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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 桑國忠( Kuo-Chung Shang)
職稱：教授兼經管系主任
學歷：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航運管理碩士
英國卡地夫(Cardiff) 大學物流暨作業管理博士
專長：航運管理、國際物流、供應鏈管理、
國貿實務
分機：7022
E-mail：gordon@mail.ntou.edu.tw

系主任桑國忠教授

mailto:gordon@mail.nto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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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創立於2017年，並於8月1日正式招收第一屆學生。致力

於運輸、物流、海運(海勤及陸勤)或海洋觀光等海洋產業之經營管

理相關領域學術與應用發展，以因應國家經濟建設趨勢與產業發

展。

本系上課實施地點大一在基隆校區，大二在馬祖校區，大三

大四在基隆校區。

本系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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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運暨管理學院
College of Maritime Science and Management

生命科學院 College of Life Sciences

海洋科學與資源學院 College of Ocean Science and Resource

工學院 College of Engineering

電機資訊學院 College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and Computer Science

人文社會科學院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海洋法律與政策學院 College of Ocean Law and Policy 

商船學系 Department of 
Merchant Marine

航運管理學系
Department of Shipping 

and Transportation 
Management

運輸科學系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Science

輪機工程學系
Department of Marine 

Engineering

2017 海洋經營管理學程
Bachelor Degree 

Program in Ocean 
Business Management

校內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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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師資
姓名 職級 最高學歷 專長

桑國忠 教授(系主任) 英國卡地夫大學物流暨營運管理博士 航運管理、國際物流、供應鏈管理、國貿實務

黃幼宜 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貿易系博士 國際貿易理論、貿易與產業分工、產業經濟

陳秀育 教授 國立台灣大學國際企業學研究所博士 航運行銷管理、供應鏈管理

鍾武勳 副教授 美國賓州州立大學工業工程博士
永續供應鏈、逆向供應鏈、永續性設計、產品模

組化

賴淑妙 副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會計學系博士 財務會計、公司理財、內部控制

詹滿色 副教授
美國喬治亞大學農業與應用經濟學系

博士
經濟學、需求與價格分析、效率與生產力分析、數量

方法

王慧茹 副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企業管理學系博士 行銷管理、品牌管理、消費者行為、網絡分析

何曉緯 助理教授 國立中央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博士
財務管理、財務工程、資產訂價、衍生性商品評

價及應用

顧皓翔 助理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資訊工程研究所博士 物聯網、決策支援系統、大數據分析、資料探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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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師
姓名 職級 最高學經歷 專長

劉仲矩 兼任教授
國立台灣大學商學博士

國立台北大學企管系專任教授
組織理論與行為、人力資源管理

王俊傑 兼任助理教授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商船系博士 航業經營與管理、航運技術與管理

陳敬忠
兼任副教授級

專業技術人員

薩爾瓦多科技大學政治及公共行政碩士

馬防部副指揮官/連江縣副縣長/致理科大拉美研究員
拉美地區研究、西班牙語

黃雅羚
兼任副教授級

專業技術人員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法律研究所碩士
精法國際法律事務所所長室主持律師 / 研鼎智能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

商事法、民事法

吳瑩瑩 兼任講師
國立中山大學高階公共政策碩士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校友中心主任
公關行銷、新聞傳媒

耿念豫
兼任副教授級專

業技術人員

美國德州大學人資博士
英商渣打銀行人力資源部副總經理

BenQ明基電通擔任人力資源部處長

企業管理、教育、雙語與跨文化、

人力資源管理

黃清旗 兼任講師
輔仁大學宗教學系碩士

國立台灣海洋大學課外活動組組長
活動設計規劃、簡報設計與報告

薛楚頻 兼任講師
英國Coventry University London Campus - Global 

Financial Services 碩士
策略管理(含企業管理)、財務經濟、

服務業管理

楊李嶽
兼任助理教授級

專業技術人員(待

聘)

荷蘭 Erasmus University Rotterdam 企業管理資訊碩
士

企業管理、企業訊管理、貨櫃運

輸管理、供應鏈管理

本系師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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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祖校區
陳蘭君-分機：3016 –信箱：z56020@mail.ntou.edu.tw

王鈺瑄-分機：3015 –信箱：yuhsuan0620@mail.ntou.edu.tw

王語婕-分機：3013 –信箱：loveyou9602@mail.ntou.edu.tw

黃啟國-分機：3012 –信箱：cg0928600687@mail.ntou.edu.tw

行政人員

基隆校本部
潘亞沁行政組員

電話：2462-2192 轉3100

電子郵件：alice60110@mail.ntou.edu.tw

mailto:z56020@mail.ntou.edu.tw
mailto:yuhsuan0620@mail.ntou.edu.tw
mailto:loveyou9602@mail.ntou.edu.tw
mailto:cg0928600687@mail.nto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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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修業規則

11

本系畢業學分共128學分，其中包括必修學分105，系開專業選修9學分及其他自由選修14學分。

 共同教育課程(28學分)：包括國文、英文、體育、愛校服務、博雅課程及本校特有的海洋科學概論、AI
人工智慧概論等通識類課程。

 經管基礎課程(36學分)：包括微積分、會計學、經濟學、統計學，民法概要、商事法及計算機概論等商
管類基礎的學科。

 經管核心課程(30學分)：包括整體課程介紹的企業概論、管理學、五管核心能力 (包括生產與作業管理、
行銷管理、人力資源管理、資訊管理、財務管理)、消費者行為、組織行為、管理會計、服務業管理、
網路行銷及策略管理等課程。

 海洋特色課程(11學分)：包括運輸學、海運學、國際貿易實務及海洋產業參訪暨講座等課程，以培養學
生海洋相關產業的視野及專業性。此外也開設海洋產業見習課程(選修)，帶領學生至福州大學經管學院
及福建農林大學學術交流及上課外，也會至福州、平潭、廈門的港口、自貿區與重要產業等參訪見習，
有助於學生對兩岸產業的了解。

 企業實習：本系已參加海運暨管理學院實習計劃(包括長榮航空、陽明海運及日通國際物流等公司)、運
輸系實習計劃（包括新竹物流、關貿網路公司等）與本系自辦實習計劃（如東森購物等）等大四６-14
個月實習計劃。此外，也有開設暑假２個月的短期實習計劃，均有提供２-9不等的學分數，將經營管理
理論與實務結合，縮短學用落差。

 跨領域學習課程：本系鼓勵學生依個人興趣及未來就業方向於本校航運管理、運輸科學、海洋觀光及海
洋文創等系，選擇一學系的部份課程做為主要跨領域修習方向，培養學生跨領域的專業知識，鼓勵同學
修習次專長、輔系或雙主修。



本系課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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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行銷管理 (3-0)

2. 財務管理 (3-0)

3. 資訊管理 (3-0)

4. 人力資源管理 (3-0)

5. 生產與作業管理 (0-3)

6. 消費者行為 (3-0)

7. 組織行為 (0-3)

8. 服務業管理 (0-3)

9. 管理會計 (0-3)

10. 策略管理 (0-3)

必修學分105

海洋特色課程11學分

1. 運輸學(3-0)

2. 國際貿易實務(0-3)

3. 海運學(0-3)

4. 海洋產業參訪
暨講座 (1-1)

選修學分23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經管系畢業學分128

語言能力

1. 國文領域 (2-2)

2. 大一英文 (2-2)

3. 進階英文 (2-0)

4. 多益600畢業門檻 (0)

體適能

1. 體育 (0-0, 0-0)

2. 游泳畢業門檻 (0)

通識與人文關懷教育

1. 博雅領域 (6-4, 4-4)

2. 服務學習 (0-0)

1. 企業概論 (3-0)

2. 管理學 (0-3)

3. 會計學 (3-3)

4. 經濟學 (3-3)

5. 微積分 (2-2)

6. 統計學 (3-3)

7. 計算機概論(2-2)

8. 民法概要 (2-0)

9. 商事法 (0-2)

經管基礎課程36學分共同教育課程28學分 經管核心課程30學分 專業選修9學分

(本系開設之選修)

• 短期實習(2-2-2)

• 企業實習(9-9)

• 簡報技巧與儀態(1-1)

• 投資學(0-3)

• 海外產業見習(1-0)

• 西班牙語(2-2)

• 暑期實習(2-0)

• 其他本系開設課桯

自由選修14學分

(外系開設之選修)

• 運輸物流產業導論(2-0)

• 其他外系開設課程



本系課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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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上)課表

※本課表未列出體育、博雅課程，學生可依時間自行安排選修。 16



運輸物流產業導論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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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產業見習
日期 行程 住宿地

DAY1 22:20基隆港出發(台馬之星) 船上

DAY2
南竿參訪
14:00 搭船至北竿

北竿

DAY3

北竿參訪
15:00 白沙-黃岐-福州
18:00 三坊七巷

福州

DAY4 福州大學參訪暨上課 福州

DAY5
福州自貿區參訪(管理處介紹)
馬尾船政博物館

福州

DAY6
福州-平潭
平潭自貿區管理處/平潭孵化園區

平潭

DAY7 平潭跨境電商/台灣館/小額貿易區/海關/企業參訪 平潭

DAY8

快速輪介紹/客運碼頭通關介紹
13:00 海峽號登船-台北港

(船上授課：高速客滾輪作業實務)
17:00 台北港-海洋大學 19:00

溫馨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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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xbYMXFM1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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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學年度錄取碩班名單

 吳怡萱荷蘭方提斯應用科技大學國際供應鏈管理碩士學程

 李竺蓁國立成功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 國立中興大學企業管理於學系 / 國立中興

大學行銷學系

 徐逸辰國立中山大學國際經營管理碩士學程 / 國立中山大學人力資源管理研究

所 / 本校航運管理學系

 廖翊閔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管理研究所

 許芷寧國立金門大學觀光管理學系

 王乙蓁本校應用經濟研究所

 許嘉尹本校航運管理學系

 陳威瑀本校運輸科學系

 王貫圖本校運輸科學系

 王柏禹本校運輸科學系

 蔡欣媛本校運輸科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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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一貫

最快五年（大學４年＋碩士１年）可完成大學及碩士學位

於大三或大四提出申請，錄取後獲「預研生」資格

預研生可於大四期間提前修習研究所課程，至多可抵免四分之三碩士

班研究生應修學分數（不含論文學分）

預研生仍須參加碩士班考試，錄取並註冊後成為本校研究生者，於入

學碩士班後第一學期核發獎助學金

 每位學生核發獎助金１萬元

 大學歷年成績班排名前百分之十之學生另外加發獎助學金 2 萬元

 大學歷年成績班排名前百分之十至二十之學生另外加發獎助學金 1.5 萬元

 大學歷年成績班排名前百分之二十至三十之學生另外加發獎助學金 1 萬元

 碩士班第一學年第一學期具備低收入戶身分者另外加發獎助學金 1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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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實習職務 實習薪資

驫馬旅行社 業務助理 23100元/月

季鈞管理顧問公司 運輸規劃師 24000元/月

昱臺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業務部 23100元/月

三維移動有限公司 交通規劃師 150元/時

台灣泛亞班拿股份有限公司 空運出口報關實習生 23100元/月

空運進口報關實習生 23100元/月

海運實習生 23100元/月

空運實習生 23100元/月

東立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生管 23100元/月+
1000全勤獎金

超捷國際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文件人員 24000元/月(含勞健保)

業務代表 24000元/月(含勞健保)

大四實習機構企業實習(大四全學期/全學年)９學分(與運輸系合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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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實習職務 實習薪資

全台物流 物流企劃實習生 26460元/月

營業實習生 26460元/月

財會實習生 26460元/月

人資實習生 26460元/月

業務行政實習生 26460元/月

華岡船務公司 文件製作與擅打 23100元/月

新竹物流 業務部 23100元/月

客戶服務部 23100元/月

經銷營業部 23100元/月

系統一部 23100元/月

營運部 23100元/月

台灣日通 承攬/物流/運輸 160元/時

陽明海運 營業人員 150元/時

大四實習機構企業實習(大四全學期/全學年)９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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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實習職務 實習薪資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實習生 160元/時

聯興國際物流公司 帳務人員 24000元/月

貨櫃管制員 28000元/月

資訊軟體助理工程師 24000元/月

台灣宅配通股份有限公司 實習生 150元/時

大四實習機構企業實習(大四全學期/全學年)９學分



2021東森特易購跨境電商部門實習
計劃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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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實習(大四全學期/全學年)９學分

111學年度

• 4A 連珮均立榮航空

• 4A 林柏謹台灣迪卡儂(運輸系實習)

• 4A 王偉丞台灣迪卡儂(運輸系實習)

• 4A 陳嘉翎台灣迪卡儂(運輸系實習)

• 4A 古宣慈新竹物流股份有限公司(運輸系實習)

• 4A 曾文沂新竹物流股份有限公司(運輸系實習)

110學年度

• 4A 黃柏閎通盈通運股份有限公司

• 4A 鄭雨潔新象國際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 4A 洪鎮宇新象國際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 4A 孫誼庭新竹物流股份有限公司(運輸系實習)

• 4A 謝承澔新竹物流股份有限公司(運輸系實習)

• 4A 王鈺竣勁達物流股份有限公司(運輸系實習)

109學年度

• 4A 林亮曦陽明海運

• 4A 魏曦姸臺灣日通

• 4A 陳俞磬台灣德迅國際運輸

• 4A 吳思麒台灣迪卡儂

• 4A 尤政皓永聯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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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實習(升大二/大三/大四暑假期間)２學分

110學年度

• 3A 蕭為中聯漁股份有限公司

• 4A 胡善堡世邦國際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 4A 王乙蓁財政部北區國稅局桃園分局

109學年度

• 2A 蕭為中教育部青發署109年青年暑期社區職場體驗

• 3A 孫誼庭亞慶貿易公司

• 3A 吳怡萱亞慶貿易公司

108學年度

• 2A 孫誼庭 驫馬旅行社 (台北)

• 3A 風凱勛 驫馬旅行社 (馬祖)

• 3A 沈騰洧 浩翔運通公司 (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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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學生錄取長榮航空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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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日通社長蒞臨本校拜訪並就實習合作進行意見交流

拜訪嘉里大榮物流公司董事長及總經理
並就實習合作進行意見交流

業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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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海飛颺」一般優秀學生短期研修

 學費、部份生活費(含來回飛機票) [生活費含住宿費] 
 每人獎助額度由申請獎助學校甄選會訂定，平均獎助額度為新臺幣5~15萬元

「學海惜珠」清寒優秀學生短期研修

 學費、部份生活費(含來回飛機票) [生活費含住宿費] 
 每件申請案獎助額度由教育部核定，盡量採全額補助方式

「學海築夢」一般優秀學生短期實習

 實習團員（含主持人）國外部份生活費、來回飛機票
 依當年度教育部核定補助經費、本校配合款及校內計畫排序，由本校「選送

學生赴國外短期研修甄選委員會議」審查，經校長簽核後而定。

45

教育部補助(111年)

學生赴海外短期研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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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妹校

交換學生計畫
暑期研習營

國際體驗

學期計畫

寒暑期

交流活動

本校各項計畫

學生赴海外短期研修

可搭配申請

學海飛颺
學海惜珠

※以上計劃亦有本校提供之補助，金額視各項計畫而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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姊妹校(110年)

學生赴海外短期研修

紐約州立大學海運學院

美國西來大學

美國克拉克森大學

加拿大紐芬蘭大學

德國維爾茲堡－施韋因

富特科技大學

法國里爾大學

法國卡昂大學

日本神戶大學

日本神奈川大學

日本東京海洋大學

日本長崎大學

日本北海道大學

日本九州大學

日本琉球大學

韓國海洋大學

韓國釜慶大學

韓國中央大學

韓國仁川大學

亞洲

歐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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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學年度

經管系106級
陳可安
紐約州立大學海事學院

經管系106級
魏曦姸
法國里爾大學經管系106級

胡佳雯
中國廈門大學

經管系107級
吳怡萱
法國里爾大學

109學年度

赴外交換學生計畫

110學年度
經管系107級
徐逸辰
法國里爾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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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績優異提前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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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祖校區-地理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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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祖校區-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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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祖校區-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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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暗空之夜・圖片來源：06據點民宿主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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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祖校區-獎學金/補助

赴福州大學及福
建農林大學異地

教學補助

馬祖校區三系學生獎助學金補助
 連江縣政府提供：馬祖校區就學期間每人每年一萬元就學津貼及五千

元交通補助(實支實付)。
 本校提供：馬祖校區就學期間每人一萬五千元獎助學金。
 優秀新生入學獎學金：每名約3萬元(由連江縣政府及海洋大學共同提

供)，獎勵資格如下：
 大學指考錄取成績為各系之前三名，且以第一志願錄取者，每系各以1名為原則。
 學測總級分為各系之前三名，且以第一志願錄取者，每系各以1名為原則。
 同分者依該學年度簡章之同分參酌順序決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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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祖校區-進方水獎學金

學生或父母設籍於馬祖一年以上，且操行成績在

80分以上，依申請者在馬祖校區就讀一年平均成

績以班級百分比擇優錄取。

第一順位如未錄取滿額，學生符合操行成績80分

以上，依申請者在馬祖校區就讀一年平均成績以

班級百分比擇優錄取。

第1順位

第2順位

各系名額6名，每名各得1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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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祖校區-李全伶獎學金

大學二年級以上

學年成績班排前十名

熱心參與課外活動

名額大二及大三各1名，每名4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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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運學院-建華海運獎學金

操行成績80分以上，依申請者在校

前一學期平均成績高低排序錄取

• 名額1名，每名各得1萬元。

家境清寒者

• 名額1名，每名各得1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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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祖校區-第一屆馬祖校區師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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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祖校區-在地化多元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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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祖校區-張榮發基金會捐贈接駁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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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祖校區-校外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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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祖校區-特別講座



66

打工項目 薪酬待遇 工作內容 工作時間 備註

1. 7-11工讀生 $160/HR 櫃台結帳，店內補貨 課餘時間排班 規定與本島相同

2. 校內工讀生 $158/HR
師長宿舍清潔、換床單、行政

人員臨時交辦事項
課後時間進行

3. 忠漁原味餐廳工讀生 $160/HR 燒烤餐廳內、外場工作 晚班(17:00~21:00)

包晚餐，傍晚需自

行搭公車前往，晚

上由老闆載回

4.
芹壁家適咖啡

民宿工讀生
$160/HR

1.整理民宿房間(房間清潔、換

新床套、補備品...等事項)

2.咖啡廳外場（送餐、收桌、

洗碗、招呼客人）

10:00~16:00

假日或平時沒課都可與

老闆商量打工時間

基本上由老闆接送

至工作地點，有供

餐

5.
芹壁家適咖啡

駐唱表演人員

學校工讀金(依

駐唱時數計) +放置

打賞箱

在咖啡廳外以吉他或其他樂器

表演，製造現場氣氛

周末或平時沒課都可以

去表演

午後時段

(14:00~16:00)

為佳

基本上由老闆接送，

工作後可以享用餐

點

6. 各科家教
$250~$500/

HR不等

學生各科目之課後加強、加深

加廣

課餘時間，彈性安排

(2~3小時為主)
與家長協商為主

7. 國中、國小課輔老師
$158/HR

(學校工讀金)

至北竿的國中小進行課後輔導、

陪讀

依學校安排之時間為主

(一次2小時)

會先進行面試，學

校會有專車接送

8.
南竿花旗補習班

助教老師

時薪面議

$250/HR

(參考)

至補習班擔任英語、數學、自

然(擇一)之助教解題老師
依排班時段

需先面試

工作地點位於南竿

馬祖校區-打工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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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管理、運輸與物流、交通管理、觀光、旅運管理
之研究所。

未來發展

電商企業，貿易公司，臺灣港務公司、桃園機場公司、
船舶運送業、航空公司、海空運承攬業、大眾運輸、
供應鏈、物流及倉儲管理、製造業、航空服務業、工
程顧問、物聯網科技、旅行業、觀光業、郵輪業等公
司。

高普考及特考進入各級政府機關，如航政、路政、郵
電，交通事業管理、觀光、導遊、關務、飛航管制員
等。

學
術

產
業

公
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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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其他獎學金/補助

海運學院

辦理單位-學務處

可參閱學務處就學獎補助網站
http://www.stu.ntou.edu.tw/scroot/

校級獎助學金
(校內暨校外)

惜福餐券
每系每月最多補助4名

每名2仟元

急難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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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惜福餐券-捐款單位



• 小班制教學(30人)  老師能顧到每個學生

• 馬祖上課

• 馬祖獎學金多、工讀機會多、競爭少

• 大四沒有必修課、彈性大

• 二次赴大陸移地教學機會

70

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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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要當航海王，一定要去念航管系？

A 不一定，王芸學姊，大三上提早畢業，沒有雙主修，
多益800 左右，第一份工作進入馬士基（全球最大的海
運公司)

日賺1.7億！航海王擁2萬張陽明破21億網驚：神來了



大四蔣家暘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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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四蕭為中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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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管系邁入第六年但仍很年輕
仍在具完整制度的海洋大學中

航管系成立61年/運輸系成立10多年
己可以互補及整合

台北大學/台北科技大學/台北醫學大
學四校可跨校選課
經管系的歷史

就等著各位來創造
師生共同努力

創造你我的經管系

期許與勉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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