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嘉義大學管理學院 111 學年度第 1 次課程規劃委員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11 年 12 月 28 日（星期三）中午 12 時 30 分 
地點：管理學院 D01-501 會議室 
主席：吳泓怡院長                                     記錄：鍾明仁 
出席人員：國立高雄餐旅大學葉上葆教授（校外學者專家）（請假）、孔德

偉董事長（業界代表）（請假）、陳鴻明總經理（校友代表）、蔡

和蓉同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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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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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在職專班王俊賢執行長、企管系朱志

樑老師、應經系楊琇玲老師、生管系陳旻男老師、資管系李彥賢

老師（請假）、財金系陳乃維老師、行銷觀光系李爵安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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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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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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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年 12 月 21 日 111 學年度第 3 次課程規劃委員會議審議

通過。（請參閱附件 p.7-71） 

二、 應用經濟學系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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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年 11 月 2 日 111 學

年度第 1 次課程規劃委員會議審議通過。（請參閱附件 p.72-89） 
三、 科技管理學系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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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經科管系

111 年 12 月 15 日 111 學年度第 1 次課程規劃委員會議審議通過。（請

參閱附件 p.90-128） 
四、 資訊管理學系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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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年 11 月 3
日 111 學年度第 1 次課程規劃委員會議審議通過。（請參閱附件

p.129-146） 
五、 財務金融學系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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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年 11 月 22 日 111 學年度第 2 次課程規劃委員會議審議通過。（請

參閱附件 p.147-197） 
六、 行銷與觀光管理學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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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年 11 月 22 日 111
學年度第 2 次課程規劃委員會議審議通過。（請參閱附件 p.198-242） 

七、 管理學院全英文授課觀光暨管理碩士學位學程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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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年 12 月 15 日 111 學年度第 1 次課程規劃委員會

議審議通過。（請參閱附件 p.243-247） 
八、 管理學院碩士在職專班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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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年

12 月 14 日 111 學年度第 1 次課程規劃委員會議審議通過。（請參閱附

件 p.248-270）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管理學院各學系(班)、學程 
案由：有關本院各學系、學程各學制課程結構外審及必修課程審查案，提

請審議。 
說明： 

一、 企業管理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及博士班課程結構外審，業經企管系

111 年 12 月 21 日 111 學年度第 3 次課程規劃委員會議審議通過。（請

參閱附件 p.271-293） 

二、 應用經濟學系學士班課程結構外審，業經應經系 111 年 12 月 16 日

111 學年度第 2 次課程規劃委員會議審議通過。（請參閱附件 p.294-302） 
三、 科技管理學系學士班、碩士班課程結構外審及必修課程審查，業經

生管系 111 年 11 月 2 日 111 學年度第 1 次課程規劃委員會議審議通

過。（請參閱附件 p.303-307） 
四、 資訊管理學系學士班及碩士班課程結構外審，業經資管系 111 年 12

月 19 日 111 學年度第 3 次課程規劃委員會議審議通過。（請參閱附件

p.308-312） 
五、 財務金融學系學士班及碩士班課程結構外審，業經財金系 111 年 11

月 22 日 111 學年度第 2 次課程規劃委員會議審議通過。（請參閱附件

p.313-321） 
六、 行銷與觀光管理學系學士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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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結構外審及必修課程審查，業經行觀

系 111 年 12 月 21 日 111 學年度第 3 次課程規劃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請參閱附件 p.322-332） 
七、 管理學院全英文授課觀光暨管理碩士學位學程課程結構外審，業經

該學程 111 年 12 月 15 日 111 學年度第 1 次課程規劃委員會議審議通

過。（請參閱附件 p.333-335）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企業管理學系 
案由：有關企業管理學系大學日間部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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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管理學系學士班 109-111 學年度入學之必選修科目冊，新增「金

融市場」課程（三下，經營實務學程選修，3 學分）。 
三、 企業管理學系學士班 109-111 學年度入學之必選修科目冊，新增「越

南語 I」課程（三下，經營實務學程選修，2 學分）、「越南語 II」課

程（四上，經營實務學程選修，2 學分）。 
四、 企業管理學系學士班 109-111 學年度入學之必選修科目冊，新增「數

位行銷」課程（三下，經營實務學程選修，3 學分）。 
五、 企業管理學系學士班 109-111 學年度入學之必選修科目冊，新增「會

展行銷與管理」課程（三下，經營實務學程選修，3 學分）。 
六、 本案業經企業管理學系 111 年 10 月 25 日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課程規劃委員會議審議通過。（請參閱附件 p.336-337）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 

提案單位：企業管理學系 
案由：有關企業管理學系教師申請本校 111-1 學期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微學

分課程」案，提請追認。 
說明： 

一、依據教務處綜合行政組通知辦理，教師申請此計畫(含申請書、經費

表、Rubrics 評分表)，已獲教務處初審後，需依規定提送相關課程委

員會審查。 



二、經教務處審核會議初審通過之企業管理學系教師資料如下，其課程

開課資訊表如附件。 
任職單位 申請教師 課程名稱 備註 

企業管理學系 吳泓怡 
ISO 品質管理系統內部稽核專業培訓 

（2 學分） 
 

三、本案業經企業管理學系 111 年 10 月 25 日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課程規劃委員會議審議通過。（請參閱附件 p.338-340）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 

提案單位：應用經濟學系 
案由：有關應用經濟學系與日本尾道市立大學經濟情報部「雙聯學制課程」

修訂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本案業經應用經濟學系 110 學年度第 2 次系課程委員會討論通過。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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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規定：

各學系所得依實際需要，與合作辦理雙聯學制之境外大學，另訂境外大學

雙聯學制課程，規定應修科目及學分，經系、院、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並

送教務會議備查後實施。（請參閱附件 p.341-355）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六 

提案單位：應用經濟學系 
案由：有關應用經濟學系學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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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劃委員會審議通過。」 
二、應用經濟系學士班 109 學年度入學之必選修科目冊，新增「越南語(I)」

課程(三下，選修，3 學分)。 
三、本案業經應用經濟系 111 年 11 月 2 日 111 學年度第 1 次課程委員會

議審議通過。（請參閱附件 p.356-359）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七 

提案單位：科技管理學系 



案由：有關科技管理學系學士班 111 學年度及進修學士班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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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劃委員會審議通過。」 
二、科技管理學系學士班 111 學年度入學之必選修科目冊，新增「生物

產業概論」課程(一下，選修，3 學分)。 
三、科技管理進修學士班 108 學年度入學之必選修科目冊，新增「電子

商務」、「財報分析」及「商用日文」課程(四下，選修，3 學分)；109
學年度入學之必選修科目冊，新增「租稅規劃」課程(四下，選修，3
學分)。 

四、本案業經科技管理學系 111 年 11 月 2 日 111 學年度第 1 次課程委員

會議及 111 年 12 月 15 日 111 學年度第 2 次課程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請參閱附件 p.360-362）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八 

提案單位：科技管理學系、行銷與觀光管理學系 
案由：有關科技管理學系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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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相對應之學生學習成效評量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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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查通過後始得開課。 

二、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本系於日大三開設「電子商務」，由數位系朱彩

馨老師授課，欲提微學分課程，計畫申請書依規定提系、院課程規

劃委員會議進行審查。 
三、本案業經科技管理學系 111 年 12 月 15 日 111 學年度第 2 次系課程

規劃委員會及行銷與觀光管理學系 111 年 11 月 22 日 111 學年度第 2
次系課程規劃委員會審議通過。（請參閱附件 p.363-379）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九 

提案單位：資訊管理學系 
案由：有關開設「金融科技與巨量資料分析管理」跨領域學程案，提請審

議。 
說明：依據本校跨領域學分學程設置辦法，規劃「金融科技與巨量資料分

析管理」跨領域學程，學程規劃書及修習要點。（請參閱附件 p.380-382）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 

提案單位：資訊管理學系 

案由：資訊管理學系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課程申請「微學分課程」補助事

宜，提請審議。 

說明： 

一、 資管系李彥賢老師申請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開設「資料庫管理實務

工作坊」微學分課程，計畫申請書請參閱附件，依規定提系、院課

程規劃委員會議進行複審。 

二、 本案業經資管系111年11月3日111學年度第1次課程規劃委員會議審

議通過。（請參閱附件p.383-387）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一 

提案單位：資訊管理學系 

案由：有關資管系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林土量老師於碩士班開設「巨量資

料分析專題」EMI 課程之申請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 依據「國立嘉義大學獎勵教師全英語授課（EMI）實施要點」規定，

教師應檢附授課大綱、前次課程教學評量、英語授課教材及其他相

關輔助教學資料，經系、院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後連同會議紀錄送

教務處備查。 

二、 資管系林土量老師111學年度第2學期申請於碩士班開設「巨量資料

分析專題」EMI課程，課程大綱、前次課程教學評量、英語授課教材

及其他相關輔助教學資料如附件。 

三、 本案業經資訊管理學系111年11月3日111學年度第1次課程規劃委員

會議審議通過。（請參閱附件p.388-415）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二 



提案單位：資訊管理學系 

案由：有關資訊管理學系資管系 111 學年度不採認之通識教育課程，提請

審議。 

說明： 

一、 依據教務處規定，各系可自主規範是否採認該系學生選修通識領域

性質相近之課程，經系、院會議審議通過，再提教務處備查。 

二、 本案業經資訊管理學系 111年 5月 18日 110學年度第 4次規劃委員

會議審議、111年 11月 21日 111學年度第 2次規劃委員會議審議通

過（請參閱附件 p.416-419），不採認為資管系學生選修通識領域性質相

近之課程如下表： 
領域別 課程名稱 

物質科學與生活應用 

前瞻資訊科技、網際網路導論、魔法程式設計

創意課程、專案管理輕鬆學、視覺化智慧型手

機應用程式設計、程式設計與應用、上上網就

可以學程式、數據分析與深度學習程式設計、

視窗程式設計、簡單學程式設計、日常用程式

語言、從零開始學會 Python 程式設計、網頁

程式設計基礎入門、程式設計與遊戲入門、職

場必備文書處理能力養成、人工智慧應用入

門、資料探勘應用入門、資安與生活 

自我發展與溝通互動 
行銷概論、管理與生活、電子商務、人力資源

管理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三 

提案單位：財務金融學系 
案由：有關財務金融學系學士班、進修學士班自 108 學年度入學必選修科

目冊中新增選修課程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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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目表訂定後之變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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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金融學系大學部新加入課程為「行銷個案研究」 (選修 3 學分，

四下)教學大綱詳見附件。 
三、財務金融學系進修部新加入課程為「人身保險與稅法」(選修 3學分，

四下)教學大綱詳見附件。 
四、本案業經財務金融學系 111 年 11 月 22 日 111 學年度第 2 次課程委員

會議審議通過。（請參閱附件 p.420-428）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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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學年度入學必選修科目冊擬新增選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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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配合本校高教深耕計畫「食農產業管理學程」開課，該系 111 學

年度第 2 學期擬增開課程如下： 

班制 適用入學年度 課程 授課教師 學分數 
大四 108 食農產業管理專題研究 蕭至惠 選修、1 學分 
大四 108 食農產業管理實務 侯金日 選修、1 學分 

三、本案業經行銷與觀光管理學系 111 年 10 月 26 日 111 學年度第 1 次課

程委員會議審議通過。（請參閱附件 p.429） 
決議：照案通過。 
 

肆、臨時動議：無。 
伍、主席結論與指示：無。 
陸、散會(下午 1時 25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