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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生醫產業與新農業跨領域人才培育計畫」- 
A 類「生醫產業與新農業學產研鏈結人才培育計畫」 

食品科技產業創新領域 109 年度跨領域高階課程授課進度表 
 
開課學校 主播學校：國立中興大學(暑期開課) 

課程名稱 
(中文) 食品國際行銷 

(英文)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of food industry 

開課教師 吳志文副教授 學分數 2 授課時數(小時) 36 

開課單位 
食品暨應用生物

科技學系 
遠距視訊教學 同步/非同步 開放校外人士參與 ■是 □否 

授課進度表 

日期 時間 講題 時數 授課師資(單位) 

8/8 
(六) 09:00-12:00 食品市場策略行銷 3 

吳志文副教授 
(國立中興大學行銷學系) 

8/8 
(六) 13:00-16:00 食品消費者價值與行為分析 3 

謝明慧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國際企業系) 

8/8 
(六) 18:00-21:00 國際外部環境對食品市場分析 3 

楊惟超總監 
(中國生產力協會農業創新部門) 

8/9 
(日) 09:00-12:00 食品國際競爭策略理論分析 3 

吳志文副教授 
(國立中興大學行銷學系) 

8/9 
(日) 13:00-16:00 食品與服務策略發展分析 3 

王世澤教授 
(國立中興大學生物產業管理研

究所) 
8/9 
(日) 18:00-21:00 食品品牌策略分析 3 

黃文仙教授 
(國立中興大學行銷學系) 

8/10 
(一) 09:00-12:00 食品品牌訂價與促銷策略分析 3 

吳志文副教授 
(國立中興大學行銷學系) 

8/10 
(一) 13:00-16:00 食品國際通路策略分析 3 

林明圖經理 
(楓康超市部) 

8/10 
(一) 18:00-20:00 食品國際通路之關係行銷 2 

王世澤教授 
(國立中興大學生物產業管理研

究所) 
8/11 
(二) 10:00-12:00 食品國際行銷實務分享(一) 2 

劉允彰副總裁 
(宏全國際集團) 

8/11 
(二) 14:00-16:00 食品國際行銷實務分享(二) 2 

陳世曉總經理 

(歐典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11 
(二) 18:00-20:00 食品國際行銷實務分享(三) 2 

謝文慶副總經理 
(味丹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8/12 
(三) 10:00-12:00 食品國際行銷實務分享(四) 2 

林景修副總經理 
(佳美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8/12 
(三) 14:00-16:00 食品國際行銷實務分享(五) 2 

林煜翔總經理 
(碁富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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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教學大綱 
 

課程名稱 
(course name) 

(中)  食品國際行銷 

(Eng.)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of food industry  

開課單位 
(offering dept.) 

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系 

課程類別 

(course type) 
□必修   ■選修 

學分 

(credits) 
2 

授課教師 

(teacher) 
吳志文副教授 

選課單位 

(department) 
食生系研究所 

授課語言 

(language) 
中文 

開課學期 

(semester) 
 

課程簡述 
(course description) 

(中文) 本課程整合管理學院行銷學系及生物產業管理研究所師資，目標

為強化學員對食品國際行銷策略與發展有所瞭解，並提升學員對國際食品

行銷市場之分析能力。課程內容涵蓋食品市場策略行銷、食品消費者價值

與行為分析、國際外部環境對食品市場分析、食品國際競爭策略理論分析、

食品與服務策略發展分析、食品品牌策略分析、食品品牌訂價與促銷策略

分析、食品國際通路策略分析、食品國際通路之關係行銷及多場食品國際

行銷實務分享等。 

(英文 ) The course integrates knowledge of the faculty of the marketing 
department of College of Management and Graduate Institute of Bio-Industry 
Management at the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The course will 
strengthen the understanding of food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strategy and 
development and enhance the market analysis abilities of food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The course contents includes strategic marketing of food market, 
food value chain analysis and consumer behavior, international external 
environment and food market analysis, food competitive strategic theory and 
analysis, food and service strategy analysis, food branding strategies, food 
branding pricing and promotion strategies, food international channel, food 
international distribution of relationship marketing, and food seminar in 
practice. 

先修課程名稱 
(prerequisites) 

無 

課程目標與核心能力關聯配比(%) 
(relevance of course objectives and core learning 
outcomes)    

課程目標之教學方法與評量方法 
(teaching and assessment methods for 
course objectives) 

課程目標 核心能力 
配比

(%) 
教學方法 評量方法 

食品國際行銷的

知識與策略分析

能力 
 
Capability of  
strategy and 
knowledge 
regarding food 

運用及整合食品科技及

生物技術領域之專業知

識及能力 
Utilize and integrate the 
knowledge in food science and 
biotechnology 

30 
專題探討/製作 

網路/遠距教學 

參訪 習作 

討論 實習 

書面報告 

出席狀況 

口頭報告 

作業 作品 培養食品科技及生物技

術領域之研究能力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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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marketing 

Train the ability of doing 
research in food science and 
biotechnology 

其他 講授 測驗 實作 

其他 
了解食品科技及生物技

術領域之進階專業實務 
Understand the advanced 
practice in food science and 
biotechnology 

0 

培養食品科技及生物技

術領域之全球化視野 
Cultivate the global vision in 
food science and biotechnology 

40 

培養邏輯、獨立思考及

解決問題之能力 
Have the capability of logic and 
independent thinking to solve the 
questions 

0 

授課內容（單元名稱與內容、習作/每週授課進度/考試進度、備註） 
(course content and homework/schedule/tests schedule) 

 食品市場策略行銷 Strategic marketing of food market 

 食品價值分析與顧客行為 Value chain analysis and consumer behavior 

 食品國際市場分析 International food market analysis 

 專題 (I): 食品國際市場選定與價值分析 Case study 1: value analysis and target market 

 食品產品、品牌與促銷策略 Branding and promotion strategies 

 通路採購與食品產品發展與促銷策略 Channel procurement and promotion strategy 

 專題 (II): 食品產品與促銷規劃 Case study II: food product and promotion planning 

 食品國際流通體系 International distribution of food market 

 食品通路與電子商務 Food channel and e-channel 

 專題 (III): 食品國際通路建構與談判 Case III: Constructing food sale channel and channel 

negotiation 

學習評量方式 
(evaluation) 

課堂參與(20%)、個案製作 (40%)、期末考試或課堂測驗(40%) 

教科書＆參考書目(書名、作者、書局、代理商、說明) 
(textbook & other reference) 

自編教材 

課程教材（教師個人網址請列在本校內之網址） 
(teaching aids & teacher's website) 

授課教師自行準備之講義、投影片及文獻資料 

課程輔導時間 
(office hours) 

 

請遵守智慧財產權，不得非法影印他人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