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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管理學院 110 學年度第 2 次課程規劃委員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10 年 12 月 29 日（星期三）中午 12 時 10 分 
地點：管理學院 D01-501 會議室 
主席：吳院長泓怡                          記錄：陳俐伶 
出席人員：國立高雄餐旅大學葉上葆教授（校外學者專家）、蕭苑瑜副董事

長（業界代表）、陳鴻明總經理（校友代表）、林讓秀同學（學

生代表）、企管系蔡主任進發、應經系林主任億明、生管系張主

任景行（劉耀中老師代）、資管系張主任宏義、財金系張主任瑞

娟、行銷觀光系張主任淑雲（請假）、碩士在職專班王俊賢執行

長（請假）、企管系翁頂升老師、應經系楊琇玲老師、生管系劉

耀中老師、資管系林土量老師、財金系吳宗哲老師、行銷觀光

系劉瓊如老師 
壹、主席報告(略) 
貳、宣讀上次會議紀錄（請參閱附件 p.1）：會議紀錄確認，同意備查。 
參、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管理學院各學系(班)、學程 
案由：有關本院各學系(班)、學程 111 學年度各學制必選修科目冊及各專業

科目之學科內容概述、教學內容大綱修訂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 企業管理學系 111 學年度大學部、碩士班、博士班及進修學士班必選

修科目冊及各專業科目之學科內容概述、教學內容大綱修訂，業經企

管系 110 年 12 月 7 日 110 學年度第 3 次課程規劃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請參閱附件 p.2-66） 

二、 應用經濟學系 111 學年度大學部必選修科目冊及各專業科目之學科內

容概述、教學內容大綱修訂，業經應經系 110 年 11 月 10 日 110 學年

度第 1 次課程規劃委員會議審議通過。（請參閱附件 p.67-84） 
三、 生物事業管理學系 111 學年度大學部、碩士班及進修學士班必選修科

目冊及各專業科目之學科內容概述、教學內容大綱修訂，業經生管系

110 年 11 月 24 日 110 學年度第 2 次課程規劃委員會議審議通過。（請

參閱附件 p.85-125） 
四、 資訊管理學系 111 學年度大學部及碩士班必選修科目冊及各專業科目

之學科內容概述、教學內容大綱修訂，業經資管系 110 年 10 月 27 日

110 學年度第 1 次及 110 年 11 月 17 日 110 學年度第 2 次課程規劃委

員會議審議通過。（請參閱附件 p.126-156） 



 2 

五、 財務金融學系 111 學年度大學部、碩士班及進修學士班必選修科目冊

及各專業科目之學科內容概述、教學內容大綱修訂，業經財金系 110
年 11 月 5 日 110 學年度第 2 次課程規劃委員會議審議通過。（請參閱

附件 p.157-200） 
六、 行銷與觀光管理學 111 學年度大學部、行銷管理碩士班、觀光休閒管

理碩士班及觀光休閒管理博士班必選修科目冊及各專業科目之學科

內容概述、教學內容大綱修訂，業經行觀系 110 年 12 月 17 日 110 學

年度第 3 次課程規劃委員會議審議通過。（請參閱附件 p.201-246） 
七、 管理學院全英文授課觀光暨管理碩士學位學程 111 學年度碩士學位學

程必選修科目冊及各專業科目之學科內容概述、教學內容大綱修訂，

業經該學程 110 年 12 月 13 日 110 學年度第 1 次課程規劃委員會議審

議通過。（請參閱附件 p.247-256） 
八、 管理學院碩士在職專班 111 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必選修科目冊及各專

業科目之學科內容概述、教學內容大綱修訂，業經該專班 110 年 12
月 1 日 110 學年度第 1 次課程規劃委員會議審議通過。（請參閱附件

p.257-277）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企業管理學系 
案由：有關企業管理學系與日本岡山大學合作辦理碩士班雙聯學制之「銜

接課程協議書」草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依據「國立嘉義大學與境外大學校院辦理雙聯學制實施辦法」，規定

應修科目及學分，需經系、院、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並送教務會議

備查後實施。 
二、 本案業經企管系 110 年 11 月 10 日 110 學年度第 2 次課程規劃委員

會議審議通過。（請參閱附件 p.278-284）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企業管理學系 
案由：有關企業管理學系各學制入學必選修科目冊新增選修課程案，提請

審議。 
說明： 

一、依據國立嘉義大學課程規劃與開排課作業要點第七點略以：「必選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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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冊訂定後之變更，新增選修課程需經系所(學位學程)、院課程規

劃委員會審議通過。」。 
二、企業管理學系學士班 107-110 學年度入學之必選修科目冊，新增「巨

量資料分析」課程（四下，選修，3 學分）。 
三、 企業管理學系學士班 108-110 學年度入學之必選修科目冊，新增「高

科技行銷」課程（三下，選修，3 學分）。 
四、 企業管理學系博士班 109-110 學年度入學之必選修科目冊，新增「大

數據分析」課程（二下，行銷領域選修，3 學分）。 
五、本案業經企管系 110 年 11 月 10 日 110 學年度第 2 次課程規劃委員

會議審議通過。（請參閱附件 p.285）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 

提案單位：應用經濟學系 
案由：有關應用經濟學系學士班 107 學年度、108 學年度入學必選修科目冊

新增選修課程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依據國立嘉義大學課程規劃與開排課作業要點第七點略以：「必選修

科目冊訂定後之變更，新增選修課程需經系所(學位學程)、院課程規

劃委員會審議通過。」。 
二、應用經濟學系學士班 108 學年度入學之必選修科目冊，新增「財政

學」課程(三下，選修，3 學分)、「資料庫管理」課程(三下，選修，3
學分)。 

三、應用經濟學系學士班 107 學年度入學之必選修科目冊，新增「環境

經濟學」課程(四下，選修，3 學分)。 

四、本案業經應經系 110 年 11 月 10 日 110 學年度第 1 次課程規劃委員

會議審議通過。（請參閱附件 p.286-287）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 

提案單位：生物事業管理學系 
案由：有關生物事業管理學系學士班 107 學年度及進修學士班 107 及 109

學年度入學必選修科目冊新增選修課程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依據國立嘉義大學課程規劃與開排課作業要點第七點略以：「必選修

科目冊訂定後之變更，新增選修課程需經系所(學位學程)、院課程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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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委員會審議通過。」。 
二、生物事業管理學系學士班 107 學年度入學之必選修科目冊，新增「電

子商務」課程(四下，選修，3 學分)。 
三、生物事業管理進修學士班 109 學年度入學之必選修科目冊，新增「保

險實務」課程(二下，選修，3 學分)；107 學年度入學之必選修科目

冊，新增「電子商務」課程(四下，選修，3 學分)及「租稅規劃」課

程(四下，選修，3 學分)。 
四、本案業經生管系 110 年 11 月 24 日 110 學年度第 2 次課程規劃委員

會議審議通過。（請參閱附件 p.288-289）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六 

提案單位：資訊管理學系 
案由：有關資訊管理學系與日本岡山大學合作辦理碩士班雙聯學制之「銜

接課程協議書」草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依據「國立嘉義大學與境外大學校院辦理雙聯學制實施辦法」，規定

應修科目及學分，需經系、院、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並送教務會議

備查後實施。 
二、 本案業經資管系 110 年 10 月 27 日 110 學年度第 1 次課程規劃委員

會議審議通過。（請參閱附件 p.290-296）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七 

提案單位：資訊管理學系 

案由：資訊管理學系 110學年度第 2學期課程申請「微學分課程」開課案，

提請審議。 

說明： 

一、 依國立嘉義大學彈性學分課程實施要點第四點略以，課程開設採申

請審查制，以各系(所、中心、學位學程)為單位，由一位計畫主持

人提出課程計畫案，說明深碗課程或微學分課程之必要性與形式、

師資專長、授課內容及預算編列，並具體說明該課程如何培育學生

核心能力，以及相對應知學生學習成效評量方式。於開課前一學期

經系課程委員會(通識教育領域課程委員會議)、院課程委員會議(通

識教育課程委員會議)審查通過，向教務處申請通過後始得開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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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資管系李彥賢老師申請「微學分課程－資料庫管理實務工作坊」，業

經教務處核可經費24,564元，並依規定通過資管系110年10月27日

110學年度第1次課程規劃委員會議審議。（請參閱附件p.297）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八 

提案單位：行銷與觀光管理學系 
案由：有關行銷與觀光管理學系學士班 107 學年度入學必選修科目冊新增

選修課程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依據國立嘉義大學課程規劃與開排課作業要點第七點略以：「必選修

科目冊訂定後之變更，新增選修課程需經系所(學位學程)、院課程規

劃委員會審議通過。」。 
二、行銷與觀光管理學系學士班 107 學年度入學之必選修科目冊，新增

「食農產業管理專題研究」課程(四下，選修，1 學分)及「食農產業

管理實務」課程(四下，選修，1 學分)。 
三、本案業經行觀系 110 年 11 月 24 日 110 學年度第 2 次課程規劃委員

會議審議通過。（請參閱附件 p.298） 
決議：照案通過。  
 
肆、臨時動議：無。 
伍、主席結論與指示：無。 
陸、散會:中午 12 時 45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