團法人商業發展研究院委託研究案
計劃名稱：「商業服務業發展動能推升計畫–關鍵能量建置」
商業服務業資訊網-商業服務業家專欄執筆
執行期間：2017/1/1-2017/12/10

2.

國家發展委員會委託計劃研究案(共同主持人)
計劃名稱：「創新社會經濟與社會發展前瞻規劃之研究」NDC-105-063
執行期間：2016/10/6-2017/4/5

3.

財團法人商業發展研究院委託研究案
研究主題：「日本企業來台投資個案研究」
研究期間：2016/6/20-2016/8/31

4.

財團法人商業發展研究院委託研究案
計劃名稱：「商業服務業發展動能推升計畫–關鍵能量建置」
商業服務業資訊網-商業服務業家專欄執筆
執行期間：2016/1/1-2016/12/10

5.

中華民國信用合作社聯合社委託/台灣金融研訓院執行計劃研究案(協同主持人)
計劃名稱：「日本地方型金融機構因應高齡化及科技發展趨勢之研究」
執行期間：2015/12/1-2016/7/31

6.

日本交流協會招聘短期研究員
研究主題：「日系流通業のアジア展開と戦略―二トリの台湾進出を中心に―」
執行期間：2014/6/30-2014/8/29

7.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委託計劃研究案(研究員)cepd101029
計畫名稱：「日韓兩國推動重點產業發展資金協助機制之研究」
執行期間：2012/10/15-2013/6/15

8.

金融研究發展基金管理委員會委託計劃研究案(研究員)
計畫名稱：「計劃性融資之研究」
執行期間：2010/5/15-12/15

9.

台灣連鎖加盟促進協會委託計劃案(共同主持人)
計畫名稱：「台灣連鎖加盟促進協會管理教材編譯計劃」
執行期間：2005/6/1-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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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政府與民間機構補助案
1.

2019 年度日本 ONEASIA 財團講座開設獎助 (共同主持人) 講座名稱：亞洲共同體與企
業‧文化 (アジアの企業経営と文化交流－アジア共同体の形成に向けて－)

2.

2018 年度日本 ONEASIA 財團講座開設獎助 (共同主持人) 講座名稱：亞洲共同體與企
業‧文化 (アジアの企業経営と文化交流－アジア共同体の形成に向けて－)

3.

2017 年度日本 ONEASIA 財團講座開設獎助 (共同主持人) 講座名稱：亞洲共同體與企
業‧文化 (アジアの企業経営と文化交流－アジア共同体の形成に向けて－)

4.

2016 年度日本 ONEASIA 財團講座開設獎助 (共同主持人) 講座名稱：亞洲共同體與企
業‧文化 (アジアの企業経営と文化交流－アジア共同体の形成に向けて－)

5.

2015 年度日本 ONEASIA 財團講座開設獎助 (共同主持人) 講座名稱：亞洲共同體與企
業‧文化 (アジアの企業経営と文化交流－アジア共同体の形成に向けて－)

6.

103 學年度行政院勞委會補助大專院校辦理就業學程實施計畫(共同主持人)
計畫名稱：「多元商務日語人才培訓學程計畫」
執行期間：2014/8/1-2015/7/31

7.

102 學年度行政院勞委會補助大專院校辦理就業學程實施計畫(協同主持人)
計畫名稱：「多元商務日語人才培訓學程計畫」
執行期間：2013/8/1-2014/7/31

8.

101 學年度外交部、日本交流協會補助辦理「國立臺中科技大學語言學院日本研究中心
成立大會暨日本研究論壇：台日經貿關係與發展」學術研討會 2012/11/1

9.

100 學年度外交部、日本交流協會補助辦理「2011 東亞區域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第
二屆全國大專院校日本研究中心聯合年會)」2011/11/21

叁、建教合作案
1.

107 學年度研建字第 108032H 號
合作單位：社團法人中華商店經營發展協會
計畫名稱：「日本藥妝健康產業多元經營創新模式研習」
執行期間：2019/2/1-2019/7/31

2.

102 學年度研建字第 102022F 號
合作單位：百商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計畫名稱：「協助國產手機遊戲 App 日本市場規劃並提供相關諮商」
執行期間：2014/3/1-2014/5/31

3.

100 學年度研建字第 100082F 號
合作單位：百商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計畫名稱：「協助規劃日文網頁並提供相關諮商」
執行期間：2011/9/10-2011/12/10

服務 1：(專題演講/與談/發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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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真理大学国際貿易学科、真理大学アジア研究センター、国立台中科技大学日本研究セ
ンター、淡江大学日本政経研究所主辦「2019 年 One Asia 共同体フォラム：アジアに
おける産業、技術、人材及び文化の連携と交流」／第二場次：アジアにおける人材と
文化の連携と交流「日本労働市場の多様化とアジア人材の開発」與談人 (2020/1/10)

2.

日本滋賀大學主辦 Global Conference on “University in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與談人(2019/6/1)

3.

中興大學通識中心主辦「日本與亞太區域發展」講座課程「日本企業的美麗與哀愁｣專題
演講(2019/5/28)

4.

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應用日語科主辦「日本產業研究概括與展望」專題演講
(2019/5/21)

5.

中興大學通識中心主辦「日本與亞太區域發展」講座課程「日本商社與亞太區域的佈局｣
專題演講(2018/5/15)

6.

中興大學通識中心主辦「亞太區域與日本研究」講座課程「日本商社文化與新興商機｣專
題演講(2016/12/20)

7.

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主辦「創新社會經濟與社會發展研析」焦點座談會與
談人(2016/11/28)

8.

勤益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主辦講座「日本經濟發展的現況與課題-白金高齡社會對台灣
的啟發」專題演講(2016/10/7)

9.

第 94 屆國際合作社節「合作事業發展研討會」與談人(2016/6/24)

10. 臺中科技大學語文學院「教師學術研究成果發表會」發表人(2016/6/23)
11. 台灣金融研訓院主辦 2016「白金商機‧服務創新」國際論壇口譯(2016/6/7)
12. 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中華民國委員會主辦國際政經論壇「國際政經情勢及我國因應」
與談人(2016/6/2)
13. 中興大學主辦 2015 第六屆全國日本年會暨「日本與東亞：安倍政權區域戰略佈局及其
發展學術研討會」與談人發表｢アベノミックスの第二ステージ－成長戦略の評価を中心
として｣(2015/11/28)
14. 臺中科技大學教務處「績優教師教學分享座談會」發表人(2015/4/17)
15. 勤益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主辦講座「國際觀的培養-日本觀點」專題演講(2015/4/8)
16. 實踐大學管理學院創意產業博士班主辦「文創產業政策-日本觀點」專題演講
(2015/1/16)
17. 科技部外交及國際事務學院/中興大學日韓總和研究中心/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主辦
「日本國會改選後內外政策動態座談會」與談人(2014/12/15)
18. 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中華民國委員會主辦「全球政經結構與亞太區域發展座談會」與
談人(2014/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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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中興大學日韓總和研究中心/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主辦「日本政治經濟脈動與社會趨
勢座談會」與談人(2013/12/10)
20. 東海大學跨領域日本區域研究中心「第一屆 中台灣日本研究研習營-如何研究日本?」經
濟經營領域「如何研究日本企業與經濟」專題演講(2013/9/30)
21. 臺中科技大學語文學院日本研究中心主辦日本研究中心成立大會暨日本研究學術研討會
「台日政經貿易關係與發展」專題演講主持人(2012/11/1)
22. 中興大學日韓總和研究中心/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主辦「日本與亞太區域發展座談
會」與談人(2012/5/21)
服務 2：(研討會/論壇：主持人、評論人)
1. 東アジア日本研究者協議会在台北舉辦之「第四屆国際学術大会」擔任主持人及論文評論
人 (2019/11/2)
2. 真理大學財經學院、國際貿易系主辦 2018 年度 One Asia「亞洲共同體」論壇：亞洲之
多元化與永續發展／第三場次：多元化文化的交流 主持人(2018/12/7)
3. 當代日本研究學會、國立政治大學、國立中山大學日本研究中心共同主辦 2018 當代日本
研究學會第九屆全國日本年會「亞太、日本與明治維新 150 年：日本研究的變與不變｣擔
任論文評論人(2018/12/2-3)
4. 東アジア日本研究者協議会在日本京都舉辦之「第三屆国際学術大会」擔任論文評論人
(2018/10/27)
5. 當代日本研究學會、淡江大學日本政經研究所、國立中山大學日本研究中心、國家政策研
究中心共同主辦 2017 當代日本研究學會第八屆全國日本年會「全球政經新局勢下的日本
研究學術研討會｣擔任產業經濟場次主持人及論文評論人(2017/11/10-11)
6. 東アジア日本研究者協議会在中國天津舉辦之「第二屆国際学術大会」擔任論文評論人
(2017/10/28)
7. 臺中科技大學語文學院日本研究中心與當代日本研究學會共同主辦全國第三屆「日本研究
青年論壇」日本產業經濟場次主持人兼評論人(2017/6/9)
8. 臺中科技大學語文學院日本研究中心等主辦 2017 年度 One Asia「亞洲共同體」論壇：
亞洲政經局勢與台日文化交流／第二場次：亞洲政經局勢 主持人(2017/1/13)
9. 中山大學日本研究中心與當代日本研究學會共同主辦 2016 當代日本研究學會第七屆全國
日本年會「亞太新局下的日本研究學術研討會｣論文評論人(2016/12/4)
10. 東アジア日本研究者協議会主辦「第一回国際学術大会」主持人+論文評論人
(2016/12/1)韓國仁川
11. 第 94 屆國際合作社節「合作事業發展研討會」論文評論人(2016/6/24)
12. 日本交流協會「台灣研究生訪日團(東亞研究)」論文發表會主持人及講評人
(2012/11/25-12/4)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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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台中技術學院應用日語系主辦第二屆全國日本年會暨「2011 東亞區域發展國際學術研討
會：全球格局變遷下之東亞政經發展-台灣與日本的視角」論文評論人(2011/11/21)
服務 3：(論文口試委員)
1.

古長麟｢デジタル時代におけるコンビニのマーケティング戦略について─ローソンと台
湾ファミリマートを例として｣碩士論文口試委員(2020/6/17)

2.

蕭淑寬「日本と台湾の高齢者学習機構経営の比較研究」碩士論文口試委員
(2019/12/20)

3.

廖柏年「ジンズの成功要因の一考察─戦略ストーリーの視点から─」碩士論文口試委
員(2019/12/20)

4.

呂政諭「地方財政政策「減税基金」の効果に関する研究―愛知県名古屋市のケースを
中心に―」碩士論文口試委員(2018/12/27)

5.

林敬暄「日本アパレル企業のビジネス戦略の比較考察―ストライブインターナショナ
ル(エコ)とユニクロを事例に―」碩士論文口試委員(2017/6/27)

6.

賴朝暉「店舗設備産業に関する研究―日本の現状及び台湾との分業関係を中心に―」
碩士論文口試委員(2017/6/27)

7.

陳怡君「日本における植物工場に関する一考察ー台湾への示唆」碩士論文口試委員
(2016/12/29)

8.

小林真由美「日系農業関連企業の海外事業展開に関する一考察」碩士論文口試委員
(2016/12/29)

9.

黃珮珊｢日本ロングステイ族向けの台湾高齢者住宅について｣碩士論文口試委員
(2016/6/23)

10. 来山里奈「外食産業における人材マネジメント－台湾王品グループを事例として」碩
士論文口試委員(2015/12/30)
11. 劉兆軒「事業再生のターンアラウンド・マネージャー：JAL の再生を例として」碩士
論文口試委員(2014/6/11)
12. 横山忠之「日台におけるソーシャルメディアマーケティングの比較考察」碩士論文口
試委員(2014/6/10)
13. 蔡宣如「日本の機械設備業者による台湾投資に関する効率性分析：DAE によるアプロ
ーチ」碩士論文口試委員(2014/1/2)
14. 廖述豪「中国市場へ進出する日台中小企業のアライアンス－携帯カメラ産業における
光学設備代理店の事例研究－」(2013/6/4)碩士論文口試委員
15. 中村千佳子 「ソフトバンクのビジネスモデル分析」碩士論文口試委員(2012/6/11)
16. 中興大學應用經濟研究所張煒敬「The Study of Trade Relations in SAARC
Countries: Evidence from Border Effect Approach」碩士論文口試委員
(2011/7/19)
9

服務 4：(隨團領隊、口譯、顧問等)
1. 臺中科技大學國際事務處「2019 年大阪產業大學暑期日語研修團」(2019/7/22-7/29)
領隊老師
2. 臺中科技大學應用日語系日本市場暨商務策略碩士班「2019 年赴名城大學移地教學」
(2019/6/24-6/30)領隊老師
3. 臺中科技大學 G.O.D 受邀參加日本大 HANYA 鹿兒島春祭 (2019/4/26-4/30)隨團領隊
老師
4. 社團法人中華商店經營發展協會主辦「2019 年日本藥妝產業多元化經營模式研習團」
(2019/3/12-3/16)隨團顧問
5. 臺中科技大學國際事務處「2018 年大阪產業大學暑期日語研修團」(2018/7/23-8/11)
領隊老師
6. 臺中科技大學國際事務處「2017 年大阪產業大學暑期日語研修團」(2017/7/16-8/5)領
隊老師
7. 台灣金融研訓院主辦「2016 年日本地方特色銀髮金融考察團」(2016/1/10-1/15)隨團
研究調查並支援部分口譯
8. 台灣金融研訓院主辦「2016 日本創新都更與金融考察團」隨團主要場次演講口譯
(2016/10/23-10/27)日本東京
9. 日本交流協會「台灣研究生訪日團(東亞研究)」團長(2012/11/25-12/4)日本
服務 5：(校院系所等各級委員會委員、校內外期刊審查委員、考試委員等)
省略
指導：
壹、碩士論文指導
1.

108 學年度(上) 蕭淑寬「日本と台湾の高齢者学習機構経営の比較研究」

2.

108 學年度(上) 廖柏年「ジンズの成功要因の一考察─戦略ストーリーの視点から─」

3.

107 學年度(上)呂政諭「地方財政政策「減税基金」の効果に関する研究―愛知県名古
屋市のケースを中心に―」

4.

105 學年度(下)賴朝暉「店舗設備産業に関する研究―日本の現状及び台湾との分業関
係を中心に―」

5.

105 學年度(上)小林真由美「日系農業関連企業の海外事業展開に関する一考察」

6.

104 學年度(上)来山里奈「外食産業における人材マネジメント－台湾王品グループを
事例として」

7.

102 學年度(下)劉兆軒「事業再生のターンアラウンド・マネージャー：JAL の再生を
例として」

8.

100 學年度(下)中村千佳子 「ソフトバンクのビジネスモデル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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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大學部畢業專題指導
1.

108 學年度（四技部）連庭蓉、陳柔均、洪裕貴、賴菀靜、馮上容「日台回転寿司 PK
戦」

2.

107 學年度（四技部）羅紫瑄、羅景瀚、王丞斌、康哲愷、黃毓傑、廖政閎「日本ゲー
ム産業の企業分析―任天堂を事例として―」

3.

106 學年度（四技部）王硯筠、李沛誼、楊玲、廖心苡、劉庭如「台湾と日本の
iPhone の発展現状の比較」

4.

105 學年度（四技部）陳彥芳、陳欣妤、黃怡菁、劉俊佾、嚴文謙「台湾コンビニ業に
おける経営戦略の比較－セブンイレブンとファミリーマートを事例に」

5.

105 學年度（二技部）張雅雯、邱榆荏、李怡靜、江沛萱「日本で行われる結婚式につ
いて」

6.

104 學年度（四技部）溫惠安、陳華隆、黃繼緯、潘沛辰「良品事業における経営戦略
の考察－事業システムの視点から」

7.

103 學年度（四技部）陳俞甄、陳思涵、黃芊瑀、呂淑樺「猫村と猫島の研究と発展」

8.

103 學年度（四技部）文歆儀、姜榮、范姜欣芝、陳玉璿、戴啟芬「台湾にある神社の
考察」

9.

102 學年度（二技部）吳玲樺、呂瑋芸、陳珣涵、楊雅勻、鍾玫君「ONEPIECE で地
域振興の可能性」

叁、指導取得證照
1.

109 學年度日三 A 劉宜青、王瀞悅等二十位同學通過第十五屆「國貿大會考檢定」
(2020/6)

2.

107 學年度日三 A 吳宴慈等十八位同學通過第十四屆「國貿大會考檢定」(2019/6)

3.

106 學年度日三 1 胡雅雯等十五位同學通過第十三屆「國貿大會考檢定」(2018/6)

4.

105 學年度日三 A 陳于婷等十七位同學通過第十二屆「國貿大會考檢定」(2017/6)

5.

104 學年度日三 A 董恩如等四位同學通過第十一屆「國貿大會考檢定」(2016/6)

6.

103 學年度日三 1 蔡芷凌等十一位同學通過第十屆「國貿大會考檢定」(2015/6)

7.

102 學年度日三 A 盧佳郁等三位同學通過第九屆「國貿大會考檢定」(2014/6)

肆、指導參加競賽與獎助
1.

108 學年度指導劉佳如同學取得日本交流協會撰寫碩博士論文訪日經費

2.

107 學年度指導蕭淑寬同學取得日本交流協會撰寫碩博士論文訪日經費

3.

104 學年度畢業碩士班来山里奈同學參加台日文化經濟協會主辦 2016 年「獎勵大專院
校日本研究論文比賽」獲研究生組佳作

4.

103 學年度日一 1 楊岳霖同學參加國立勤益科技大學主辦「全國大專院校暨高中職地方
產業創意行銷競賽」獲大專組亞軍 (2015/6)

5.

101 學年度指導劉兆軒同學取得日本交流協會撰寫碩博士論文訪日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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