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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葉大學管理學院第 26次課程委員會議(107.05.22)紀錄 

壹、 時間/地點：107年 05月 22日（星期二）13：20 ~14：20 / B208 

貳、與會人員 

主    席：陳玉芬院長 

出席委員：謝智玲所長、陳怡萍主任、吳為聖主任、曾耀煌主任、洪朝陽主任、 

楊秉森主任、劉文祺主任、蕭揚基委員、黃怡芬委員、楊豐兆委員、 

童惠玲委員、魏志雄委員、賴文魁委員、吳勝景委員、陳伊宸同學 

列    席：吳青瑜小姐、曾怡婷小姐 

請    假：陳家彬委員、陳錫堯委員、王朝弘委員、顏文佑同學 

記    錄：陳雅侖 

參、主席致詞：(略) 

肆、討論議題： 

案由一：管理學院 107學年度各學系大學部之學程規劃及推動作法，提請討論。 

說  明： 

1. 依本院第 3次以院為核心教學單位推動小組會議決議辦理，107學年度學程規

劃比照 106學年度學程規劃方式辦理，持續推動「金融科技」、「微型創業」、「跨

境電商」、「新媒體行銷與公關」四個跨領域專業學分學程。請各學系訂定 107

學年度學程及課程地圖，並提供 106與 107學年度學程調整差異說明與邏輯之

會議紀錄，供學院備查。 

2. 為配合以學院為教學單位試辦計畫之推動，落實學院資源整合作業及提高跨領

域學程選課對象更多元化之比率，院定必修之五門課：經濟學(一)、初級會計

(一)、統計學(一)、管理學、計算機概論及四個跨領域專業學分學程所規劃之

課程，調整由學院統一開課。 

(1) 107-1由學院統一開設四門大學部院定必修課，開課科目及時段如下： 

課程名稱 開課時段 課程名稱 開課時段 

經濟學(一) 星期一 234 計算機概論 星期四 234 

管理學 星期一 567 初級會計(一) 星期五 234 

(2) 107-1由學院統一於四個跨領域專業學分學程中各開三門選修課，開課科

目、年級及時段如下： 

領域 課程名稱 開課年級 開課時段 

金融科技 

金融科技應用 二 星期四 234 

程式交易 三 星期二 234 

APP程式設計與應用 三 星期二 789 

跨境電商 

跨境電子商務 二 星期四 234 

平面及動態影像處理 三 星期二 234 

大數據分析與應用 三 星期二 789 

微型創業 

中小企業管理實務 二 星期四 234 

創業管理 三 星期二 234 

微型創業專題實作 三 星期二 789 

新媒體行
銷與公關 

社群經營與行銷 二 星期四 234 

新媒體行銷企劃 三 星期二 234 

新媒體顧客關係管理 三 星期二 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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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為能有效整合各項作業，將學院統一開課的院必修 5門課及 4個跨領域學程，

分別成立「學習社群」，目的在配合趨勢，定期檢視課程規劃、統一教學方法(策

略)、教學內容、評量方式及配分權重等教學計畫，希望透過社群教師集思廣

益、改善教學現場，提高學生學習興趣與效果。 

4. 各學習社群成員彙整如附件 2，建議每一學習社群應於每學期召開三次(期初、

期中、期末)會議。 

決  議： 

1. 107學年度各學系大學部學程比照 106學年度學程規劃，並請於 107年 6月 1

日前，將 107學年度學程、課程地圖及會議紀錄(紙本+電子檔)送交管院。 

2. 院定必修的五門課，確定 107學年度開課時段、配班情形及授課老師如附件 1，

該課程皆統一由學院處理開課作業。107-1未開設計算機概論之學系有企管

系、人資公關系及財金系三系，其星期四 234時段可自行運用，或可輔導學生

選修跨領域專業學分學程所開的課程。 

3. 107-1跨領域專業學分學程之開課資訊修正如附件 1，該課程皆統一由學院處

理開課作業。 

4. 學習社群的組成目的在討論課綱的設定、交換教學方法及數位教材製作經驗分

享等。各學習社群之成員名單如附件 2，請學群召集人定期於每學期期初、期

中、期末召開學群會議，並請於會後，將會議紀錄繳交至管理學院備查。 

5. 107年 5月底之前，各學習社群應完成第一次(期中)會議的召開。管院共同必

修之五大學習社群將訂於 107年 5月 29日召開會議；跨領域學習社群自行規

劃開會時間，且開會時，得視需要邀請外界學者專家參與會議。 

 

案由二：管理學院 108學年度各學系大學部之學程規劃及推動作法，提請討論。 

說  明： 

1. 配合本校高教深耕計畫及學院為核心教學單位試辦計畫之推動，本院針對大學

部學程與學分數之分配，原訂自 108學年度起進行全面性且大幅度的調整，但

因考量各學系之特性及各系所基本教師數與全院師資質量之計算方式後，建議

本院 108學年度各學系大學部之學程調整方向如下： 

(1) 資管系、會資系及財金系：三系依系所專業規劃「專業選修學程」，以專

業證照推動為導向，並持續堆動「金融科技」、「微型創業」、「跨境電商」、

「新媒體行銷與公關」四個跨領域專業學分學程。 

(2) 企管系、國企系及人資公關系：三系改採以下模式進行，整合學系共同必

修課程，並將學系選修課程調整為跨域專業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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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案之議決將作為各學系大學部 108學年度學程規劃之依據，並將規劃結果(會

議紀錄)回覆 ACCSB追蹤與展延實地審查報告及同步提交下一次的學院課程

委員會備查。 

決  議：照案通過，並請各學系於 107年 6月 1日前，將 108學年度學程規劃架構及會

議紀錄(紙本+電子檔)送交管院。 

 

案由三：管理學院 107、108學年度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之學程規劃，提請討論。 

說  明： 

1. 107學年度學程規劃比照 106學年度學程規劃方式辦理。 

2. 107年 5月 15日經由院長與 ACCSB周執行長商議後，因考量系所招生競爭激

烈，故同意本院碩士班及碩專班 9門院定必修課程中之 3門課(管理經濟、管

理會計/財報分析、應用統計)可各調降 1學分，將畢業學分數由 42學分調整為

39學分。 

3. 請各系所依上述說明重新修正規劃 108學年度碩士班及碩專班學程，並將規劃

結果(含學程、課程地圖、會議紀錄)回覆 ACCSB追蹤與展延實地審查報告及

同步提交下一次的學院課程委員會備查。 

決  議： 

1. 各系所 107學年度學程規劃比照 106學年度學程規劃，並請於 107年 6月 1日

前，將 107學年度學程、課程地圖及會議紀錄(紙本+電子檔)送交管院。 

2. 108學年度除資管系及教研所外，其他系所碩士班及碩專班之「管理經濟」、「管

理會計/財報分析」、「應用統計」等 3門院定必修課程，以各調降 1學分的方

式規劃，並將規劃結果(含學程、課程地圖、會議紀錄)回覆 ACCSB追蹤與展

延實地審查報告及同步於 107年 6月 1日前將資料(紙本+電子檔)送交管院。 

伍、臨時動議：無 

陸、散會(1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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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學院 107學年度院共同必修課程配班情形與授課教師安排 

開課學期 課程名稱 班級組合 上課時間 授課教師 

107-1 經濟學(一) 

企管+國企+人資 

一 234 

陳美玲 

財金 賴奕豪 

會資+資管 (學程無經濟二) 賴文魁 

107-2 經濟學(二) 
企管+國企+人資 

一 234 
陳美玲 

財金 賴奕豪 

107-1 
初級會計

(一) 

企管+國企 

五 234 

楊靜芳 

人資+資管 (學程無會計二) 謝茵如 

財金 鄭孟玉 

會資 楊秉森 

107-2 
初級會計

(二) 

企管+國企 

五 234 

楊靜芳 

財金 鄭孟玉 

會資 楊秉森 

107-1 管理學 

企管+國企 

一 567 

曾清枝 

財金 吳勝景 

會資+資管+人資 童惠玲 

107-1 計算機概論 
會資+國企 

四 234 
莊宏富 

資管 楊豐兆 

107-2 計算機概論 
財金 

四 234 
待聘 

企管+人資 張芳凱 

 

管理學院跨領域專業學分學程-107-1開課資訊 

跨域模組 科目名稱 學分數 上課時間 授課教師 

金融科技 金融科技應用 3 四 234 陳玉芬、林福來 

金融科技 程式交易 3 二 234 賴奕豪、翁春風 

金融科技 APP程式設計與應用 3 二 789 常棕盛 

跨境電商 跨境電子商務 3 四 234 鄭孟玉 

跨境電商 平面及動態影像處理 3 二 234 兼-林孟儀(1)、洪榮澤(2) 

跨境電商 大數據分析與應用 3 二 789 吳勝景、張椿柏、林福來 

微型創業 創業管理 3 四 234 黃怡芬(1)、兼-施宗酉(2)  

微型創業 中小企業管理實務 3 二 234 林孟儀 

微型創業 微型創業專題實作 3 二 789 兼-陳怡君 

新媒體行銷公關 社群經營與行銷 3 四 234 王正慧 

新媒體行銷公關 新媒體行銷企劃 3 二 234 兼-廖凱弘 

新媒體行銷公關 新媒體顧客關係管理 3 二 789 兼-廖凱弘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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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學院各系所專任教師參與「學習社群」名單 

說明：為能有效整合教學資源，將調整學習社群組織，成立「管院共同必修學習社群」及「跨

領域專業學程學習社群」兩大類，請各學系協助調查所屬教師，依其意願、專長加入

各類之各科(域)學習社群中，彙整學群名單如下： 

一、 管院共同必修學習社群 

學習社群名稱 召集人 學群成員名單 

經濟學(含管理

經濟) 
賴奕豪 黃怡芬、賴文魁、劉文祺、林福來、吳勝景、陳美玲、林清同 

會計學(含管理

會計、財務報表

分析) 

楊秉森 
陳玉芬、楊靜芳、林筱鳳、謝茵如、劉文祺、鄭孟玉、張椿柏、

洪朝陽 

管理學(含個案

分析相關課程) 
童惠玲 

羅世輝、陳怡萍、曾耀煌、龐畯菱、鄭焜中、葉忠興、曾清枝、

李旭梅、張秋蘭、劉文祺、吳勝景、謝智玲、洪福源、邱紹一、

蕭揚基、林建信、楊豐華、魏志雄、吳為聖、包冬意 

統計學(含應用

統計) 
曾清枝 

童惠玲、劉文祺、林福來、張椿柏、吳勝景、洪福源、林建信、

林清同、李德治 

計算機概論 楊豐兆 莊宏富、楊豐兆、洪春男、常棕盛、張芳凱 

二、跨領域專業學程學習社群 

學習社群名稱 召集人 學群成員名單 

微型創業 黃怡芬 

陳玉芬、羅世輝、陳怡萍、曾清枝、龐畯菱、鄭焜中、

曾耀煌、李旭梅、謝智玲、洪福源、邱紹一、蕭揚基、

吳為聖 

金融科技 林福來 
陳玉芬、龐畯菱、劉文祺、賴奕豪、張椿柏、吳勝景、

李德治、楊豐兆、洪春男、常棕盛、張芳凱 

跨境電商 鄭孟玉 
龐畯菱、曾耀煌、李旭梅、洪朝陽、林建信、魏志雄、

劉文祺、張椿柏、吳勝景、吳為聖、楊豐兆、張芳凱 

新媒體行銷與公關 王正慧 龐畯菱、童惠玲、張秋蘭、楊豐華、楊豐兆 

 

附件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