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仁和個人資料
Ren-Her Hsieh
服務單位

文藻外語大學國際事務系專任助理教授(2015.8-now)
文藻外語大學國際企業管理系(合聘)助理教授

學歷

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博士
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公共事務研究所碩士
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公共行政組

經歷

文藻外語大學國際企業管理系專任助理教授(2009.8-2015.7)
文藻外語學院企業管理系專任講師(2001.8-2009.7)
世新大學行政管理系講師(1997.8-2001.7)
世新大學公共管理顧問中心研究員(1997.8-2001.7)
財團法人國家發展研究文教基金會研究員(1994.10-1997.6)

學術專長

人力資源管理、中小企業國際化、台灣研究、中國大陸研究

教學科目

國際事務系：
 台灣政經發展(全英語授課)、政治學
國際企業管理系：
 人力資源管理、國際人力資源管理、管理學、國際企業管理、
行銷管理、大陸經濟分析、組織行為學、學生畢業專題、商
業導論

學術著作

一、期刊論文
1.

2.

3.

4.

5.

陳冠志、謝仁和、曹淑琳，2015，
「經濟發展因素與自殺死亡
率之關聯性： 台灣 2001~2012 年實證研究」，高雄應用科技
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學刊，第一期，已接受。(通訊作者)
謝仁和、曹淑琳，2015，
「影響地方經濟發展因素之差異性分
析-北高改制前後之觀察」，城市學學刊，第六卷第二期，頁
27-60。(第一作者)
謝仁和、曹淑琳，陳冠志，2015，
「台灣經濟發展與犯罪率之
關聯性-金融海嘯前後之實證分析」，中央警察大學警學叢
刊，第四十六卷第一期，頁 47-73。(第一作者)
謝仁和，2008，
「臺灣中央地方關係與『經濟特區』之研究──
以高雄多功能經貿園區為例」
，中華人文社會學報，第九期，
頁 67-88。(單一作者)
黃朝盟、謝仁和，1998 年 02 月，
「組織文化再造的反思與突
破」。公訓報導，第 78 期，頁 17-23。(第二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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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討會論文
1.

2.

3.

謝仁和，2015年06月，「綠色人力資源發展：人力資源發展
與環境管理」，2015綠色能源科技與管理國際學術研討會論
文集，頁79-84，ISBN: 978-986-85250-8-5，台灣彰化。本人
為單一作者。
謝仁和、曹淑琳，2014，「要錢?要命? 台灣經濟發展與社會
治安之關聯性分析」
，亞太區域研究學術研討會，高雄：國立
中山大學社會科學院主辦。本人為第一作者
謝仁和，2014年06月，「台灣綠色貿易政策初探：策略性人
力資源管理觀點」，2014綠色能源科技與管理國際學術研討
會論文集，頁116-121，ISBN: 978-986-88295-3-4，台灣彰化。
本人為第一作者。

4.

5.

6.

7.

8.

Ren-Her Hsieh and Shuling Tsao. 2013. ”Economic
development, suicide and non-property crime: An empirical
study in Taiwan.” East EurAsia Inter-regional Conference.
Kaohsiung: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Wenzao Ursuline University. 本人為第一作者。
謝仁和，2012年06月，「綠色人力資源管理之議題初探：策
略、利害關係人與國際化」，2012綠色能源科技與管理國際
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175-180，ISBN: 978-986-88295-0-3，
台灣彰化。本人為單一作者。
Ren-Her Hsieh and Shuling Tsao, 2011, Oct. “ECFA Window
Opportunity: A research of FDI campaign measures and possible
outcome in Taipei and Kaohsiung.” 2011 U-6 Forum : Global
Citie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美國德州休斯頓。本人為第
一作者.
謝仁和，2009年12月。中國跨區自由貿易協定的戰略分析—
以中澳自貿協定為例。中國與亞太事務研討會，台北：台北
商業技術學院。本人為單一作者。
謝仁和，2008，
「兩岸政府招商網站之比較研究—網站可用性
觀點」
，公共秩序與兩岸事務學術研討會，台北：台北商業技

術學院。民國 97 年 12 月 7 日。本人為單一作者。
9. 謝仁和，2008，
「地方制度與地方政府經濟職能之研究—以中
國大陸特區為例」，文藻外語學院 96 年度教師專題研究發表
暨學術研討會，高雄：文藻外語學院。民國 97 年 5 月 2 日。
本人為單一作者。
10. 謝仁和，2008，
「中央地方關係與經濟特區發展之研究—兼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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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多功能經貿園區」，2008 管理策略與經濟發展學術研討
會，新竹：中華大學。民國 97 年 4 月 21 日。本人為單一作
者。
11. 謝仁和，2004 年 04 月，
「創新性行銷教材之教學--以行銷環
境-法令環境分析為例」
，全領域行銷創意教學研討會。澎湖：
澎湖科技大學。本人為單一作者。
產學合作

1.
2.
3.

4.
5.

謝仁和、曹淑琳，2015，蓮薪蓉有限公司越南新廠派外人員
管理分析(事產研字第 104090180 號) (主持人)
謝仁和、曹淑琳，2015，蓮薪蓉有限公司越南新廠投資風險
評估研究分析(企產研字第 104070117 號)(主持人)
朱晉德、曹淑琳、謝仁和，2014，鯤鯓電子有限公司香港子
公司-興志有限公司財務分析(企產研字第 103011151 號) (共
同主持人)
朱晉德、曹淑琳、謝仁和，2012，鯤鯓電子有限公司印尼廠
損益分析(企產研字第 1010802010 號)(共同主持人)
謝仁和、曹淑琳，2012，網路消費者對雅瑟琳娜商品價格接
受度調查研究(企產研字第 101060070)(主持人)

比賽成果

指導學生參加經濟部 101 年度新網路時代電子商務發展計畫舉辦
之:101 年創新營運模式發掘產學合作電子商務個案競賽，榮獲國
內市場組季軍

其他

服務：
校內兼職行政工作：
 教務處綜合業務組組長(2009.9-2012.6)
 研發處教學研究組秘書、組長(2003.8-2005.7)
 秘書室秘書、組長(2001.8-2003.7)
校內選任委員
 文藻外語大學教務會議教師代表，聘期 104 年 8 月 1 日
至 105 年 7 月 31 日。
 文藻外語大學英語暨國際學院院務會議選任代表，聘期




103 年 8 月 1 日至 104 年 7 月 31 日。
文藻外語大學國際企業管理系課程小組代表，聘期 103
年 8 月 1 日至 105 年 7 月 31 日。
文藻外語學院校務會議代表，聘期 100 年 8 月 1 日至 101
年 7 月 31 日。
文藻外語學院校務會議代表，聘期 99 年 8 月 1 日至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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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7 月 31 日。


文藻外語學院校務會議代表，聘期 98 年 8 月 1 日至 99
年 7 月 31 日。

計畫服務：
 文藻外語學院「100-101 年度教學卓越計畫」子計畫 1-7
主持人，聘期 100 年度至 101 年度。
校外服務：
 鯤鯓電子工業有限公司行政顧問(2012.6-2015.5)
 鯤鯓電子工業有限公司經營管理顧問(2015.8-2018.7)
 蓮薪蓉有限公司經營管理顧問(2012.8-2015.7;
2015.8-2018.7)
 技專校院南區策略聯盟高職學生專題製作競賽評審(102
學年度、103 學年度)
 技專校院南區策略聯盟高職學生專題製作指導老師(100
學年度)
 成功大學科技與創新管理中心，教育部顧問室「創意學
養—商學計畫—行銷組」顧問(2004)
證照：


演講



獲獎


英國倫敦商會考試局（簡稱 LCCI ）Marketing 國際
證照（2012）
Hsieh, Ren-Her. (2014). “Through the Eyes of Three
Regions: The Boon and the Bane of Globalization, Taiwan
Perspective”, 2014 Petra Summer Program, Petra Christian
University, Surabaya, Indonesia

文藻外語學院優良導師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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