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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系所簡介 

東海大學國際學院全英語授課，旨在培育跨領域思考、國際思維、創新創業的

人才。開設有國際經營管理及永續科學與工程學士課程。必修之 「國際領導榮

譽學程」為本院特色，培養學生迎接 21 世紀全球化「繁榮、永續」的挑戰和機

會。國際學院與美國以博雅教育著名的三一大學（Trinity University）、美國羅

德島大學（The University of Rhode Island）、美國天普大學（Temple University）、

英國諾丁漢倫特大學 (Nottingham Trent University)、法國雷恩管理學院 (Rennes 

Business College) 、美國安德烈大學 (Andrews University) 等多所名校進行 2+2、

3+1、3+2 雙聯學位合作計畫，畢業後有機會取得雙學位。在全英語的學習及生

活環境中，經由課堂聽講、個案討論以及海外研習，台灣學生與外籍生共同體

認不同文化，研讀彼此關心的議題，是與國際接軌的最佳捷徑。國際學院以綠

色博雅為導向、兼顧人文與永續思維之全英語教學環境，聘請海內外學者組成

的卓越師資群，設置四年制「國際學院國際經營管理學位學程。東海大學國際

學院取經美國之通識課程「國際領導課程」，並輔以 Mentor Program (聘請美國

應屆畢業生來校擔任學生 Mentor)、Mini-Semester 制度 (聘請海外教授來校授課)，

成為台灣真正全英語教學國際學院之首例。 

 

1.1 發展特色 

Our Bachelor of Science degree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is composed 

of the traditional content courses found in most business programs. However, a 

unique feature is the Global Leadership (GL) Honors Program. The goal of the GL 

courses is to enhance students’ international awareness and global vision. Through 

coursework, public lectures, and special events and activities in an international 

atmosphere, students will gain a multi-faceted, factual, and first-hand understanding 

of global trends in business, economy, culture, and the arts. The GL program is 

designed to be completed in the first two years of study. These courses will also 

transfer as some of the General Education requirements at Trinity University, the 

University of Rhode Island, and others, as part of Tunghai’s Dual Degree Programs 

(2+2 Programs). 

Another unique featur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llege is the Mentor Program. Each 

incoming class has an American mentor who helps students make the transition from 

high school to independent learners in an all-English environment. The mentors are 

from two of the top Liberal Arts schools in America: Davidson College and Trinity 

University. In addition to helping students master English, they host cultural activities 

and help students with their international exchange and college applications. Simply, 

they ensure that students are off to a good start on the road to suc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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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 

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著重於實務能力，期許學生能將所學與實務相互應用。本

學程課程規劃與設計係配合系所教育目標所開設，並符合學程專業核心能力之

發展，開設多元之必修及選修課程，每學年開設學分約為 128 學分，鼓勵學程

學生跨領域學習。國際學院國際經營管理學位學程以綠色博雅為導向、兼顧人

文與永續思維之全英語教學環境，旨在培育跨領域思考、國際思維、創新創業

的人才。「國際領導榮譽課程」為國際學院取經美國之通識課程為本院特色，將

學程的宗旨定在培養學生迎接 21 世紀全球化「繁榮、永續」的挑戰和機會。因

此在擬定教育目標及核心能力，即基於該主軸概念，同時考量本學程教學特色

及學生需求共同形構，以符合現代職場所需，提升學生未來競爭力。 

 

教育目標 Learning Goals 核心能力 Learning Outcome 

1. 培育學生面對全球企業多元文化的調適

能力 

2. 落實全人教育並養成自然人文與社會素

養兼具的人格 

3. 透過課程及實習經驗培育學生具備自我

表達的能力及信心 

4. 培養學生具備升學及就業的國際競爭力 

5. 培養國際歷練與外語溝通能力 

1. 具備國際企業管理專業知

識 

2. 具備雙語溝通及國際交流

之能力 

3. 具備團隊合作之能力 

4. 具備問題解決能力 

5. 具備領導特質及能力 

6. 前瞻性的創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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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系主任的話 

The International College: Embellishing the Pioneering Spirit of Tunghai 

The newest college at Tunghai University, the International College (IC), is 

strengthening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university and preparing students for the 

global community. The IC features English-taught Bachelor of Science degrees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IBA) and Sustainability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SSE). These programs focus on multi-disciplinary learning, global 

thinking,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The teachers, students, and overseas study opportunities create a unique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for the students in the International College. The faculty of the 

International College is composed of both local and international teachers, and over a 

quarter of the student population (degree-seeking and exchange students) are from 

overseas (26 different countries). This combination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creates a 

truly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Moreover, the college offers numerous exchange and 

dual degree programs with leading universities around the world. Nearly 80% of the 

first graduating class of IBA students studied overseas before they graduated. 

The IC creates a nurturing environment for students. Two teachers in the IC have won 

the Tunghai University Outstanding Teacher Award for offering innovative courses. 

Mr. James Gillespie was recognized for being the first and only teacher in Taiwan to 

integrate the Color Accounting curriculum into his Accounting course. Color 

Accounting combines visual and kinesthetic learning practices to alleviate students’ 

fears of math. Students can then competently navigate the language of accounting and 

feel confident in their abilities. The year before, Dr. James Sims won the award for his 

Leadership & Global Citizen for the 21st Century course which features interaction 

with global leaders from large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successful private 

entrepreneurs. Each week the speakers talk about leadership and what it takes to be 

successful, as well as what they look for in employees and what skill sets students 

should develop. This course has led to internships for students and job offers upon 

graduation. The recent addition of Dr. Annie Y. Tsai, who is also the new Dean of the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as also added a new Social and Cultural 

Psychology dimension to the International Co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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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員額及設備 

3.1 師資 

姓名 職稱 學歷 專業領域 

James Sims  教授兼國際學院

院長及國經學程

主任 

美國佛羅里達州

立大學多種語言/

多元文化教育:英

語教學博士 

第二外語與外語學習、語

言評估 

陳浩政 助理教授 日本京都大學經

濟學研究科博士 

組織間管理、策略聯盟、

日本研究 

Coral Troy 助理教授 逢甲大學風險管

理與保險學系博

士 

保險、公司治理、自我選

擇方法 

James 

Gillespie  
講師 美國德銳大學凱

勒管理研究所碩

士 

會計、英語溝通 

林懷恩 兼任助理教授級

專技人員 

美國紐澤西州立

羅格斯大學 

國際團隊核心領導、效率

和優化控管、研發

（R&D）、投資管理 

 

3.2 學程學生數 

    本學程每一年級為一班，每年級約在 60~80 人之間。招生方式則分為特殊選

才、繁星推薦、學測個人申請、指定考科入學，學生必須依循簡章上相關規定

提出申請。 

 

年級 

Grade 

本地生 

Local student 

外籍生 

International student 

人數 

Student Number 

一年級 

Freshman 

48 31 79 

二年級 

Sophomore 

45 21 66 

三年級
Junior 

36 24 60 

四年級
Senior 

46 19 65 

總計 Total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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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學生學習活動 

4.1 學生實習 

國經學程四年級學生尹希桓、程皖兒、孫詠詒、卓冠萱、張馨勻等學生參與臺

中美國商會 AmCham Taichung 實習機會。除協助商會行政事務外，更同時受邀

參與辦理年度盛事兒童募款餐會 AmCham KIDZ Charity Gala，協助本次活動策

畫及美術設計，以及當天活動進行，使其在工作中將課堂所學應用，提升實戰

危機處理能力，並同時實踐經驗與產業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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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學年學生實習 

編號 姓名 實習機構名稱 

1 周Ｏ儒 陽信商業銀行有限股份公司 

2 卓Ｏ萱 台中美國商會 AmCham Taichung 

3 陳Ｏ稼 石門山綠資本有限公司/ Mt. Stonegate 

4 張Ｏ勻 台中美國商會 AmCham Taichung 

5 梁Ｏ馨 石門山綠資本有限公司/ Mt. Stonegate 

6 孫Ｏ詒 台中美國商會 AmCham Taichung 

7 何Ｏ緯 台灣艾納康有限公司 

8 施Ｏ辰 台中美國商會 AmCham Taichung 

9 翁Ｏ君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國家兩廳院） 

10 程Ｏ兒 台中美國商會 AmCham Taichung 

11 林Ｏ頤 御祥股份有限公司 

12 黃Ｏ毓 司馬鐵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13 黃Ｏ翔 沛榮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14 蘇 Ｏ 石門山綠資本有限公司/ Mt. Stonegate 

15 邱Ｏ芸 石門山綠資本有限公司/ Mt. Stonegate 

16 尹Ｏ桓 台中美國商會 AmCham Taichung 

17 管Ｏ慈 康百視雜誌社 Compass Magazine 

18 賴Ｏ欣 台灣羅伯特博世股份有限公司（台中營業所） 

19 林Ｏ玲 PT. Ocean Trading Indonesia 

20 王Ｏ安 大丹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1 莊Ｏ庭 社團法人臺北市時裝協會 

22 歐陽Ｏ辰 醫饎食品科技有限公司（芳時品味行銷部） 

23 曹Ｏ剛 笠毅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24 林Ｏ宇 台中美國商會 AmCham Taichung 

25 石Ｏ瑛 台中美國商會 AmCham Taichung 

26 林Ｏ鑫 PT, Siem Lestari 

27 陳Ｏ倫 台中美國商會 AmCham Taichung 

 

 

 

 

 

 

 

 

 

 

 



[東海大學國際學院國際經營管理學位學程]

 

8 

4.2 升學榜單 

109 學年度國經學程畢業生錄取研究所榜單 

國際學院培育跨領域思考、國際思維、創新之人才。於 109 年度國經學程學生

表現優異，分別錄取台灣、歐洲、美洲、大洋洲等知名大學研究所，皆為世界

百大及名校，錄取名單如下: 

亞洲及大洋洲地區 

姓名 錄取學校 

劉Ｏ盈 1. 台灣國立中山大學人力資源管理全英語碩士學位學程 

阮Ｏ源 1. 台灣國立成功大學國際經營管理研究所碩士班 

2. 台灣慈濟大學傳播學系碩士班 

3. 日本關西學院大學企業管理碩士班 

林Ｏ頤 1. 澳洲雪梨大學行銷領域 

2. 澳洲新南威爾斯大學行銷領域 

3. 澳洲昆士蘭大學行銷領域 

 

歐美地區 

姓名 錄取學校 

王Ｏ頎 1. 美國天普大學創新管理與創業領域 

管Ｏ慈 1. 英國巴斯大學行銷領域 

2. 英國諾丁翰大學行銷領域 

3. 英國杜倫大學行銷領域 

何Ｏ緯 1. 英國布里斯托爾大學行銷領域 

2. 英國諾丁翰大學行銷領域 

邱Ｏ芸 1. 英國巴斯大學行銷領域 

2. 英國布里斯托爾大學行銷領域 

李Ｏ霖 1. 英國謝菲爾德大學行銷領域 

2. 英國利茲大學行銷領域 

孫Ｏ詒 1. 英國利茲大學時尚管理領域 

尤Ｏ涵 1. 英國里茲大學行銷領域 

2. 倫敦瑪麗王后大學行銷領域 

 

研究所錄取心得 

姓名 管Ｏ慈 

錄取研究所 布里斯托大學、巴斯大學、諾丁漢大學- 行銷領域 

錄取心得 國際學院多樣化的課程設計，讓學生能夠從中探索自己的興

趣。在課程參與的過程中，逐漸發現自己對行銷的熱愛，於是

選擇就讀研究所，更深入探索行銷領域。研究所最重要的技能

之一就是撰寫學術文章及論文，而國際學院提供的全英語教學

環境和 Mentor 的個別指導，讓我的寫作技巧大幅提升，在申

請英國研究所撰寫申請動機時，是一個非常大的加分。除此之

外，課外活動和實習經歷也是國外研究所非常重視的部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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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學院的幫助下，讓我在大三時有機會到美國商會和康百士

雜誌擔任行銷實習生。 

4.3 系學會活動 

 新生迎新宿營 IC CAMP 

為國際學院三天兩夜之迎新活動，內容包含團康活動、大地遊戲、

RPG 等活動結合而成，透過此次活動讓大一新生們更加熟識彼此，並

培養學生團結合作及榮譽感的精神。 

 

 

 萬聖節 Halloween Party 

為國際學院舉辦變裝活動，使學生更能體驗國外在特殊節日而舉辦的

萬聖節活動，慶祝同時也增進學生對於國外文化的了解；由增進兩系

學院各系間的情感，並加深師生的互動及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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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誕節 Polar Christmas 

為國際學院舉辦之舞會，因學程由來自不同國家學生所組成，希冀能

透過活動體驗不同的文化特色，由此建構多元文化調適能力，有別以

往的體驗大學生活。  

 

 

 制服日 Uniform Day 

為本學程舉辦以高中制服主題活動，藉由制服日促進本學程學生的互

動，以及讓參與者可以開拓自己的交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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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校雙週 Second Teaching Area Activities 

二校區各系系學會透過東海大學第二校區為期兩週的活動，想帶給東

海大學全體師生不同的活動體驗，讓二校區的同學們在大學生活中增

添一筆特別的回憶，同時也歡迎一校區的同學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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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教師與學生獲獎 

教師獲獎紀錄 

姓名 獲獎名稱 審核單位 

James Gillespie 教學傑出獎 學術審議委員會 

  

 

學生獲獎紀錄 

姓名 類型 獲獎名稱 

岩崎Ｏ揮 競賽 109 學年度大專棒球聯賽 

曹Ｏ剛 競賽 109 學年度大專棒球聯賽 

劉Ｏ温 競賽 110 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網球分區錦標賽 

黃Ｏ綺 展演活動 《太初之光》KSO‧林品任 x 馬勒‧復活 

林 Ｏ 競賽 中華民國大專校院 109 學年度籃球運動聯賽(預賽) 

劉Ｏ温 競賽 第 18 屆福興盃全國大專暨青少年網球錦標賽 

 

書卷獎 

部別 系級 姓名 獎學金金額 

大學部 國經一 吳Ｏ恆 10,000 

大學部 國經一 黃Ｏ美 10,000 

大學部 國經二 王Ｏ甯 10,000 

大學部 國經二 馮Ｏ桐 10,000 

大學部 國經三 曹Ｏ剛 10,000 

大學部 國經三 李Ｏ陞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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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學年度榮譽學生 

        依據本校學則第三十四條規定：學士班學生在本校修業一年以上，其上一

學年成績達下列各款標準者，榮譽學生。 

一、 學年學業平均成績達八十五分以上者。 

二、 學期科目各科成績達七十分以上者。 

三、 學年科目平均成績達七十分以上者。 

四、 名列本班前百分之五以內者。 

 

部別 級別 學生姓名 

大學部 國經一 吳Ｏ恆 

大學部 國經一 黃Ｏ美 

大學部 國經一 林Ｏ妏 

大學部 國經二 王Ｏ甯 

大學部 國經三 曹Ｏ剛 

大學部 國經三 李Ｏ陞 

大學部 國經三 吳Ｏ維 

大學部 國經四 賴Ｏ君 

大學部 國經四 蘇 Ｏ 

 

109 學年度獲獎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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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綜合研究成果 

6.1 教師發表研討論論文 

國經學程杜凱蕾助理教授以及葛晉恩講師，分別於 109 學年度進行研究論文之

發展。其中葛晉恩講師代表本院進行主講，參與由美國 Azusa Pacific University

主辦的國際論壇，同時更帶領本學程學生一同參與，讓學生獲得國際學術之經

驗活化學習成效。相關教師研究報導如下： 

Dr. Troy collaborations on Asian economies were 

published papers, in “Advances in Pacific Basin Business, 

Economics and Finance,” “Economics Bulletin,” and 

“North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and 

another article in the “Journal of Applied Gerontology”.  

 

Mr. Gillespie worked with faculty at Azusa Pacific 

Univers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Karuny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nd Science in India, and Hebrew University 

of Jerusalem in Israel to host an online International 

Business Colloquium over winter break. Faculty at all four 

institutions presented on different cultural 

implications, political realities, and risks that 

businesses must face when they grow internationally; 

Mr. Gillespie spoke about the financial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hat businesses encounter.  Mr. 

Gillespie was excited that, despite it being over 

winter break, some students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ollege’s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program participated. It not only exposed them to 

new business topics and students from other countries 

but also exposed them to a new learning style – a learning style that takes initiative 

and feels comfortable expressing ideas that might not be fully formed but still serve to 

advance the discu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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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國際交流活動 

7.1 雙聯學位 

有關本學程之雙聯學位國際合作學校如下： 

1. 美洲 

編號 學校 

1 Trinity University三一大學 

(2+2 東海+TU 學士) 

2 University of Rhode Island 羅德島州立大學 

(2+2 東海+URI學士) 

3 Temple University天普大學 

(3+2 東海學士+天普碩士) 

4 Andrews University安德烈大學 

(3.5+0.5+1 東海學士+安德烈碩士) 

2. 歐洲 

國家 編號 學校 

英國 1 University of the West of England 西英格蘭大學 

(2+2 東海+UWE 學士)、(3+1 東海+UWE 學士) 

2 Nottingham Trent University諾丁漢倫特大學 

(3+1 東海+NTU 學士) 

法國 1 ESC Rennes 雷恩商學院 

(3+1 東海+ESC 學士、3+1.5 東海學士+ESC 碩士) 

3. 大洋洲 

編號 學校 

1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新南威爾斯大學 

(3+1+N 東海學士+UNSW 碩士) 

2 Southern Cross University of Australia 澳洲南十字星大學 

(3+1 東海學士+SCU 學士)、(3+2 東海學士+SCU 碩士) 

 

國經學程申請雙聯之學生 
部別 級別 姓名 學校 

大學部 國經四 王Ｏ頎 Temple University 

大學部 國經四 林Ｏ群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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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學生交換 

國經學程申請學生交換之學生 

部別 級別 姓名 學校 
大學部 國經四 阮Ｏ源 全北大學 Jeonbuk National University 

 

國經學程申請短期交流之學生 

部別 級別 姓名 學校 
大學部 國經一 賴Ｏ俊 (線上)2021 比利時阿特維德科技大學國際

學生交流座談會 

大學部 國經一 陳Ｏ銘 (線上)2021 比利時阿特維德科技大學國際

學生交流座談會 

大學部 國經二 唐Ｏ辰 (線上)2021 比利時阿特維德科技大學國際

學生交流座談會 

大學部 國經二 徐Ｏ函 (線上)2021 比利時阿特維德科技大學國際

學生交流座談會 

大學部 國經二 李Ｏ樂 (線上)2021 比利時阿特維德科技大學國際

學生交流座談會 

 

7.3 進修交流 

與「臺美高教聯盟 The Consortium for Study Abroad in Taiwan (CSAT) 」合作，

所共同舉辦臺美暑期國際夏日課程「Summer Mini-Semester」計畫，於 2021 年

5 月 23 日至 6 月 25 日間，邀請美國師生到本校進行移地教學，透過各校師生學

術交流與多元對話，引領臺美學子跨越國界與制度的框架，提供更多元的探索

與選擇機會。 

本計畫共計五週，以「通識暨華語課程」、「永續科學」及「商業管理」領域為

軸，開設專業學分密集全英課程，同時輔以豐富精采的在地文化體驗與參訪行

程，讓美國師生切身感受匯聚亞洲文化的精采臺式魅力。 

 

 
Summer Mini-Semester 簽約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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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er Mini-Semester 校外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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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專題報導 

8.1 亮點活動花絮 

東海大學國際學院舉辦 OPEN CAMPUS 院系體驗營 
東海大學國際學院 2020 OPEN CAMPUS 於 109 年 12 月 04 日（週五）舉辦，活

動報名踴躍，共計約百位來自全國各地高中職師生共襄盛舉。本次活動結合國

際學院國經學程「孫子兵法生活實戰 Sun Zi’s Art of War and Business Strategies」

策略管理課程，與永續學程「綠色能源實作 Green Energy」簡介綠色能源與永

續發展。課程中分別透過文化互動與分組競賽，運用孫子兵法思維，創造競爭

優勢；與專業課程引領學生瞭解現今綠色能源潮流趨勢。 

活動最後由國際學院獨有之 Mentor Program 外籍助教帶領學生進行各種遊戲體

驗，深入瞭解國際學院獨一無二的氛圍，展現國際學院跨文化特色，提供更多

元的探索與選擇機會。  

參與師生在活動中感受東海大學國際學院獨有的全英語環境，在兩學程的人文

與永續理念兼顧下，透過實作與遊戲，加深多元文化之深度，展現國際學院的

特色與亮點期能提供高中生深入淺出體驗大學知識的渠道。 

 

  

 

  
OPEN CAMPUS 院系體驗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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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主題報導 

108 年「國際青年大使交流計畫」青年大使 

「國際青年大使交流計畫」108 年共有 1,100 位大專院校學生報名參選，經由國

際關係、外語與藝術領域專長的專家學者，以及外交部共同組成的審查小組進

行初選、複選及決選 3 個階段的作業後，計有來自 38 所大專院校 75 位學生脫

穎而出獲選為青年大使。青年大使訪團將依「菲律賓─馬來西亞」、「泰國─印

度」、「吉里巴斯─索羅門群島」等 3 路線，自 8 月 25 日起陸續出國訪問 10 天。 

以下為相關報導內容： 

 

International College Student Serves as Junior Ambassador for Taiwan 
 

Vic Zhang is a third-year IBA student in the International College, and over the 
summer he seized a great opportunity. It began last April when his father told him 
about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Youth Diplomacy program. He applied, made 
his way through a series of interviews and was chosen to be among the 75 
participants, out of a pool of over 1,000 applicants. Before his interviews, however, 
Vic wasn’t nervous; in the waiting-room he was calm and listening to upbeat 
electronic music on his DJ headphones. 
 After being selected, he and the other participants began a month-long training in 
which they were taught the appropriate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skills 
necessary to be impressive ambassadors of Taiwan. The young ambassadors were 
divided into two main groups: the diplomatic presenters and the cultural performers. 
As a diplomatic presenter, Vic attended classes taught by visiting professors from top 
universities in which he learned public speaking skills and information about some of 
Taiwan’s most important cultural aspects and traditions. While the cultural performers 
rehearsed with their traditional Taiwanese instruments and choreographed traditional 
dance routines. The performers prepared pieces on the Chinese oboe (嗩吶), dance 
routines in Hakka style and, even, exciting presentations of the diabolo (扯鈴). 
 After their training, the 75 youth ambassadors were sent to Thailand, India, 
Malaysia, the Philippines, the Solomon Islands and Kiribati. Vic and his team were 
sent to represent Taiwan in Thailand and India. During their short time in each 
country, Vic visited prominent universities, humanitarian NGO’s and congress. At an 
NGO in Thailand, Vic’s team helped disabled children learn useful life skills to live 
without assistance, and, later, they even got the chance to perform on TV. At a Muslim 
university in India, Vic was impressed by how many students were diligently studying 
Chinese language.  
 After his experience, Vic is not sure if he wants to pursue being an ambassador 
or a diplomat. He still hopes to be an entrepreneur like his parents. However, Vic did 
discover that he really enjoys communicating with new people and that he’s good at 
it; he likes asking big questions, and he’s fascinated with the global economy, why 
some countries get some things and not others. Overall, Vic is grateful for his 
experience and is energized by the incredible and talented people he met in the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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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青年大使交流計畫」青年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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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 職涯發展 

9.1 畢業生流向 

本學程成立於 2014 年，103 學年度招收第一屆學生。有關畢業生流向之調查資

訊，以及企業雇主對學生學習成效意見之調查，由本校就業輔導暨校友聯絡室

所辦理。由下圖中可知，本學程應屆畢業生有超過半數以上直接就業。可見得

學生發揮就學期間所學，於各領域發展所長。 

 
 

 

 

 

 

 

 

 

 

 

 

 

 

 

 

 

 

 

 

 

 

 

 

調查結果 

下次再答 完成填寫 拒答 

畢業生流向 

全職和兼職 繼續升學 

未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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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 109 學年捐款芳名錄 

 

編號 姓名 

1 Ms. Shirley Sywn-Tien Hsiao and Mr. An-Chi Lee 

2 Mr. & Mrs. Teddy Chien 

3 Tsungchu Chien 

4 Ms. Sywn Yi Hsiao 

5 Mr. & Mrs. Ituan C. Wang 

6 Mr. Max T. M. Ming 

7 Jiang-kow and Wang Pin-Ju Ho 

8 Mrs. Terry Shu-Yen Lee 

9 Mrs. I-min Beth Wu 

10 Mrs. Alice Cheng 

11 Dr. Wallace I. Yuan 

12 David Hsiao-Pai Shen 

13 Mr. Edward T. Chen 

14 Dr. & Mrs. Kelvin Shen 

15 Mei Lynn 

16 Maan W. Arthur 

17 Mr. Hsiang W. Chen 

18 Yang Family Foundation 

19 Shirley Hsia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