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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管理學院 

一、組織系統 

 
  

企業管理學系及管理研究所（碩士班、博士班） 
 

 

 
 

應用經濟學系暨研究所 
  

 
  

生物事業管理學系暨研究所 
 

 

 
 

資訊管理學系暨研究所 

 
 

管理學院 
 

財務金融學系 
  

 
  

觀光休閒管理研究所（碩士班、博士班） 
 

 

 
 行銷與流通管理研究所（碩士班）及運輸與物

流工程研究所（碩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 
 

 

 
 

電子商務研究中心 
 

 

 
 

休閒管理研究中心 
  

   
農企業經營管理研究中心 

   

 

二、編制與員額 

本學院教師人數為59人；在職級別方面，教授有12位（比率

為20.3%）、副教授有21位（比率為35.6%）、助理教授有19位（比

率為32.2%）、講師有7位（比率為11.9%）。本學院職員、專案組員、

工友合計為12人；其中，職員1人、專案組員9人、工友2人。本學

院教職員工（含專案組員）人數總計為7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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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度工作目標 

(一)教學 

1.延聘優秀專業師資，鼓勵教師進修深造。 

2.定期辦理教學評量與教學研討會，提高教學滿意度。 

3.改善教學相關網站，強化課程內容，以促進師生互動機會，增進

教學成效。 

4.持續辦理圖書採購作業，添購管理相關領域中英文書籍、期刊與

資料庫。 

5.依據教學需求，添購軟硬體教學設備，以提升教學效果。 

6.鼓勵更多之教師使用簡報軟體、視聽設備等教學輔助工具。 

7.教師每週安排四個小時以上之辦公室時間，提供學生在課業、生

活、感情或生涯規劃之諮詢。 

8.配合課程需要舉辦專題演講及校外企業參訪活動。 

9.加強學生外語訓練，並開設就業接軌課程（學程）。 

(二)研究 

1.提供教師研究空間及所需基本軟、硬體研究設備與資源。 

2.積極鼓勵並補助教師進行研究工作。 

3.獎勵教師於國際或國內知名期刊發表論文。 

4.補助教師於國際或國內知名期刊、索引資料庫發表論文之審查費

或刊登費等相關費用。 

5.積極鼓勵教師申請國科會補助研究計畫。 

6.積極鼓勵教師發表期刊論文或研討會論文。 

7.鼓勵教師間之學術資源共享、共同參與研究及跨領域合作研究。 

(三)輔導 

1.針對各系（所）新生辦理相關輔導工作，俾使新生儘快融入本院

之生活。 

2.加強院導師、系（所）導師、班導師及課程教師之輔導作業，期

能兼顧每位同學之需要，俾對於同學未來的發展有更正向之幫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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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輔導學生辦理選課相關事宜。 

4.積極輔導學生會及院、系（所）學會之運作。 

5.舉辦系（所）家長日，強化親師生三者間之緊密度和配合度，適

時發現學生問題，並增進對系（所）的向心力，及促進家長關心

學生在校表現，以及增進家長與教師之間的親師關係，達到三贏

局面。 

6.積極安排本院各系（所）學生與他校相關系（所）學生之聯繫與

交流。 

(四)服務與推廣 

1.辦理各項座談會、專題演講及培訓計畫。 

2.辦理推廣教育碩士在職專班暨碩士學分班。 

3.辦理「蕭萬長菁英企業家講座」。 

4.積極參與各公、民營機構之委託研究計畫。 

5.結合師、生（EMBA、研究生）資源，協助建構「產學合作」之

互動機制，爭取設立服務業共同實驗室。 

6.積極投入各項業界輔導計畫，期望能將實務與理論結合，不與業

界脫軌。 

7.積極擔任各公、民營機構之各項顧問工作，提高本院之學術聲譽

及知名度。 

(五)行政 

1.邀集院（系、所）務會議暨各項委員會議，俾規劃中長程發展計

畫及師資進用計畫，並研訂教學、研究、輔導、服務等各項作業

規定，以茲遵循。 

2.辦理本院各系（所）專、兼任教師聘任作業；辦理本院各系（所）

專任教師升等作業。 

3.辦理本院及各系（所）各項招生考詴業務。 

4.制定標準化作業程序，使行政能充分支援教學、研究及服務工作。 

5.配合本校各單位及本院各系（所）相關行政業務之推動。 

 

四、年度工作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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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學 

1.教師新聘：新聘管理類師資副教授1名、助理教授3名，皆具備博

士學位及相關教學經驗。 

2.教師升等：升等教授1名，升等副教授3名，改聘為副教授2名。 

3.定期辦理教學觀摩會：配合教務處「教與學」研討會辦理，並鼓

勵教師參與各項教學研討會活動，以達提升教師教學方法與技巧

之目的。 

4.教師均將課程教學大綱上網，並按教學大綱進度教學，且均編寫

課程輔助教材。 

5.定期辦理教學評量：配合教務處網路選課辦理教學評量，並針對

教學評量之調查結果與學生建議事項，提供各系（所）及授課教

師作為教學改進之參考依據。 

6.鼓勵教師使用簡報軟體、視聽設備等教學輔助工具；目前研究所

所有課程均使用作為教學輔助工具，大學部亦有九成以上教師使

用作為教學輔助工具，提升學習效果。 

7.教師每週均安排四小時以上之辦公室時間，提供學生在課業、生

活、感情或生涯規劃之諮詢。 

8.配合本校教學卓越計畫，本院與人文藝術學院、師範學院共同規

劃「創意創業學程」、「文化創意產業學程」，推動跨領域學習，

以滿足企業需求，提升學生職場競爭力。 

9.規劃參加ACCSB認證，以期與國際管理教育接軌，同時落實本

院針對自身環境、市場與資源所訂定之發展目標。 

10.補助教師參加政大商學院與加拿大Ivey商學院合辦之「第三屆

個案教學研習營」。 

11.各系（所）教師合計指導172位研究生撰寫碩士論文或「台灣當

前企業問題研討」專題技術報告。 

12.配合系（所）課程需要，落實理論與實務之配合，邀請學術或

實務界學者專家蒞校進行專題演講及舉辦校外企業參訪活動。

本學年專題演講部分，本院邀請宏碁電腦游英基人資長主講「職

場競爭大戰略」、富邦金控陳立祥處經理主講「學習是一輩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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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英商保誠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蔡奇益協理主講「校

園財金講座－大學生零存整付台股投資術」，以期落實理論與實

務之配合。 

13.實施「學習預警制度」：在期中考後一週內，請各科任課教師將

學習狀況較差的學生（期中考及帄常考成績不佳、出席率不好）

傳達給該生及系主任知悉，讓其了解前半個學期之學習成效，

並儘早修正自己之學習方式，系所主任及導師再從旁協助改善。 

14.積極與業界接觸，了解業界對於人才之需求及對於高等教育之

期許。 

15.輔導及檢討學生修習學程、輔系與雙主修相關辦法與執行狀況。 

16.輔導博、碩士班研究生赴海外出席國際學術會議發表論文。 

17.由研究生擔任經濟學、會計學及統計學或相關專業課程實習課

之教學助理(TA)，協助教師教學與學生課業輔導，以加強學習

成效。 

18.企管系配合課程需要，落實理論與實務之配合，邀請學術或實

務界學者專家蒞校進行專題演講及舉辦校外企業參訪活動。本

學年專題演講部分，邀請宏碁電腦人資長游英基先生主講「簡

化、專注、前瞻－宏碁的國際化之路」、地圖日記創辦人郭書齊

先生主講「創意的無限商機」，以期落實理論與實務之配合。 

19.企管系池進通老師之「人力資源管理」課程榮獲本校教學卓越

計畫－98學年第2學期混程教學推廣傑出課程。 

20.企管系為增進師生對企業實務運作之了解，提升學習成效，故

舉辦全系校外企業參訪，地點為台南樹谷園區及高雄光陽機

車，參訪內容有簡報（含園場區規劃、人員配置、行銷策略、

危機處理、未來規劃）及園場區導覽分組解說。 

21.企管系開設「管理實務專題研討」課程，以分組專題討論、撰

寫、報告方式，深入探討具國際競爭力的台灣產業之背景、過

程，以及對該產業中能永續經營成功的個案企業之經營策略與

競爭優勢分析，有系統地瞭解產業發展及企業經營、競爭行動

的運作方式培養其對經營管理的敏銳觀察及研究能力。 



 

 

 
國立嘉義大學年報 287 

22.管研所研究生粘清旻、吳兆捷、郭淑文、張維蓁與行銷所研究

生洪峻豪組隊參加「2010 ATCC全國大專院校商業個案大賽」，

榮獲全國前十五強、可口可樂組前三強。 

23.應經系因應產業科技化、經貿自由化、理財多元化之經濟社會

發展趨勢，將課程重新規劃，除核心課程外、並將選修課程分

成三個領域，分別為經濟分析領域、應用產業管理領域以及應

用財務金融領域，供學生依其需要自由選擇。 

24.生管系運用所建置完成之生物事業創新實驗室，提供系上教

學、研究及專題研討使用。另建置教材內容E化上網，提供師生

討論及分享園地。 

25.生管系配合課程及學生學習需要，邀請學術或實務界專家蒞校

進行專題演講。98學年度邀請之演講者包括：高雄國際花卉公

司柯添淇總經理、綠色花卉合作社林青山理事長、國立中央大

學產業經濟研究所陳忠榮教授、必維國際檢驗集團驗證事業群

(BV)－大中華區林業產品劉美力經理、大鄴紙業股份有限公司

汪仲帄總經理、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傅祖壇教授、國立台北

大學經濟學系黃美瑛教授、行政院農委會企劃處莊玉雯處長、

國立清華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張元杰教授，使本系師生受益良

多。 

26.生管系規劃舉辦師生企業參訪活動，共計參訪宏全國際股份有

限公司、佳美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大食品有限公司、

合益汽車企業有限公司、正隆股份有限公司、百佳珍釀造食品

公司、豐喜食品公司、上村酒廠股份有限公司、彥廷農場、全

發堂生技中藥養生館、高雄區農業改良場、農友種苗股份有限

公司、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畜產詴驗所、茶業改良場凍頂工作站、

鹿谷鄉農會、天香茶行、愛之味公司、台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

嘉義酒廠等公民營企業，以期將實務與理論有效結合，增進學

生之學習效果。 

27.資管系為增進教師教學方法與策略，提升教師教學品質，促進

學生學習，特舉辦「提升教學品質座談會」，會中由獲得該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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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績優教師、優良導師及系學會指導老師進行教學輔導經驗及

心得分享，並以「如何提升本系教學品質」進行座談。 

28.資管系配合本校教學卓越計畫，辦理「電子化企業人才培育接

軌計畫」。 

29.資管系運用學校統籌款完成「電子化企業國際證照實驗室」之

軟、硬體設備採購，充實教學研究設備，結合學術、認證及產

業需求，提供此一關鍵領域專業人才的培訓，強化本校學生就

業競爭力。 

30.資管系溫演福老師之「作業系統」課程、林彣珊之「資訊管理」

課程，獲本校教學卓越計畫－混成教學傑出課程。 

31.資管系課程網頁提供教學講義線上下載，並將各項教學及活動

訊息公佈於網頁上，此外並提供即時通課程問題回覆及親自面

談，增加小考次數，每週課程結束前帶學生複習單元之重點，

增加問學生問題的頻率，以強化教學成效及品質，提高互動式

教學比例。 

32.資管系辦理各項重要學科競賽，以提升學生資訊專業能力，並

培養撰寫程式能力。 

33.資管系專業課程之實習課程均有研究生擔任助教，協助教師及

同學進行課程之實作，以加強學習成效。 

34.財金系配合課程需要，落實理論與實務之配合，邀請寶來投信

台中分公司謝偉國副總經理暨分公司主管、證券暨期貨市場發

展基金會測驗中心陳曉珮副主任、104 人力銀行中南區辦事處

于玲晏營運長、富蘭克林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潘燕瑩副

理、寶來證券文心分公司經理人馬珍真協理、寶碩科技資訊公

司資深吳振坤副總經理、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財務金融研究所黃

鴻禧所長等實務或學術界國內學者專家蒞校進行專題演講。 

35.財金系配合本校推動教學卓越計畫，辦理「大中華地區金融產

業人才培育接軌計畫」，此計畫分為三階段執行，階段I：「探討

大中華地區金融產業之現況與未來發展」，階段II：「金融專業能

力提升課程」，階段III：「親臨實作體驗課程」，以提升學生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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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能力，縮短理論與實際的差距，對於兩岸三地金融產業及

現況有深入了解。 

36.財金系為提升雲嘉南地區大專院校學生之金融競爭力，加強學

生對於金融市場變化之決策能力，規劃舉辦「雲嘉南地區大專

院校虛擬投資交易競賽」。本次競賽除了讓同學們體會真實市場

交易外，師長與同學更能藉由互相討論中尋求投資因應之道，

頒獎典禮中優勝隊伍也分享其投資祕笈，無形中更達成跨校交

流之意涵。 

37.觀研所為落實理論與實務之配合，邀請學術或實務界國內外學

者專家蒞校進行專題演講。98學年度邀請天台旅行社林德仁總

經理、美濃客家菜邱禎誠負責人、美卲工坊陳偉仁專案經理、

圓山大飯店人力資源部王耳碧經理、僑興旅行社陳瑞倫總經

理、嶺東科技大學觀光休閒管理學系林永森助理教授、國立臺

中教育大學永續觀光暨管理研究所王志宏助理教授、國立雲林

科技大學休閒運動研究所李宗鴻副教授、康福旅行社可樂旅遊

何若虛副理、礁溪老爺大酒店沈方正總經理、台中金典酒店陳

月鳳總經理蒞臨演講，使本所師生獲益良多。 

38.觀研所以發展優質品保課程為方向，參與本校教學卓越計畫發

展「觀光休閒管理技術專題」，運用教師社群模式開發具有創意

與實務的課程單元與設計，提升教師之教學效能。並由教師社

群創新課程之發展，提升學生之觀光休閒產業管理技術的基礎

能力。「觀光休閒管理技術專題」課程設計方式係結合觀光休閒

產業管理的理論與實務學習，增進學生的管理知識與研究能力。 

39.觀研所為促進兩岸交流，增進師生之教學與學習視野，於99年6

月2日辦理「兩岸觀光休閒學術交流座談會」，會中邀請廣州暨

南大學深圳旅遊學院何建偉院長、段開成副院長、吳克祥主任、

趙新建副主任、章牧教授、汪傳才教授等學者蒞臨參與交流座

談。 

40.碩士在職專班為提升技術報告品質，舉辦期末技術報告暨論文

發表研討會，會中邀請學界與實務界人士擔任口詴委員，針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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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之技術報告或論文提供精闢意見，以補理論與實務間之落

差。 

41.碩士在職專班於99年3月13日~14日舉辦「高階經理人領導力研

習營」，激發學生潛能及團隊合作精神透過特定主題專題演講、

個案競賽或體驗式活動，讓參與同學在活動過程中體驗領導與

被領導的內涵，並激發潛能及團隊合作精神，群策群力來達成

各項任務。 

42.本院與印尼布勞爪哇大學(University of Brawijaya)洽談簽署雙

聯學位事宜。 

 

 (二)研究 

1.發表期刊論文計124篇，帄均每位教師發表期刊論文2.1篇。 

2.發表研討會論文計140篇，帄均每位教師發表2.37篇。 

3.參與國科會補助研究計畫28項。 

4.參與教育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行政院金

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觀光局阿里山國家風景區管理處、林務局嘉

義林區管理處、嘉義市政府、嘉義縣政府、台南縣政府、社團法

人中華民國管理科學學會、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財團法人

台灣工業技術研究發展基金會等機關團體、公民營企業各項專題

研究計畫計24項。積極投入各項業界輔導計畫，期望能將實務與

理論結合，不與業界脫軌。 

5.生管系與臺灣大學生傳系、中興大學生管所及屏東科技大學農企

系，聯合舉辦生物產業學術研討會，提供系所師生學術交流的機

會與場合，有助於提升研究生及大學生的研究及分析能力。 

6.行銷所凌儀玲老師「廣告訊息之理解與說服效果：捷思式—系統

式訊息處理觀點」獲選為中華民國管理科學學會98年度管理學報

論文獎。 

 

(三)輔導 

1.針對入學新生舉辦新生入學前座談會，讓新生更快融入本校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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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舉辦新生座談，讓新生了解系所發展方向及自己未來的研究

學習方向，讓學生對於自己有正確的期待。 

2.定期辦理週會、師生座談會及各項師生聯誼活動，包括：院週會、

系週會、院長座談、系所主任座談、導師時間、專題演講及各項

師生聯誼活動等。 

3.舉辦教師座談會，了解學生反應之問題及加強學生溝通輔導。 

4.辦理選課輔導及課程輔導事宜。 

5.加強導生制度，透過系所導師、班導師之輔導作業，期能兼顧每

位同學的需要，對於同學未來的發展有更正向的支持。 

6.由各課程授課教師於課程中瞭解學生之學習及生活狀況，並適時

給予必要之輔導，以協助學生適應課業及生活環境。 

7.設立系所論壇，提供學生針對教學及系所業務提出看法與建議；

另透過個別約談學生等正式管道，或透過MSN、BBS及網頁上留

言板等非正式管道，瞭解學生在學業及生活上所面臨之各項問

題，俾期協助解決相關問題。 

8.輔導本學院及各系所學會、學生社團之運作：輔導系所學會之運

作，協助修訂學會組織章程、學會會長改選暨幹部組成；協助系

所籃球隊、桌球隊、壘球隊之運作，並輔導學生成立社團。 

9.成立各系（所）之系（所）友會，期能透過系（所）友會之成立

與運作，達成傳承創新與資源之整合。 

10.設立「管理學院陳崑龍先生獎助學金」、「管理學院學生急難救

助金」、「管理學院陳立祥先生獎助學金」、「管理學院鄭名真女

士獎助學金」，提供本院學生獎助學金與急難救助管道。 

11.隨時更新網站資料並及時公佈校內外各項資訊。 

12.輔導學生建立正確的求知態度及人生觀。 

13.輔導學生依個人志向進行生涯規劃，提供應屆畢業生就業或升

學相關訊息：舉辦專題演講，輔導學生準備公職及碩、博士班

考詴；配合學校舉辦企業校園徵才說明會。另為輔導應屆畢業

生就業，特安排舉辦「畢業生輔導講座」，邀請宏碁電腦游英基

人資長蒞院主講「職場競爭大戰略」，提供就業諮詢與經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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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企管系實施「學習預警制度」：在期中考後一週內，請各科目任

課教師將學習狀況較差的學生(如期中考及帄常考成績不佳、出

席率不好…等)傳達給該生及系主任知悉，讓其了解前半個學期

之學習成效，並儘早修正自己之學習方式，系主任及導師再從

旁協助改善。 

15.企管系大四陳竑廷同學榮獲財團法人黃啟瑞先生獎學金。 

16.企管系為激發學生之創意思考能力，增進同儕之間的情誼並強

化團隊合作精神，特由系學會以『熱血企管、創意無限』為宗

旨，設定「2009企管系神企賞－文化嘉創意」為主題，希望藉

由拍攝創意短片的方式，行銷嘉義文化產業，將嘉義特色發揚

光大。 

17.企管系系學會舉辦「企管週系列活動」，活動內容包含以系內班

級為單位報名各項體育競賽、以家族為單位，透過競賽方式取

得加菜金額的夜鍋活動、美聲趣味卡拉OK歌唱大賽等，學生運

用理論基礎與實務相結合，發揮創意及巧思。 

18.企管系為歡送畢業生，舉辦畢業歡送會，會中安排餐會、表演

節目、時空膠囊、回顧影片及校園巡禮等活動，讓畢業生大學

生涯有個美好的句點。 

19.管研所博士班研究生謝致慧、林永權赴海外出席國際學術會議

發表論文。 

20.管研所研究生粘清旻、吳兆捷、郭淑文、張維蓁及行銷所研究

生洪峻豪等5人，組成「ＭＯＴ關鍵時刻」隊參加「2010  ATCC

全國大專院校商業個案大賽」，在參賽200多隊的隊伍中，榮獲

全國前15強、可口可樂企業前三強。 

21.應經系為儘早體察學生學習之不適，及預防學生面臨二分之一

重修的機制，於期中考後一週內，請擔任必修科目之教師將學

生期中成績傳送至系上彙整後，將其學習成效通知家長，以儘

早讓導師、系主任及家長從旁協助改善。 

22.生管系教師指導全體大四學生進行專題研討，提供學生學習及

研究方向，並打造未來就業或進修學習力，深化研究或發問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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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23.生管系教師與該系學生共計19名，前往大陸天津大學進行學術

交流活動。 

24.生管系籌備系友會組織，建置系友會專屬網頁，提供系友會宗

旨、聯絡人、活動花絮、系刊專欄等，建立系友與該系之聯絡

管道。 

25.生管系周淑月老師指導該系大三學生洪莉柔、郭宛姍、周采蓉、

陸伊柔，參加中華徵信所舉辦之第二屆「資料加值誰最行」校

園創意競賽，榮獲前十強佳績。 

26.生管系盧永祥主任指導該系大三洪莉柔同學、王俊賢老師指導

該系大二李怡安同學，雙雙通過99年度國科會大專學生參與專

題研究計畫審查，並獲得經費補助。 

27.生管系碩士班研究生吳峻成，榮獲國科會國內研究生出席國際

學術會議獲得補助獎勵；生管系碩士班研究生王智永、黃琇屏、

吳俞燁，亦皆榮獲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學生參與國際組織及活

動補助獎勵。 

28.生管系輔導該系碩一學生舉辦「生管大學體驗營」，廣招全國高

中職學生共同參與。 

29.資管系溫演福老師指導大四賴妤欣、周俊佑、蔡孟軒及碩一何

明建同學參加2009義大盃U-RFID競賽，以「根基於RFID之個人

化互動式導覽系統─動態路徑規畫及認養」榮獲佳作。 

30.資管系董和昇老師指導大四胡庭嘉、吳沂衡、王志瑋及何家誼

同學，參加由經濟部工業局及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所主辦

的「2009開放原始碼創新應用開發大賽」，以「CountDownGo！」

榮獲學生組佳作。 

31.由經濟部工業局及中華民國資訊管理學會主辦之第十四屆全國

大專院校資訊服務創新競賽暨人才媒合博覽會，來自全國66校

共計199隊菁英校隊代表參賽，資管系由林宸堂老師所指導之大

四李明駿、陳貞伶、王淑妙、柯怡劭等同學之「結合MSN系務

機器人之互動式公文公告系統」，榮獲資訊應用組第二名；另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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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蓓麗老師所指導之大四徐可剛、梁文寧、李程政、馬傳淵等

同學之「國家寶藏－地檢署贓證物管理系統」，榮獲資訊應用組

佳作。 

32.資管系輔導該系系學會舉辦「102級迎新宿營」、「99級送舊－

Nine to meet you! Sun夏資九」活動。 

33.資管系董和昇老師指導大四胡庭嘉、吳沂衡、王志瑋及何家誼

同學參加教育部 98 年全國校園軟體設計創意競賽，以

「VirtualOffice無實體辦公環境之實作 」榮獲佳作。 

34.資管系黃郁琦、林宜珊、許雅婷、黃莉婷及童翌姍同學榮獲本

校98學年度教學卓越計畫－文化創意產業學程「社區創意營造

企劃案競賽」佳作。 

35.資管系溫演福老師指導本系大學部鄭霓同學獲99年度國科會補

助大專學生參與專題研究計畫，計畫名稱：行動購物推薦與決

策輔助系統研製。 

36.資管系輔導碩士班研究生5人赴海外出席國際學術會議發表論

文；輔導碩士班研究生出席學術會議發表10篇研討會論文。 

37.財金系輔導該系系學會舉辦「102級迎新宿營」、「財金盃」體育

競賽活動、「財金週」活動及期末「系學會會長選舉幹部交接」

活動。 

38.財金系為輔導學生考取相關金融專業證照，特設立「嘉義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財務金融證照獎勵要點」以提升本系學生讀書風

氣，充實就業資本。 

39.財金系實施「學習預警制度」：在期中考後一週內，通知導師及

系主任與學習不佳的學生進行面談，其了解其前半個學期之學

習成效，並要求學生儘早修正自己之學習方式。 

40.財金系設立課後輔導班，包括「微積分」、「會計學」、「經濟學」，

由班上名列前矛的同學擔任小老師，於每週固定時間上課或進

行問題討論，讓有需求的同學前往聽課或討論，對於提升學習

成效有莫大助益。 

41.財金系導師每週以小組約談方式進行導生會，與同學進行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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晤談，瞭解學習與生活狀況。 

42.觀研所博士班研究生林濰榕、碩士班研究生嚴玉婷、王怡婷，

在曹勝雄所長指導下，分別以論文題目「The Sources of 

Challenge in Adventure Recreation：Construct Development and 

Measurement 」、「 Destination Branding Identity - Construct 

Development and Measurement」、「Conceptualization For Fit of 

Tour Leader and Group Member - Customer aspect」榮獲行政院國

家科學委員會國內研究生出席國國際會議之獎勵補助。 

43.觀研所輔導博士班研究生林濰榕、戴友榆、古璧慎、碩士班研

究生嚴玉婷、王怡婷等5位同學，於98學年度暑假期間出席參加

「日本」與「廈門」之國際學術研討會議發表論文；觀研所98

學年度共計輔導碩士班研究生出席學術會議發表20篇研討會論

文。 

44.行銷所凌儀玲老師指導之研究生宋昀靜同學，榮獲「2009 全國

管理碩士論文獎」行銷管理組優勝。 

45.行銷所凌儀玲老師所指導管研所研究生謝忠豪、李威、楊贈蓉、

行銷所研究生李伯恒，參加「全國大專校院創意行銷之尋找企

劃案達人競賽」，獲得「生活牙醫組」第二名。 

46.管研所研究生陳玠任申請赴大陸台商企業研習，通過台北經濟

管理研究院甄選，分發至太倉力九和塑膠工業有限公司研習。 

 

(四)服務與推廣 

1.本院於99年7月6日至7月20日與嘉義市中小企業協會共同辦理

「低碳經濟，綠能創新」6場次專題演講活動，邀請工研院產業

經濟與趨勢研究中心楊致行資深督導、華碩電腦(股)公司林全貴

品質長、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環境控制部王婉芝經理、統一超

商工程科技部馬少文專案經理、財團法人車輛研究測詴中心國際

合作發展部王正健協理、天氣風險管理開發公司彭啟明總經理等

產學研菁英蒞校演講。 

2.舉辦各項學術專題演講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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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辦理推廣教育管理學院碩士在職專班暨管研所碩士學分班。 

4.本院教師參與教育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觀光局阿里山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林務局嘉義林區管理處、嘉義市政府、嘉義縣政府、台南縣政府、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管理科學學會、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財

團法人台灣工業技術研究發展基金會嘉義市政府等機關團體、公

民營企業等單位之委託研究計畫。 

5.本院教師除擔任校內各項委員會委員外，校外部分校外部分亦擔

任教育部訪視委員、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評鑑委員、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審議委員、嘉義市政府嘉義市永續發展委員會委員、

嘉義市工商發展策進會委員、中華民國管理科學學會秘書長、中

華兩岸農業交流發展協會理事、中華民國餐旅教育學會理事、中

華民國戶外遊憩學會理事暨監事、中華民國養鵝協會理事、中華

民國酪農協會理事、中華民國永續發展協會理事、中華林產事業

協會理事、中華觀光管理學會常務理事暨常務監事、中華鄉村發

展學會理事台灣休閒遊憩協會理事、台灣評鑑協會秘書長、台灣

農村經濟學會理事暨學術委員會委員、台灣農業經營管理學會理

事、海峽兩岸農業發展協會理事、有機農業發展協會理事、嘉義

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顧問、台灣柑桔策略盟輔導委員等相關職

務。 

6.本院教師擔任國內外知名期刊之編審委員或審稿委員計有：

Tourism Management (SSCI)、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Service Industries Journal、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ourism Policy and Research、管理學報、農業經濟叢刊、觀光研

究學報、旅遊管理研究、戶外遊憩研究、餐旅暨家政學刊、休閒

與遊憩研究、運籌學刊、鄉村旅遊研究、農業經營管理年刊、管

理與系統、運輸學刊、台灣休閒與遊憩學報等期刊。 

7.企管系與嘉士得休閒行銷企業社進行產學合作儲備徵才。 

8.企業管理學系為使高中生對於本系有初步之認識，並能先行接觸

大學知識殿堂，為踏入大學生涯做準備，特於寒、暑假期間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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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天三夜的「合企生才－國立嘉義大學企管營」活動。招收來自

全國各地對企業管理有興趣的高中生，吃、住、學習都在學校，

使其在步入大學殿堂前，體驗大學生活、瞭解企管系學習的課程

內容，並安排實地企業參訪，讓學員對於企業經營有更進一步的

認識，有助於其未來大學選系及規劃生涯方向，活動內容豐富、

設計生動活潑。 

9.生管系辦理以高中生為對象的「生管大學體驗營」，透過體驗營

隊的方式，致使高中生瞭解系所的學習內容，推廣校系所名聲。 

10.財金系李孟育老師受邀到各政府機關、各級學校、公民營企業

宣導節能減碳觀念與做法，並接受中國廣播公司等新聞媒體之

專訪，積極推動節能減碳愛地球之觀念。 

11.觀研所曹勝雄所長於98學年度期間受邀至嶺東科技大學、醒吾

技術學院、國立高雄餐旅學院、中華商管科技學會進行演講，

演講題目分別為「觀光休閒發展論壇」、「休閒遊憩講座」、「教

師論文寫作讀書會」、「2010年國科會計畫撰寫工作坊」。 

12.觀研所戴有德老師於99.04.16受邀至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會計系

進行演講，演講題目為「觀光休閒議題之研究及審稿重點」。 

13.觀研所林若慧老師於99.06.23受邀至台灣休閒農業發展協會辦

理之99年亞洲旅遊市場開發研習會進行演講，演講題目為「國

際遊客滿意度分析」。 

14.行銷所蕭至惠老師承辦農委會林務局嘉義林區管理處「阿里山

林業百年紀念物學生競圖活動」，希望藉由阿里山林業百年紀念

物的設立，對阿里山百年來的經營留下歷史見證並展現阿里山

的歷史價值及阿里山林業永續經營理念。 

 

(五)行政 

1.辦理99學年度新設管理學院學士學位學程之前置規劃作業。 

2.財務金融學系將於99學年度成立進修學士班。 

3.企業管理學系及管理研究所於99學年度進行系所合一為企業管

理學系；行銷與流通管理研究所及運輸與物流工程研究所於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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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整併為行銷與運籌研究所。 

4.配合業務需要，辦理院、系（所）務會議暨各項委員會議。 

5.配合本校教師升等自審作業，修訂院、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

設置規定暨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規定。 

6.辦理98學年度教師評鑑作業。 

7.辦理專、兼任教師聘任及升等作業。 

8.辦理生管系主任遴聘作業。 

9.擔任本校各項會議代表及各項委員會委員。 

10.辦理本院及各系（所）各項招生考詴業務。 

11.推動本院行政業務之標準化與效率化工作，詳列各項作業流程

及申請辦法，使行政能充分支援教學、研究及服務工作。 

12.製作新生入學手冊，俾使學生瞭解相關權利、義務事項。 

13.推動提升服務品質、開源節流、保護智慧財產權等相關計畫。 

14.配合本校各單位及本院各系（所）相關行政業務之推動。 

 

五、年度創新業務與成果 

(一)本院與人文藝術學院、師範學院自98學年度起共同推動「文化創

意產業學程」，推動跨領域學習，以滿足企業需求，提升學生職場

競爭力。 

(二)規劃辦理99學年度新設管理學院學士學位學程相關事宜。 

(三)資管系辦理本校教學卓越計畫－電子化企業人才培育接軌計畫，

鑒於電子化企業為一新興領域，其人力資源具有跨領域(管理、資

訊、商學)整合的屬性，展望未來企業的需求量將愈趨迫切。因此，

透過「探討電子化企業之現況與發展」、「電子化企業專業能力提

升課程」、「實務體驗課程」等三階段之課程設計，進一步培訓電

子化企業之專業人才，以因應企業電子資源及網際網路蓬勃發展

之人才需要。 

(四)財金系辦理本校教學卓越計畫－大中華地區金融產業人才培育接

軌計畫，鑒於參加之本校學生來自於不同學院、系所的背景，因

而在第二階段安排「金融專業能力提升課程」，安排「解讀財務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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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分析」相關課程，讓這些對於金融產業有興趣的學生，能對於

金融相關主題有基本的認知與了解，進而逐步提升其金融專業知

識與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