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嘉義大學管理學院 111 學年度第 3 次院務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11 年 10 月 26 日（星期三）中午 12 時 10 分 
地點：管理學院 D01-501 會議室 
主席：吳泓怡院長          紀錄：莊意蘭 

出席人員：企管系蔡主任進發、應經系林主任億明、科管系張主任景行、資管系

張主任宏義、財金系張主任瑞娟、行觀系張主任淑雲、李鴻文老師（請

假）、張立言老師、廖彩雲老師（請假）、李佳珍老師、陳韻旻老師、

王明妤老師、黃翠瑛老師、陶蓓麗老師、董和昇老師、黃鴻禧老師、

黃子庭老師（請假）、蕭至惠老師、張耀仁老師、李爵安老師 

列席人員：高齡管理研究中心王明妤主任 

壹、主席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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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學院碩士在職專班 

案由：有關本院各單位申請管理學院碩士在職專班結餘款補助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

「系所、學位學程發展特色」經費計畫共 6 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 依 111 年 3 月 22 日管理學院碩士在職專班 110 學年度第 2 次班務會議提案

六決議（略以）：「凡有助於系所、學位學程發展特色者，各單位得依計畫

提出申請，每學年度每單位補助 EMBA 結餘款以 20 萬最高上限為原則。

而若因教學或研究需求建置專業設施且可與其他系所資源共享者，補助金

額可予以酌量調整。經費計畫申請書，經班務會議與院務會議討論通過後，

始可動支。」 
二、 各學系申請計畫名稱、申請金額與經費於 111 年 10 月 18 日管理學院碩

士在職專班班務會議審議結果如下表，核列補助經費總計 101 萬元整。 

編號 申請單位 計畫名稱 申請經費 
班務會議審議通

過補助經費 

1 資訊管理學系 一日資安桌遊體驗營 6萬9,300元 6萬 

2 資訊管理學系 元宇宙數位教室整修計畫 78萬7,000元 51萬 

3 財務金融學系 精進教學研究計畫-虛擬投

資競賽_經典操盤家講座 10萬0,456元 8萬 



  

4 科技管理學系 大數據應用 21萬4,740元 16萬 

5 應用經濟學系 系友與國內專家學者演講

計畫 10萬0,240元 8萬 

6 
行銷與觀光管

理學系 行銷直播室 13萬6,400元 12萬 

合計 140萬8,136
元 

101萬元 

三、 本案業經 111 年 10 月 18 日 111 學年度第 2 次班務會議審議通過。（請參閱附

件 p.2-p.4） 
四、 檢附各系經費計畫申請書明細資料。（請參閱附件 p.5-p.18）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管理學院碩士在職專班 

案由：有關管理學院碩士在職專班 113 學年度增設組別乙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 依本校 113 學年度預定增設調整系所學程協商會議紀錄辦理。（請參閱附件

p.19-p.21） 
二、 管理學院碩士在職專班將於 113 學年度申請學籍分組，除了一般管理組及

創意產業與觀光休閒管理組外，將增加醫療資訊與科技管理組。 
三、 本案業經管理學院碩士在職專班 111 年 10 月 18 日 111 學年度第 2 次班務會

議審議通過。（請參閱附件 p.22） 
四、 檢附該班申請增設、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計畫書。（請參閱附件 p.23-p.68） 

決議：修正後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管理學院 

案由：有關管理學院附設高齡管理研究中心擬予裁撤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 依據國立嘉義大學管理學院附設高齡管理研究中心設置要點第一點規定略

以：因應高齡化趨勢並配合政府政策，積極結合雲嘉南地區之高齡產業，

並整合產、官、學之資源。（請參閱附件 p.69） 
二、 高齡管理研究中心因人力及經費不足，階段性任務已達成，擬予裁撤。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 
提案單位：科技管理學系 
案由：有關科技管理學系「碩士學位課程先修實施要點」部份條文修正案，提請

審議。 
說明： 

一、 該系自 111 學年度起由「生物事業管理學系」正式更名為「科技管理學系」。 
二、 本案業經科管系 111 學年度第 1 次系務會議(111.08.11)審議通過。（請參閱附

件 p.70） 
三、 檢附科管系「碩士學位課程先修實施要點」修正後全文。（請參閱附件 p.71-p.72）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 
提案單位：科技管理學系 

案由：有關科技管理學系更改系名後擬於 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聘任專任教師 1 名，

提請審議。 
說明： 

一、 原生管系業經 110 年 7 月 21 日臺教高(四)字第 1100094609 號通過更名案，

於 111 學年度起正式更改名為「科技管理學系」。 
二、 配合更改系名簽呈建議，科管系於更改系名計畫書（報部版）內填入近期

發展新聘科技管理專長教師一名，以強化科管系專任教師師資結構與專

長。考量更名後發展目標在培養科技管理人才，產業大數據的管理以及即

時的分析在高科技產業的商業決策上極為重要，科管系並無相關專長之師

資可提供完整的課程。此教師擬擔任必修課程—商業大數據管理及選修—

科技產業資訊管理及行動裝置應用程式設計等課程，徵聘專任教師啟事。（請

參閱附件 p.73-p.76） 
三、 本案業經科管系 110 學年度第 1 次系務會議討論通過。（請參閱附件 p.77）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六 
提案單位：財務金融學系 
案由：有關財務金融學系擬於 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新聘專任教師 1 名。提請審議。 
說明： 

一、 本案業經 110 年 9 月 23 日財金系 110 學年度第 2 次系務會議審議通過。（請

參閱附件 p.78-p.81） 
二、 財金系設有大學部日、夜間學制，並設有碩士班，合計共 10 班，需新聘 1

名專任師資述明如下： 



  

(一) 依據 111 學年度招生檢討會議手冊內容顯示，財金系「大學申請入學」

109-111 學年度報名人數於全校 40 學系中皆名列前茅，且「大學分發

入學」選填財金系人數亦穩坐前三名。 
(二) 110 學年度報考財金系日、夜間部轉學考人數亦高達 115 人，每年申請

輔系人數約 24~34 名，申請財金系輔系高達 22 學系，遍佈本校各學院，

顯示本校學生對於增加第二專長，財金系為第一首選。財金系培育之

人才，亦為企業界首選，財金系學生及畢業生陸續進入科技業、會計

師事務所、銀行業、證券業、保險業實習或就業。 
(三) 財金系亦為政府 5+2 產業創新計畫之系所，外加名額下，財金系大一

新生人數高達 65 人，若加上輔系學生人數，財金系課程多數呈現「大

班教學」囧況，除此之外，財金系「進修部」大多課程皆需仰賴企管

系、應經系、科管系師資合班授課外，另外聘任 5 名兼任教師授課，

僅能勉力滿足各學制畢業門檻之需要。 
(四) 目前財金系專任師資，僅有 8 名+1 名（管理學院得統籌運用員額計有

70 人，現有專任教師共計 59 人，不含通識中心裁撤後移撥至財務金融

學系之黃子庭副教授），除開設財金系大學部、進修學士班及碩士班課

程之外，財金系 2 名師資全力投入會計領域教學，包辦日間（6 班）、

夜間部初會（3 系合上)，成會、管會、財報分析等課程（皆為 2 系合

上）外，尚無法滿足管院會計師資需求；另外財金系亦支援外系財務

管理、貨幣銀行學、衍生性金融商品等課程及外籍生全英學程，財金

系 8 名專任教師授課負擔沈重、壓力過大、身心俱疲，健康亦亮起紅

燈。 
(五) 本校各項政策的推動，亦無法免除財務專業知識協助及建議，校務發

展及財金系亦需要專任師資投入，綜合上述，建請各系委員同意財金

系向校方借用他院員額一名聘任專任老師。 
三、 檢附本校 111 學年度招生檢討會議手冊。（請參閱附件 p.82-p.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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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