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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理學院99學年度第7次主管會議紀錄 
壹、開會時間：100年2月9日（星期三）中午12時10分 
貳、開會地點：管理學院3樓會議室 
參、主 持 人：張院長有恆                                 紀錄：王詩怡 
肆、出席人員：潘副院長浙楠（溫敏杰老師代理）、王副院長明隆、工資管系謝

主任中奇、交管系蔡主任東峻（鄭永祥老師代理）、企管系方主

任世杰、會計系楊主任朝旭、統計系任主任眉眉、體健休所涂

所長國誠 
伍、列席人員：管理學院黃美甄小姐、邱郁婷小姐 
陸、確認上次會議紀錄：確認 
柒、主席報告： 

一、本院為籌備今年下半年AACSB認證之訪視作業，建請各系所彙

整傑出校友資料，並請於100年3月4日（五）前提交電子檔至院

彙整，檢附統計系範例供參。 

二、本院配合AACSB評鑑事宜，業已製作AACSB學生宣導手冊，擬

請各系所主管提供意見，俾憑辦理後續印製及發送資料，檢附

手冊內容供參。 

三、本院與交管系訂於3月5日下午1時20分舉辦「2011五都交通運輸

論壇－迎向人本運輸新世代」，歡迎各系所師生踴躍參加。 

四、工資管系與國企所大樓外牆剝落，營繕組已規劃發包施工，請

兩系所惠予配合。 

五、工資管系黃宇翔教授榮獲國科會管理學門傑出研究獎與本校特

聘教授，特予祝賀。 

 
捌、討論事項： 

 
提案單位：院秘書室 

提案一：本校與菲律賓De La Salle University商學院簽訂國際合作協定審議

案，請  討論。 

說  明： 

一、案由說明：本案係本院潘副院長協助接洽菲律賓De La Salle University
與本院簽訂國際合作契約，檢附合約草案。 

二、依據本院97學年第2次院務發展會議提案三附帶決議：「為縮短簽約

時程，未來國際合作簽約案由院主管會議審議後，提院務會議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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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擬確定該校世界排名後，再行提會審議。 

 
 

提案單位：院秘書室 

提案二：本院100年度大學部暨研究所教學經費分配案，請討論。 

說  明： 

一、依據本校會計室100年2月15日（100）會通字第006號函辦理。 

二、案由說明：本年度經費本院共獲新台幣564.4萬元，目前依據96年度

計算方式之經費分配，檢附100年度教學經費計算表供參。 

三、本案審議通過後，請各系所於本（100）年2月23日（星期三）中午

前填妥經費分配表之用途分析欄後送管院彙辦。  

決  議： 

一、本院100年度大學部暨研究所教學經費分配如下：         

系所 金額 

工資管系 1,137,000 

交管系 1,095,029 

企管系 882,463 

會計系 769,372 

統計系 772,851 

國經所 339,009 

體健休所 309,637 

管理學院 338,639 

      二、請各系所依限提送經費分配表至院彙辦。 
 

 

提案單位：院秘書室 

提案三：本院100年度圖書儀器設備費分配暨院長統籌款申請計畫審查案，請  
討論。 

說  明： 

一、依據本校教務處99年12月27日(99)學服字第990359號函辦理。 

二、案由說明：本年度經費本院共獲新台幣1,275萬元（本校分配權重依

教師人數佔30％、學生人數佔70％計算），檢附100年度圖儀費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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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供參，另本院圖儀費依本校規定分配為下列項目，茲分項說明分

配原則： 

    （一）各系所分配經費(80％)：依各系所教師人數佔30％、學生人數

佔70％權重分配，共新台幣1019.9萬元。 

    （二）院長統籌款(20％)：主要分為五大原則（各系所新進教師人數、

任「亞太管理評論」編輯、擔任本院圖儀委員、代表院參加

高中宣導、研究優良獎勵金、各系所專案計畫補助申請）分

配，新台幣255萬元，檢附計算明細表供參。 

三、本年度院長統籌款提供各系所教師專案計畫申請經費共新台幣134萬
元，各系所共提出17項申請計畫，檢附申請計畫彙整表供參，茲簡

述各計畫項目及金額如下表： 

項次 系所 主持人 項目 申請金額 
(單位：萬元) 

頁碼 

1 工資管系 張裕清 品質工程與品質管理精進計畫 46 第 31至 35頁

2 
工資管系 
體健休所 

林明毅 
邱宏達 

空服人員客艙作業人因評估與改善

跑步機上跑走之下肢運動模式建立
120 第 36至 41頁

3 交管系 李威勳 NFC 智慧卡片整合與防偽機制研發 12 第 42 頁 

4 會計系 林松宏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之應用及研究 10 第 43至 45頁

5 會計系 楊朝旭 「財會創新中心」軟體補強計劃 60 第 46至 48頁

6 會計系 王明隆 
顏盟峯 

企業社會倫理及企業社會責任資料

庫採購計劃 20 第 49 頁 

7 統計系 溫敏杰 統計教學改進研究計畫 95 第 50至 52頁

8 統計系 鄭順林 統計系資料採礦研究與教學提升方

案-龐大資料集之計算設備擴充 59.5 第 53至 56頁

9 體健休所 周學雯 結構方程統計分析 8.4 第 57至 59頁

10 體健休所 徐珊惠 新興媒體中的女性運動員身體/性別

形象之再現與傳播 17.5095 第 60至 64頁

11 國經所 林豪傑 
執行長與高階經營團隊之程序動態

及其決策與競爭意涵：檢視高階經營

團隊報酬的干擾效果 
9 第 65 頁 

12 國經所 鄭至甫 多評凖決策研究基礎圖書建置計畫 4 第 66至 6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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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國經所 楊曉瑩 上市公司情緒指標之研究 4 第 68 頁 

14 國經所 陳正忠 資訊確認課程學習成效之跨國研究 9 第 69 頁 

15 國經所 王鈿 Marketing-Finance Interface:Evidence 
from Multidisciplinary Research 9 第 70至 71頁

16 國經所 陳永信 高科技產品行銷之品牌形象效應 9 第 72 頁 

17 國經所 林豪傑 
(統合) 博士班學生研究論文之撰寫 14 第 73至 74頁

 
決  議： 

一、 本年度院長統籌款補助各系所教師專案計畫申請如下： 
項

次 系所 主持人 項目 補助金額 
(單位：萬元)

1 工資管系 張裕清 品質工程與品質管理精進計畫 20 

2 
工資管系

體健休所

林明毅 
邱宏達 

空服人員客艙作業人因評估與改善 
跑步機上跑走之下肢運動模式建立 

35 
(撥入工資管系)

3 交管系 李威勳 NFC 智慧卡片整合與防偽機制研發 10 

4 會計系 林松宏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之應用及研究 

5 會計系 楊朝旭 「財會創新中心」軟體補強計劃 

6 會計系 王明隆 
顏盟峯 

企業社會倫理及企業社會責任資料

庫採購計劃 

25 

7 統計系 溫敏杰 統計教學改進研究計畫 20 

8 體健休所 周學雯 結構方程統計分析 

9 體健休所 徐珊惠 新興媒體中的女性運動員身體/性別

形象之再現與傳播 

5 

10 國經所 鄭至甫 多評凖決策研究基礎圖書建置計畫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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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國經所 林豪傑 
執行長與高階經營團隊之程序動態

及其決策與競爭意涵：檢視高階經

營團隊報酬的干擾效果 

12 國經所 林豪傑 
(統合) 博士班學生研究論文之撰寫 

10 

13 國經所 王鈿 
Marketing-Finance 

Interface:Evidence from 
Multidisciplinary Research 

5 

 

二、綜上，100年度各系所圖書儀器設備費分配金額如下： 

系所 金額 備註 

工資管系 267.5 萬元 含99年度新進教師未聘補助扣回10

萬元 

交管系 210.3 萬元  

企管系 235.8 萬元 含99年度新進教師未聘補助扣回10

萬元 

會計系 221.5 萬元  

統計系 174 萬元  

體健休所 59 萬元 含99年度新進教師未聘補助扣回10

萬元 

國經所 106.9 萬元  

 

 

提案單位：院秘書室 

提案四：本院98會計年度電費結餘分配及99會計年度電費分配案，請討論。 

   說  明： 

一、依據本校研發處99年8月30日研企(99)字第062號函暨100年1月25日
研（企）100字第007號函辦理。 

二、本院98會計年度電費配額4,067,312元，實際用電4,722,658元，論文

獎勵補助161,778.6元，並由校方補助50％不足，故本院電費結餘

-246,784元。依據95年11月10日本院95學年度第4次主管會議提案三

決議一：「94年度電費管院公共用電超支部分由院支付；超支系所

由有結餘系所比例支應。」，體健休所及國經所剩餘配額支援管院

用電，經計算如下表，管院除已撥付超支電費246,784元外，將再撥

付予系所剩餘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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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年度管理學院用電情形 

  總計 工資管 交管 企管 會計 統計 體健休所 國經所
管院公用電及

會議室等 

98 年實際

配額 4,067,312 813,567 664,053 914,242 621,759 453,068 225,184 375,439 0

98 年實際

收費用電 4,722,658 1,004,791 539,096 637,559 920,339 458,727 34,767 117,502 1,009,877

論文及技

轉金額 161,779 75,530 44,273 15,200 3,172 3,678 12,628 7,299 0

剩餘配額 -246,784 -57,847 84,615 145,941 -147,704 -990 101,522 132,618 -504,939 

結餘系所

比例分擔

超支系所

(註 2、註

3) 

0 57,847 -75,801 -130,740 147,704 990 -101,522 -132,618 234,140 

修正後 98
年剩餘配

額 
-246,784 0 8,813 15,201 0 0 0 0 -270,798 

備註：    
1.學校自 98 年度起不再給予電費超支學院補助 15 萬元補助     
2.結餘系所分擔超支系所之比例 -89.58%       
3.體健休所、國經所，該剩餘配額支援管院用電。      

三、本院99會計年度學校分配電費5,132,250元，並經研發處核算，各系

所配額分配如下表： 

99 年度管理學院電費分配情形 

系所 
配額 總計 工資管 交管 企管 會計 統計 國經所 體健休所

管院(含
EMBA、

AMBA) 

電費配額 5,132,250 1,113,595 634,498 786,903 942,819 518,936 188,097 91,530 855,871

備註： 經與研發處確認，自 99 年度開始電費配額依該處核算分配，各院不得調整。 

四、檢附「各院系所電費配額實施辦法」一份供參。 

決  議：照案通過。 
 

 

玖、臨時動議： 

拾、散會：下午14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