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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管理學院 

106 學年度第 1 次課程委員會紀錄   

時    間：106 年 11月 08 日（星期三）中午 12 時 10 分 

地    點：經世館 2 樓 208 會議室 

主 持 人：葉院長凱莉 

出席人員：詳簽到表              記錄：黃敏翠 

壹、報告事項 

報告事項(一) 

案由：企管系提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全英語授課實施情形，報請公鑒。 

說明： 

一、本案於 106 年 10 月 24 日企管系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課程委員會議

報告通過。 

二、企管系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共 5 門課申請全英語授課課程。 

班級 科目名稱 修別/學分/學時 授課教師 

企管二 財務管理 必修/3/3 林哲鵬 

企管四 創新管理 選修/3/3 張世其 

企管行銷碩一 生產力與效率 選修/3/3 黃明祥 

企管碩一 質性研究方法 選修/3/3 王慕容 

企管碩一 商業簡報技巧 選修/3/3 王慕容 

附件:林哲鵬、張世其、黃明祥、王慕容等老師全英語授課實施情形 

決定：備查。  

 

報告事項(二) 

案由:會計系提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全英語授課實施情形，報請公鑑。 

說明: 

一、 本案於 106 年 6 月 21 日會計系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4 次課程委 

員會議討論通過。 

  二、會計系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共 3 門課申請全英語授課課程。 

班級 科目名稱 修別/學分/學時 授課教師 

會二乙 財務管理 必修/3/3 湯玉珍 

會一甲、一乙 經濟學(二) 必修/3/3 薛明賢 

會一甲 商用數學 必修/3/3 薛明賢 

附件:湯玉珍、薛明賢等老師全英語授課實施情形 

決定：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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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討論事項： 

   討論事項（一） 

案由：企管系提 107 學年度碩士班課程架構，提請討論。 

說明： 

     一、本案於 106 年 10 月 24 日企管系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課程會議討論

通過。 

附件：107 學年度企管系碩士班、行銷碩士班課程架構、課程架構更改異動表。 

決議：照案通過。 

 

 

討論事項（二） 

案由：會計系提 107 學年度碩士班課程架構，提請討論。 

    說明：本案於 106 年 9 月 27 日會計系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課程會議討論通

過。 

    附件：107 學年度會計系碩士班課程架構，課程架構更改異動表 

    決議：照案通過。 

 

 

 

討論事項(三) 

案由：資管系提大學部新增科目，提請討論。 

說明: 

一、本案於 106 年 11 月 2 日資管系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課程會議討論通

過。 

二、新增選修科目:經典文學與領導，二下，3 學分 3 學時 

         ，追溯適用 103 學年度起入學之學生。  

三、建議新增選修科目:人工智慧&大數據在管理上之應用，名稱修改為人工智

慧與大數據在管理上之應用或人工智慧與大數據之管理應用，二上，3 學分

3 學時，追溯適用 103 學年度起入學之學生。   

決議：「人工智慧&大數據在管理上之應用」修正為「人工智慧與大數據之管理應

用」，餘照案通過。 

 

 

   討論事項（四） 

案由：企管系提大學部新增科目，提請討論。 

說明: 

一、本案於 106 年 11 月 7 日企管系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課程會議討論通

過。 

二、大學部課架新增「高齡社會之長照產業」，三下，選修 3 學分 3 學時，追溯

適用 103 學年度起入學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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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增選修科目:經典文學與領導，二下，3 學分 3 學時 

         ，追溯適用 103 學年度起入學之學生。  

四、新增選修科目:人工智慧&大數據在管理上之應用，二上，3 學分 3 學時，追

溯適用 103 學年度起入學之學生。 

  五、行銷碩士班增設組選修「文化創意產業」，一下，選修 3 學分 3 學時，適用

105~106 學年度入學學生。 

決議:「人工智慧&大數據在管理上之應用」修正為「人工智慧與大數據之管理應

用」，餘照案通過。 

 

     

討論事項(五) 

案由：會計系提大學部新增科目，提請討論。 

說明: 

一、本案於 106 年 11 月 1 日會計系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課程會議討論通

過。 

     二、新增選修科目:經典文學與領導，二下，3 學分 3 學時 

        ，追溯適用 103 學年度起入學之學生。  

三、新增選修科目:人工智慧&大數據在管理上之應用，二上，3 學分 3 學時，追

溯適用 103 學年度起入學之學生。   

決議：「人工智慧&大數據在管理上之應用」修正為「人工智慧與大數據之管理應

用」，餘照案通過。 

 

 

   討論事項（六） 

案由：企管系提 106學年度第 1學期申請全英語授課獎勵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本案於 106年 10月 24日企管系 106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課程會議討論

通過。 

二、 服務業行銷、研究寫作兩門課乃配合國際處交換生選課需求，可列為全英

授課獎勵。 

三、企管系 106學年度第 1學期共 2門課程申請全英語授課獎勵 

班級 科目名稱 修別/學分/學時 授課教師 

企管碩一 服務業行銷 選修/3/3 王慕容 

企管碩一 研究寫作 選修/3/3 王慕容 
附件：王慕容老師全英語授課大綱。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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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七） 

案  由：會計系湯玉珍老師、薛明賢老師於106 學年度第1 學期申請全英語授課

之授課大綱，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本案於106年6月21日會計系105學年度第2學期第4次課程委員會議討論

通過。 

二、財務管理及商用數學屬於全英語商管學分學程課程架構中科目，可列為

申請全英語授課獎勵。 

三、會計系於106年11月1日106學年度第1學期第3次課程委員會議，補提薛

明賢老師申請106學年度第1學期申請全英語授課，科目名稱:經濟學

(一)，因配合國際處交換生上課需求，可列為申請全英授課獎勵。 

四、會計系106學年度第1學期共3門課程申請全英語授課獎勵 

班級 科目名稱 修別/學分/學時 授課教師 

會二甲 財務管理 必修/3/3 湯玉珍 

會一甲、一乙 經濟學(一) 必修/3/3 薛明賢 

會一乙 商用數學 必修/3/3 薛明賢 
附件: 湯玉珍老師、薛明賢老師全英語授課大綱。 

決議: 照案通過，經常性開課的科目補編列在全英語商管學分學程課程架構中。 

 

 

討論事項（八） 

案由:會計系提 106學年度第 1學期兼任教師宋岫書老師課程教師異動案，提請討

論。 

說明: 

一、本案於 106年 11月 1日會計系 106學年度第 1學期第 3次課程委員會議討

論通過。 

   二、宋岫書老師為會計系 106學年度新聘任的兼任教師，排 106學年度第 1學期

課程時，學校聘任教師三級三審的作業流程尚未完成，原定由薛明賢老師及

宋岫書老師合開「會三乙：證券市場與投資，選修，3學分 3學時」，授課時

數先全部設定在薛明賢老師項下。專、兼任教師(超支)鐘點費核計作業，審

閱結果更正為薛明賢老師該科授課時數為 2.5小時、宋岫書老師為 0.5小時。 

決議: 照案通過。 

 

 

參、臨時動議： 

    彭紹與委員: 

學生創業、就業之專業倫理養成非常重要，創新與創業能力必須掌握未來的就業

趨勢發展，近年全球企業併購風氣盛行，使得產值等比級數成長，且創業公司目



 5 

標制定良善，有助於提升公司有無形資產價值。建議管院可以增設相關併購課程

或學程。 

    羅珮瑄委員: 

一、國際化使學生在職場上較具有競爭能力，學生應加強外語能力。 

二、企管系新增「高齡社會之長照產業」，就目前之調查了解學生踏入長照職場

意願較低。 

 

肆、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