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參、管理學院 
一、組織系統 

企業管理學系暨研究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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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務金融學系 

管理學院      觀光休閒管理研究所（碩士班、博士班） 
     行銷與運籌學系暨研究所 

碩士在職專班 
外籍生全英文授課觀光暨管理碩士學位學程 
電子商務研究中心 
農企業經營管理研究中心 

 

二、編制與員額 
管理學院教師人數為66人；在職級別方面，教授有28位（比率為

42.4%）、副教授有17位（比率為25.8%）、助理教授有18位（比率為

27.3%）、講師有3位（比率為4.5%）。本學院職員、專案組員、工友合

計為14人；其中，職員1人、專案人員11人、工友2人。本學院教職員

工（含專案人員）人數總計為8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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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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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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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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鼓勵教師自我成長與進修：積極參與國內外各項研討會及學術

會議；加入各項學術團體，建立學術聲譽。 
11.定期辦理教學評量：配合學校於期末舉辦1次教師教學評量。 
12.積極建立課程綱要之檔案。 
13.學習預警及改正措施：建立學生學習預警制度，讓授課教師及

導師更清楚掌握學生學習意願及動向。 
14.學生反應與教學滿意度：針對教學評量表調查結果與學生之建

議進行教學改進。 
15.社會評價：積極與業界互動，了解業界對於人才的需求。 
16.配合課程需要舉辦專題演講及校外參訪活動。 
17.積極發展國內外相關院所之交流計畫。 
18.持續調整博士班與碩士班課程之適切性。 
19.辦理各項教育訓練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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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鼓勵教師申請國科會補助研究計畫。 
5.積極鼓勵教師發表期刊論文或研討會論文。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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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辦理入學前座談會及持續相關輔導工作，俾

使新生儘快融入管理學院之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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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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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 
3.輔導學生辦理選課相關事宜。 
4.積極輔導學生會及系（所）學會之運作。 
5.舉辦系（所）家長日，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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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進家長與教師間的親師關係，達到三贏局面。 
6.積極安排各系（所）學生與他校相關系（所）學生聯繫與交流。 
7.舉辦參訪活動，以增加師生互動並加強學生對業界了解。 
8.積極輔導學生通過英文能力檢定。 
9.提供學生畢業後對於職場規劃所需之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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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參與各公、民營機構之委託研究計畫。 
4.結合師、生（EMBA、研究生）資源，建構「產學合作」之互動

機制。 
5.積極投入各項業界輔導計畫，期望能將實務與理論結合，與業界

接軌。 
6.積極擔任各公、民營機構之各項顧問工作，提高管理學院及各系

所之學術聲譽及知名度。 
7.積極爭取舉辦全國性學術研討會，提升管理學院學術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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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各系（所）專、兼任教師聘任作業及辦理各系（所）專任教

師升等作業。 
3.辦理EMBA暨各系（所）招生考試業務。 
4.制訂標準化作業程序，使行政能充分支援教學、研究及服務工作。 
5.配合本校各單位及管理學院各系（所）相關行政業務之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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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度工作成果 
(一)教學 

1.教師升等：升等教授7名，升等副教授3名（含兼任副教授1名）。 
2.定期辦理教學觀摩會：配合「教學研討暨學生輔導聯席會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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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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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定期辦理教學評量：配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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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鼓勵教師使用簡報軟體、視聽設備等教學輔助工具，提升學習效

果。 
6.配合本校教學卓越計畫，管理學院與人文藝術學院、師範學院共

同規劃「文化創意產業學程」，及生物事業管理學系開設「生物

科技管理學程」，除修習該系專業知識外，亦搭配蘭潭校區農學

院、理工學院及生命科學院之課程，推動跨領域學習，以滿足企

業需求，提升學生職場競爭力。 
7.建立網頁並隨時更新教學大綱。 
8.支援本校各系大學部及通識教育中心課程。 
9.各系（所）教師合計指導93位碩士班研究生撰寫畢業論文、4博
士班研究生撰寫畢業論文及17位學生專題技術報告。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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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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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輔導博、碩士班研究生赴海外出席國際學術會議發表論文。 
13.由管理學院研究生擔任經濟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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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企業管理學系蔡進發老師榮獲本校103學年度教師教學特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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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行銷與運籌學系董維老師和資訊管理學系李彥賢老師榮獲

103學年度教學肯定獎；另外，應用經濟學系楊琇玲老師、生物

事業管理學系黃翠瑛老師及觀光休閒管理研究所林若慧老師榮

獲院級教學績優獎。 
15.企業管理學系配合課程需要，落實理論與實務之結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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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學年共舉辦7場，邀請海航國際開發有限公司李凰寧總經

理兼負責人、耐斯王子飯店曾慶欑總經理、Political Science 
School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s Associate Head of School 
University of Canterbury New Zealand陳永福教授、前青輔會主委

陳以真、前嘉義市政府企劃室主任簡子濤等多位講者進行分

享，使師生受益良多。 
16.企業管理學系為增進師生對企業實務運作之了解，提升學習成

效，舉辦班級校外企業參訪，參訪企業分別為先傑電腦（股）

公司、志鋼金屬（股）公司、港香蘭應用生技（股）公司、卡

多利亞食品（股）公司，耐斯企業（股）公司、嘉義酒廠、天

恩食品（股）公司、金可國際集團、陳仁德醫院、優遊吧斯文

化園區、香格里拉台南遠東國際大飯店等，參訪內容有簡報（含

廠區規劃、人員配置、行銷策略、危機處理、未來規劃）及廠

區導覽分組解說。 
17.企業管理學系開設「管理實務專題研討」課程，以臺灣產業發

展與企業經營策略之分析為主題，並以分組專題討論、撰寫、

報告方式，深入探討具國際競爭力的臺灣產業之背景、過程，

以及對該產業中能永續經營的成功企業個案進行經營策略與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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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學生對經營管理的敏銳觀察及研究能力。 
18.企業管理學系為增進師生國際交流，特安排與香港中文大學合

作，舉辦主題為「港台青年創業及經濟發展：機遇與挑戰」的

交流互訪活動，透過讓學生就青年人創業及港台兩地經濟發展

作個案研究，研習兩地教學與指導學生方法，藉由雙方之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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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研究成果，以加深港台學生對兩地創業及政經環境的了

解，並體驗香港與台灣的教學方法之異同。香港中文大學師生

於104年5月20日至5月25日至本校參訪交流，而該系師生一行21
人於104年5月31日至6月5日至香港參訪。 

19.應用經濟學系因應產業科技化、經貿自由化、理財多元化之經

濟社會發展趨勢，進行課程重新規劃，除核心課程外、並將選

修課程分成經濟分析、應用產業管理及應用財務金融等三個領

域，供學生依其需求自由選擇。 
20.應用經濟學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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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場次；舉辦2場「經濟理論與

實證小型研討會」與3場科技部學術研習營。 
21.應用經濟學系聘請資深兼任師資，強化系教學品質及完整性。 
22.應用經濟學系應屆畢業班學生考取研究所正取14人次，備取24

人次。 
23.應用經濟學系為鼓勵大學部學生整合經濟分析、產業管理及財

務金融等理論所學，以應用於分析經濟現象，特開設「經濟專

題研討」課程，並於學期中安排至朝露觀光魚工廠進行企業參

訪。 
24.應用經濟學系於104年4月22日在蘭潭校區第一會議室與日本尾

道市立大學簽署系級學術合作協議，未來將針對師生交流及學

術研究等項目進行合作。 
25.生物事業管理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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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學年度邀請之演講者包括：中國

石油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資源處訓練所林忠亮主任、中國石油股

份有限公司行銷經理李明勳先生、中正大學游寶達教授、南山

人壽業務經理何淑琴小姐、中華經濟研究院余佩儒分析師、嘉

義市社區大學胡安慶講師、中鼎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資源部

楊婷雅人資專員、台灣新日化許龍福博士及成功大學呂宗學教

授等多位講者進行分享，使師生受益良多。 
26.生物事業管理學系規劃舉辦師生企業參訪活動，共計參訪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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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農業委員會嘉義農業試驗所、后羿農場、上盛育種場、葉班

長有機概念蔬菜農場、月桃觀光工廠、勤億蛋品夢工場、民雄

熊大庄觀光工廠、清茂農場、蘑菇部落、農委會台南改良場、

農委會畜產試驗所及新港北崙村彩繪村等公民營企業，以期將

實務與理論有效結合，增進學生之學習效果。 
27.生物事業管理學系辦理專題研究製作，藉由專題研究來進行與

學生雙向互動的學習活動，以培訓及提升同學「資料蒐集」、「獨

立思考」、「團隊合作」、「創新」、「創業」及「語文」的能力。

其中日間部計有11個不同主題之探討，進修部則有10個主題，

皆針對相關產業或議題做不同的探討與回饋。 
28.生物事業管理學系黃翠瑛老師執行102-103年度雲嘉南區域教

學資源中心計畫「教師多元發展」及「課程品保深化」，透過邀

請校內外具實務經驗或教學經驗豐富之教師分享，提升師生實

務研究經驗及教學品質。 
29.生物事業管理學系配合104學年度第一學期「校外實習」課程，

暑假計有5名同學分別至水上番茄園、上盛育苗場及南山人壽進

行暑假實習課程修習。 
30.資訊管理學系為增進教師教學方法與策略，提升教師教學品

質，辦理1場教學品質座談會，講題為「國外短期研究與教學心

得分享」。 
31.資訊管理學系配合本校教學卓越計畫，辦理24小時「Google 

Android應用程式開發範例實務研習課程」，並輔導48位同學通

過OCPJP國際認證考試、30位同學通過ERP規劃師證照考試。 
32.資訊管理學系辦理各項重要學科競賽及系統專題成果發表會，

並輔導同學參加「第十一屆全國華佗盃網路解疑技能競賽」榮

獲第一名及第三名、「IPv6多媒體創作比賽」榮獲佳作、「第一

屆發掘網路人才－金域獎短講大賽」榮獲第二名、「2014 IPv6
多媒體創作競賽」榮獲第二名。 

33.資訊管理學系為落實理論與實務之配合，邀請學術界、實務界

國內外學者專家蒞校進行專題演講。103學年度邀請之演講者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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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台灣網路資訊中心工程師蔡更達先生、HP惠普科技亞太區

資訊系統技術經理廖智寧先生、東京著衣技術總監鐘淵信先

生、牟士登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劉惠瑜小姐、瑞聚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總經理張煒翔先生、簡報訓練師林稚蓉先生、國家

講座教授王存國教授等。 
34.資訊管理學系為與畢業系友建立長期聯繫關係，邀請系友黃郁

琦小姐與趙婉婷小姐到校演講，並辦理1場由在校生專訪系友業

界工作經驗之系友專訪成果發表會。 
35.資訊管理學系為使學生提前認識業界現場的生態環境，並能將

理論與實務相互印證，特安排學生至大瑞遊艇股份有限公司、

彪琥鞋業有限公司進行業界見習。 
36.財務金融學系日間部學生考取研究所7人，錄取學校包含國立政

治大學、中興大學、中正大學及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等，進

修推廣部考取研究所7人，錄取學校包含本校、國立中正大學、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南華大學等。 
37.財務金融學系為增進師生對企業實務運作之了解，提升學習成

效，舉辦校外企業見習，於104年3月20日由李孟育老師帶領學

生參訪雲林監獄，參訪內容有簡報、分區導覽及分組解說。 
38.財務金融學系為使學生提前認識業界現場的生態環境，並能將

理論與實務相互印證，特安排學生至南山人壽嘉義分公司及錠

嵂保險經濟人股份有限公司嘉義分公司進行業界實習。 
39.財務金融學系分別於103年11月11日、12月10日、12月17日及104

年6月2日共辦理4場軟體與資料庫研習。 
40.財務金融學系大學部學生周美寧、段秀芳參加台新銀行實習計

畫圓滿結束。 
41.財務金融學系於103年12月15日辦理人身保險業務員考試，邀請

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南下測驗，計有61名學生報

名，本次測驗通過人數為25人。 
42.財務金融學系於104年5月21日辦理人身保險業務員考試，邀請

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南下測驗， 計有30名學生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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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本次測驗通過人數為17人。 
43.財務金融學系周立彬、黃健瑋同學參加暨南國際大學2015校際

盃第二屆虛擬投資競賽獲得第一名。 
44.財務金融學系運用財金實驗室，提供教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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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財務金融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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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財務金融學系配合課程需要，落實理論與實務之結合，邀請學

術界、實務界、國內外學者專家及畢業校友蒞校進行專題演講。

103學年度邀請之演講者包括：傳揚財務顧問公司楊明城總經理

主講「財務顧問產業的現況」、沅暢工作室楊衍庚先生主講「財

務安全與理財」、財團法人苗栗縣私立海青老人養護中心執行長

賴添福主講「台灣長照服務現況分析及未來展望」、錠嵂保險經

紀股份有限公司張永昇經理主講「誰偷了我的500萬」、全曜財

經黃仲宏經理主講「財務數據統計與分析」、三商美邦蔡訓豪區

經理主講「突破22k的祕訣與未來職場就業的觀念」、康和期貨

高雄分公司陳俊德分析師主講「期權基礎策略與心理戰略」、基

隆市稅務局林素貞股長主講「現行房屋稅制與稽徵實務困難之

探討」、永豐金黃黎明董事長主講「債務資本市場」、R+V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ervices 鍾濱財務長主講「如何投身金融服

務業及退休財務規劃之新思維」、北京大學能源信息工程系羅正

忠系主任主講「台灣美國大陸競合」、元大寶來通訊處鄭仲鈞專

業副理主講「選擇權樂活」、華宏新技股份有限公司稽核室邱正

德副理主講「職涯規劃與國際專業證照」、遠雄建設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黃俊郎行銷副總主講「不動產理財」等人蒞校，共舉辦

14場專題演講。 
47.觀光休閒管理研究所配合課程需要，落實理論與實務之結合，

邀請學術或實務界學者專家進行專題演講共4場，另舉辦校外參

觀活動共5次。 
48.行銷與運籌學系與觀光休閒所共同於104年3月25日邀請知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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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爺酒店集團旗下的台南老爺行旅酒店唐伯川總經理前來演

講，題目為「台南老爺行旅的定位與觀光旅遊業的展望」，師生

獲益良多。 
49.行銷與運籌學系與觀光休閒所於104年4月29日邀請唯賀有限公

司（NU PASTA）郭正雄營運長蒞臨演講，講題為「產業創新與

品牌策略」，師生獲益良多。 
50.行銷與運籌學系為增強研究生對企業實務面運作的了解，及提

供其與企業高階主管近身學習的機會，爰此，特於103學年度第

二學期開設「品牌管理」課程，邀請四位來自不同產業領域及

專長的高階主管（分別為雄獅旅遊集團陳瑞倫副總經理、統茂

旅館集團施瑞峰總裁、新農民草莓社會企業李文權董事長及龍

邦建設前財務副總經理郭元慶四人），搭配系內教師蕭至惠主任

與周思妤老師二人共同授課，授課方式採業師實務個案經驗分

享、授課教師們共同交叉提問、學生組隊進行專案簡報等教學

方式，教學內容緊湊，課後研究生皆表示於理論與實務方面獲

益甚多。 
51.行銷與運籌學系接受台灣行銷科學學會委託，首次於嘉義地區

舉辦2015年第一回TIMS「行銷專業能力認證試務工作」，試務

工作圓滿完成，104年5月24日當天共計有分別來自中正、嘉大、

吳鳳科大等校的三百餘位考生完成五種類型的行銷專業認證考

試，對於增進外校學生對嘉大管理學院交通位置便利性與充實

硬體設施的認知有莫大助益。 
52.管理學院碩士在職專班為落實理論與實務之結合，邀請學術或

實務界學者專家蒞校進行專題演講計27場並舉辦校外企業參訪

活動計29次。 
53.管理學院碩士在職專班於103年11月8日舉辦「EMBA技術報告

暨論文發表研討會」，共計有校內外學者專家18人、學生約160
人出席與會。本研討會希冀藉由邀請校內外學者與業界高階經

理人，針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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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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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管理學院碩士在職專班於103年11月8日至9日與104年5月30日
至31日舉辦「高階經理人研習營」，透過特定主題專題演講、企

業參訪與實務高階經營者面對面交流，並藉由該班師長從旁輔

助指導，將管理理論與實務充分結合，以培養經理人的獨立分

析、群體合作與決策行動等管理職能，並厚植擔任企業中高階

決策者的核心能力。 
55.管理學院碩士在職專班為拓展學生國際觀，並增進學生對於海

外臺商創業歷程及經營管理實務課題之瞭解，特安排海外企業

參訪研習活動，共分五梯次辦理，分別前往日本與中國。此行

除了增進師生對於各國產業發展之了解外，也透過當地台商之

成功經驗分享，讓師生在管理理論與實務上有更深入之啟發。 
56.管理學院碩士在職專班於103年11月21日至23日舉辦「2014第二

屆海峽兩岸管理教育發展研討會暨論壇」，來自兩岸的上海大

學、北京大學、深圳大學、山東科技大學、上海對外經貿大學、

華南理工大學、廈門大學、交通大學、台南大學與金門大學等

四十多名學者，連同管理學院兩百餘名師生參與盛會。此次論

壇會議以「MBA教育的創新與挑戰」為主題，為期三天的會議

中安排兩場專題演講、五場圓桌論壇，共計發表50篇論文暨技

術報告，會期議程緊湊而豐富，藉由此會議深化該院師生及兩

岸學者之學術交流，透過面對面的對談，促進雙方學者對於兩

岸管理教育的合作與發展，並增進本班學生全球化、戰略眼光

及跨文化管理之視野。 
57.全英文授課觀光暨管理碩士學位學程配合本校教學卓越計畫，

於103學年度聘請 Dr. Vicente Romas（西班牙籍）外籍兼任教授

至校授課。 
58.全英文授課觀光暨管理碩士學位學程配合課程需要，落實理論

與實務之結合，邀請學術或實務界專家蒞校進行專題演講。本

學年度專題演講部分，邀請美國籍學者Dr. Sylvester R. Houston 
主講「Trends in the Global Economy」、希臘籍學者主講

「 Introduction to Project Management」、西班牙籍學者  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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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fonso Vargas-Sánchez主講「Smart Tourist Destinations 」、高雄

餐旅大學游明鳳博士主講「Culture Difference in Hospitality 
Worlds」、紐西蘭籍學者 Dr. Alex Tan 主講「Thesis Proposal and 
Thesis Writing: Do's and Don'ts 」。 

59.全英文授課觀光暨管理碩士學位學程為落實所學理論與實務之

結合，安排高雄義大集團天悅飯店為校外參訪行程。 
(二)研究 

1.發表期刊論文計99篇，平均每位教師發表期刊論文1.5篇。 
2.發表研討會論文計85篇，平均每位教師發表1.29篇。 
3.參與國科會補助研究計畫計40件。 
4.教師參加學術研討會計88場。 
5.管理學院碩士在職專班發表研討會技術報告計81篇。 
6.應用經濟學系張瑞娟老師指導之大學部三年級劉俊杰同學榮獲

科技部大專學生研究計畫。計畫名稱：「台灣經濟犯罪與總體因

素之關係（104-2815-C-415-075-H）」。 
7.應用經濟學系鍾暳陵老師指導之大學部三年級洪逢仁同學榮獲

科技部大專學生研究計畫。計畫名稱：「品牌代工廠的生產決策：

OEM與ODM（104-2815-C-415-074-H）」。 
8.生物事業管理學系王明妤老師指導邱正勳、龔煜智、柯慧欣、陳

吟汝、蔡昀廷、余子弦、羅健瑄等7位同學參加「2014大專院校

專利分析與布局競賽」榮獲金牌獎。 
9.生物事業管理學系與國立臺灣大學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國

立中興大學生物產業管理研究所、國立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

學系、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農企業管理系及本校農企業經營管理研

究中心合辦「2015生物產業學術研討會」，提供校內外師生學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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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財務金融學系與中部大學財金聯盟合辦「2015中部財金學術聯

盟研討會」，會議日期為104年5月22日（星期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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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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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分析能力。 
(三)輔導 

1.管理學院生物事業管理學系周淑月老師榮獲103學年優良導師績

優獎、財務金融學系李孟育老師榮獲103學年度優良導師肯定

獎；另外，企業管理學系蔡進發老師、應用經濟系陳麗花老師及

資訊管理學系李彥賢老師榮獲院級績優導師獎。 
2.舉辦新生入學前座談會，讓新生更快融入本校生活；舉辦新生座

談，讓新生了解系所發展方向及個人未來的研究學習方向，讓學

生對於自己有正確的期待。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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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生聯誼等活動。 
4.舉辦師生座談會，了解學生反映之問題及加強學生溝通輔導。 
5.辦理學生選課及抵免學分、參加校際各項比賽及活動、申請校內

外各項獎助學金、及輔導系學會舉辦系內各項競賽、送舊及座談

會。 
6.各系為歡送畢業生，舉辦畢業生歡送會，會中安排餐點、表演節

目、時空膠囊、回顧影片及校園巡禮等活動，為畢業生大學生涯

劃下美好的句點。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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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各系所教師每週均安排4個小時以上之輔導時間（Office Hour），
以協助學生解決課業上所遭遇的問題。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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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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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透過學生個別約談等正式管道，或透過Facebo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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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輔導管理學院及各系所學會、學生社團之運作：輔導系所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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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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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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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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管理學院EMBA校友會獎助學金」，提供管理學院學

生獎助學金與急難救助管道。 
14.隨時更新網站資料並及時公布校內外各項資訊。 
15.輔導學生建立正確的求知態度及人生觀。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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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試；配合學校舉辦企業校園徵才說明會。 
17.企業管理學系實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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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加強的學生（如期中考及平常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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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儘早調整個人之學習方式，亦請系

主任及導師再從旁協助改善。 
18.企業管理學系為激發學生之創意思考能力，增進同儕之間的情

誼並強化團隊精神，特由系學會以『熱血企管、創意無限』為

宗旨，希望藉由拍攝原創性質之創意短片的方式，敘述對「追」

的看法、回饋與省思。 
19.企業管理學系系學會舉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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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美聲趣味卡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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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企業管理學系舉辦「創新創意創業競賽」，以規劃創業構想或設

計產品的方式讓學生組隊參加，使學生能應用所學管理學概論

及進階的五管（生產、行銷、人力、研發、財務），讓學生達到

學以致用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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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企業管理學系博士班台灣長照之父賴添福同學，獲得103年優良

傑出企業家獎。 
22.企業管理學系企三甲林依瑾同學申請通過104年度科技部「大專

學生研究計畫」。 
23.企業管理學系賴柏諺、朱恩熹、陳志齊及管子媛等四位同學暑

假獲該系推薦至海外實習。 
24.企業管理學系吳泓怡老師指導103學年度碩士畢業生張茱涵參

加2015崇越論文大賞競賽榮獲管理論文碩士組優等論文獎、蔡

進發老師指導103學年度碩士畢業生蔡佳虹參加2015崇越論文

大賞競賽榮獲管理論文碩士組優等論文獎。 
25.應用經濟學系為輔導大學部畢業生參與各項研究所考試，利用

週一至週四晚上（PM19:00~21:00）商請部分老師及研究生提供

計量經濟學、個體經濟學、總體經濟學、統計學、微積分等課

程輔導，以進一步強化及提升學生應考科目能力。 
26.應用經濟學系為能儘早發現學生學習之不適，及建立預防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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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應用經濟學系大學部三年級陳唯真同學通過104學年度第1學期

交換學生申請案，薦送西班牙韋爾瓦大學。 
28.生物事業管理學系劉耀中老師輔導皇家鹿園創業團隊通過教育

部103年度「大專畢業生創業服務計畫」（U-start）績優創業團

隊評選，獲得補助四十萬創業金。 
29.生物事業管理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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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未來就業或進修學習力，深化研究

或發問能力。 
30.生物事業管理學系教師輔導碩士班研究生出席學術會議發表16

篇研討會論文，其中赴海外出席國際學術會議發表論文4人次。 
31.生物事業管理學系邀請系友王智永先生回娘家分享「創業經驗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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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生物事業管理學系李俊彥老師指導潘玫君、鄭琬靜、陸旻萱、

簡芳文、陳思旻、江謝涓、周致丞等7位同學參加「歐都納盃品

牌創意行銷企劃競賽」榮獲創意獎；李俊彥老師指導陳藝詞、

馬國馨、劉毓婷、康雅媛、楊采穗、郭儒憶、林郁芬等7位同學

參加「歐都納盃品牌創意行銷企劃競賽」榮獲佳作。 
33.生物事業管理學系開設「專案管理」課程，輔導10位學生通過

中華專案管理學會之專案助理資格檢定考試。 
34.資訊管理學系張宏義老師指導許博凱、李濟民同學參加「第十

一屆全國華佗盃網路解疑技能競賽」榮獲第一名及第三名。 
35.資訊管理學系輔導系學會舉辦「106級迎新宿營」、「小資盃球類

競賽」、「103級送舊」活動。 
36.資訊管理學系輔導碩士班研究生出席國內學術會議發表5篇研

討會論文、國外學術會議發表4篇研討會論文。 
37.財務金融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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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提升該系學生

讀書風氣，充實就業資本。 
38.財務金融學系實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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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況不佳的學生進行面談，了解其前半個

學期之學習成效，並要求學生儘早修正學習方式。 
39.財務金融學系設立課後輔導班，包括「微積分」、「會計學」、「經

濟學」，由班上名列前茅的同學擔任小老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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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財務金融學系導師每週以小組座談方式進行導生會，與同學進

行深度晤談，瞭解學習與生活狀況。 
41.財務金融學系於103年11月1日（星期六）舉辦系友會活動，參

與人數眾多，場面熱絡；建置系友會專屬網頁，選舉出該系第

三屆系友會會長及副會長，並修正系友會組織章程及提供系友

與該系之聯絡管道。 
42.觀光休閒管理研究所輔導碩、博士班研究生出席學術會議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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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發表論文共20篇，其中赴海外出席國際學術會議發表論文3
人次。 

43.觀光休閒管理研究所輔導碩、博士班研究生發表期刊論文6篇。 
44.觀光休閒管理研究所張淑雲、鄭天明老師指導之研究生吳乙心

同學，榮獲『2015富邦人壽管理碩士論文獎-服務管理佳作』。 
45.行銷與運籌學系蕭至惠老師指導之研究生曾萱萱同學榮獲

『2015富邦人壽管理碩士論文獎-行銷管理佳作』、蕭至惠老師

指導之研究生曾千桓同學榮獲『2015崇越論文大賞競賽-管理論

文碩士組優良論文獎』。 
46.行銷與運籌學系陳虹樺同學，榮獲教育部學海飛颺計畫獎助學

金前往美國奧瑞崗大學進行交換留學。 
47.行銷與運籌學系凌儀玲教授指導之大學生王思偉同學及企業管

理學系張立言教授指導之行銷與運籌學系大學生傅旼玉同學，

榮獲【科技部學術補助獎勵104年度大專學生研究計畫】。 
48.行銷與運籌學系蕭至惠老師指導之大學生林岱蓉、陳洺儀、馮

渝婷、水生系蔡秉諺及機械系黃建文，參加【2015年TBSA全國

大專創新企劃競賽】，榮獲「創業企劃組」佳作獎；周思妤老師

指導之大學生陳怡伶、陳玠穎及許瑄庭，參加【2015年TBSA 全
國大專創新企劃競賽】，榮獲「創業企劃組」佳作獎；蕭至惠老

師指導之大學生賴彥蓉、蘇雍雅、游琇茹及丁睿廷，參加【2015
年TBSA全國大專創新企劃競賽】，榮獲「商品行銷組」佳作獎；

蕭至惠老師指導之研究生陳乃妤、林伶蓁、沈柏叡、企管系張

慈恩、翁鈺婷及農藝系王泰崴同學，參加【2015年TBSA全國大

專創新企劃競賽】，榮獲「創業企劃組」佳作獎。 
49.行銷與運籌學系碩士班曾郁祺、蔡碩恩、呂姿儀、陳乃妤、羅

裕翔及劉安倫同學榮獲「2014年全國大專院校健康美容產業創

意企劃競賽」第二名。 
50.行銷與運籌學系許芳維（大一）、陳姿伃（大二）榮獲103年度

學生學習歷程檔案競賽「優良作品奬」。 
51.行銷與運籌學系四年級同學組隊參加CMC創意數位行銷營行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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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競賽，榮獲第二名。 
52.行銷與運籌學系大學生陳思儀同學參加「2014青年社區暑期工

讀計畫-成果發表會」，榮獲高雄區社會福利組-亞軍。 
53.行銷與運籌學系盧冠芸及行銷所沈柏叡同學等參加「2014動腦

數位全能星戰」兩岸學生數位行銷競賽，榮獲「最佳品牌表現

獎」。 
54.全英文授課觀光暨管理碩士學位學程學生Dora Saki Valdivia 榮

獲103學年度臺灣獎學金智育領域表現傑出畢業生代表。 
(四)服務與推廣 

1.企業管理學系朱志樑老師榮獲103學年度服務傑出獎、生物事業

管理學系汪明妤老師榮獲103學年度服務優良獎。 
2.舉辦各項學術專題演講活動。 
3.辦理推廣教育管理學院碩士在職專班。 
4.管理學院教師參與機關團體、公民營企業各項專題研究計畫及產

學合作計畫計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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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學院教師除擔任校內各項委員會委員外，校外部分亦擔任農

企業經營管理研究中心顧問、Smartwood稽核委員、財團法人嘉

義市社區大學發展協會理事、莫拉克颱風災區生活重建服務中心

巡迴輔導委員、臺灣生產力與效率學會秘書長、臺灣農村經濟學

會常務監事、中華民國戶外遊憩學會理事暨監事、中華民國永續

發展協會理事、中華民國餐旅教育學會理事、中華觀光管理學會

常務理事暨常務監事、臺灣休閒遊憩協會理事、嘉義市政府公益

彩券盈餘管理委員會委員、嘉義市政府市政顧問、中華財務管理

科技學會監事、嘉義縣政府顧問等相關職務。 
6.管理學院教師應邀至業界與學校單位演講共8場。 
7.管理學院教師積極參與學術社群或服務活動績效良好；亦受邀擔

任國內外知名期刊之編審委員或審稿委員包括：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Journal (SCI)、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SCI)、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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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nking Skills and Creativity (SSCI) 、 Tourism Management 
(SSCI)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SSCI)、The Service Industries 
Journal (SSCI),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SSCI)、Cornell Hospitality Quarterly (SSCI)、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 (SSCI)、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ourism Research (SSCI)、
Leisure Studies (SSCI)、Journal of Hospitality & Tourism Research 
(SSCI) 、 Journal of Hospitality Marketing &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ourism Policy Research 、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Econlit)、經濟論文(TSSCI)、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FLI)、風險管理學報、中原管理評論、會

計評論、台大管理論叢、The Journal of Risk and Insurance(SSCI)、
戶外遊憩研究(TSSCI)、觀光休閒學報(TSSCI)、餐旅暨家政學刊

（餐旅暨觀光）、旅遊管理研究、鄉村旅遊研究及104年度科技部

專題研究計畫審查委員等。 
8.企業管理學系與兆豐票券金融公司嘉義分公司、嘉義市電腦商業

同業公會簽署產學建教合作，進行產學合作儲備徵才。 
9.企業管理學系為使高中生對於該系有初步之認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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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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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企業管理學系、生物事業管理學系、財務金融學系與南山人壽

公司嘉義分公司簽署產學建教合作，進行產學合作儲備徵才。 
11.生物事業管理學系教師受公民營機關受邀擔任多項委員，如農

企業經營管理研究中心顧問、臺灣農村經濟學會理事會監事、

中華兩岸農業交流協會監事、社團法人台灣森林認證發展協會

祕書長、中華林產事業協會理事等多項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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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財務金融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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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推動節能減碳愛地球之

觀念。 
13.觀光休閒管理研究所教師之學術背景與專業能力備受肯定，亦

主動與私部門企業交流，或接受非政府組織之邀請，提供與觀

光休閒專業有關之諮詢服務。例如擔任非營利組織的顧問或休

閒產業輔導專家；受觀光相關專業學術團體或社團法人聘任為

理監事或顧問等職務，多位教師更受考選部之邀聘，擔任國家

考試命題、審題、典試委員等職務。 
14.觀光休閒管理研究所辦理「觀光休閒管理技術專題成果發表會」

1場次。 
15.電子商務研究中心附屬嘉義大學自然農法學園於103年12月14

日舉辦了「農哩嘉‧呷－綠光饗宴」的產地到餐桌活動，希望

能帶領參與者從「生產」、「烹煮」最後「品嚐」的一系列過程，

以體驗進行食農教育，讓人、食物與土地產生新的連結，並傳

達「自然農法」之精神與「綠色食安」之重要，為農業創造出

新價值。 
16.電子商務研究中心附屬嘉義大學自然農法學園長期關心嘉義市

民的飲食健康，並落實深耕在地辦學理念，在嘉義市區打造環

境良好的示範性農場，建構自然農法學園成為食農教育的良好

場域，104年5月31日與嘉義市社區醫療發展協會於新民校區舉

辦一場別開生面的「健康好食在分享會」，嘉義市長涂醒哲、小

農與社區夥伴均熱情與會共襄盛舉。 
(五)行政 

1.配合業務需要，辦理院、系（所）務會議暨各項委員會議。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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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辦理專、兼任教師聘任及升等作業。 
4.擔任本校各項會議代表及各項委員會委員。 
5.辦理管理學院及各系（所）各項招生考試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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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推動管理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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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製作新生入學手冊，俾使學生瞭解相關權利、義務事項。 
8.推動提升服務品質、開源節流、保護智慧財產權等相關計畫。 
9.配合本校各單位及管理學院各系（所）相關行政業務之推動。 

 
五、年度創新業務與成果 
(一)生物管理事業學系為考量兼顧學生在學期間，對產業界的實際了

解，及提升學生畢業後具有就業競爭力，規劃以生物事業管理學

系(DBBM)所屬的農企業中心進行產學合作計畫。透過系友會會友

自創公司為鏈結，進行「創意、創新、創業」之課程實習平台。

同時，也是畢業系友整合聯誼的平台，例如：2015年7月26日辦理

農管聯誼會。 
(二)行銷與運籌學系為強化大學部學生的專業課程訓練，以期培養學

術及實務經驗兼備的人才，特於103學年度第二學期開設有薪資制

的校外實習課程，學生於學期內前往指定企業實習修滿720小時即

可取得抵免三學分，提供實習的業者種類涵蓋零售業、食品製造

業、生技業、化妝品業及旅館業。台灣屈臣氏、全家超商、金龍

冠、兆品酒店、浩克生技及慶生堂等廠商皆對嘉大行銷與運籌系

學生的表現與學習態度讚譽有佳，另亦吸引其他企業（諸如承億

文創商旅）主動來電表示希望爭取加入該系的校外實習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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