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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學院105學年度第1次課程委員會會議紀錄 
壹、開會時間：105年10月25日（星期二）中午12時10分 
貳、開會地點：管理學院3樓會議室 
參、主 持 人：林院長正章                       紀錄：郭美祺 
肆、出席人員：工資管系李昇暾主任、王逸琳委員、交管系廖俊雄主

任、張瀞之委員(請假)、企管系葉桂珍主任、張心馨

委員、會計系王澤世主任、楊朝旭委員(林軒竹老師

代)、統計系馬瀰嘉主任、張升懋委員(陳瑞彬老師代)、
國企所史習安所長、張紹基委員、國經所陳正忠所長、

張巍勳委員、體健休所林麗娟所長、邱宏達委員(周學

雯老師代)、長榮大學李元墩委員、工資管系吳泓寬委

員(大學部代表)、國企所楊喬誌委員(研究所代表)。 
伍、列席人員：EMBA蔡東峻執行長。 
陸、宣讀上次會議紀錄及議案執行情形報告：確認。 
柒、主席報告： 
通訊審查報告備查案： 
本會分別於105年4月27日至5月4日(附件A）、6月17日至22日(附件B）

辦理通訊審查，案由及審議結果說明如下： 
提案一                                     提案單位：管理學院 

案由：交管系、統計系英語授課時數加計案，請 審議。 
說明： 

一、 依教務處105年2月23日(105)教課字第17號函辦理。 
二、 依本校「教師授課鐘點原則及超授鐘點費、論文指導費計支要

點」第10點第1項第2款規定，非以英語為母語之專任老師開授

以英語授課之課程，經系/所、院課程委員會審核通過者，其

授課鐘點數乘以1.5倍計算，惟每一課程加計後累計鐘點數以

不超過3倍為限，且加計鐘點數以不列入教師最低授課時數計

算為原則。 
三、 交管系、統計系提出英語授課加計授課鐘點數計算之課程說明

如下： 
（一）交管系104學年度申請英語授課加計時數課程如下： 

1. 機場工程與管理，開課教師：戴佐敏副教授（第1學期）。 
2. 風險管理，開課教師：黃國平副教授（第1學期）。 
3. 電信經營與策略，開課教師：黃光渠助理教授（第1學期）。 
4. 通訊網路，開課教師：黃光渠助理教授（第1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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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航空運輸，開課教師：戴佐敏副教授（第2學期）。  
6. 民航法規，開課教師：黃光渠助理教授（第2學期）。 
7. 網路安全，開課教師：黃光渠助理教授（第2學期）。 
8. 案經該系暨電管所105年4月22日至25日E-mail書面審查

通，檢附會議紀錄及採英語授課加計時數清冊供參（參閱

附件1-3頁）。 
（二）統計系104學年度第1學期申請英語授課加計時數課程如

下：： 
1. 企業決策方法，開課教師：潘浙楠教授。 
2. 隨機過程，開課教師：張欣民助理教授。 
3. 案經統計系104年4月16日103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課程委

員會暨AACSB課程改善會議審議通過，檢附會議紀錄及採

英語授課加計時數清冊供參（參閱附件4-5頁）。 
四、 依本院103年10月22日103學年度第1次課程委員會會議提案四

決議二：各系所如有英語授課課程擬加計鐘點數計算者，請循

行政程序經系所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後，送院彙整提會審議或

辦理書面審查通訊議決。 
五、 依本院105年4月20日104學年度第3次課程委員會會議提案四

決議一：本院英語授課時數加計以一般課程為限，通識教育課

程不予納入；在職專班英語授課時數之加計，由專班自行決定。 
六、通訊審議結果：依電子郵件回覆統計投票結果如下： 

案 由 
應投票 
人數 

投 票
人 數 

未投票
人數 同 意 不同意 廢票 投票結果 

交管系、統計系英
語授課時數加計案 21 18 3 17 0 1 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管理學院 

案由：統計系大學部必修課程時段調整案，請 審議。 
說明： 

一、統計系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擬調整大學部必修課程上課時段，

一年級經濟學一由週四 7 至 9 節調整為同日第 5 至 7 節上課，

二年會計學一由週四 7 至 9 節調整至週一第 7 至 9 節上課，詳

如必修時段排課時間表（如附件）。 
二、案經該系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課程委員會暨 AACSB 課

程改善會議審議通過。 
三、檢附會議紀錄、必修課程排課時段表供參（如附件）。 
四、通訊審議結果：依電子郵件回覆統計投票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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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應投票 
人數 

投 票
人 數 

未投票
人數 同 意 不同意 廢票 投票結果 

統計系大學部必修
課程時段調整案 21 15 6 15 0 0 通過 

決議：確認備查。 

捌、討論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管理學院 

案由：EMBA修訂基礎課程名稱、會計系調整大學部必修課程時段及

修訂必修課程案，請 審議。 
說明： 

一、 依本校開課、排課規定第2點第3項規定，必修課程或畢業學分

數若有異動，須經校、院、系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 
二、 EMBA基礎課程「管理會計」名稱修訂為「財務會計」。檢附

課程規劃表及會議紀錄供參（附件1，第1-2頁）。 
三、 會計系因開課需要，調整大學部必修課程時段及調整碩士班課

程，說明如下： 
（一）因劉裕宏老師 105 學年第 1 學期休假研究，原訂大一必修

「計算機概論」，配合調整至第 2學期開課，106學年度再

恢復原排定學期開課。案經該系 105 年 6 月 30 日 104 學年

度第 2 學期第 2 次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檢附必修時段排

課表及會議紀錄供參（附件 1，第 3-8 頁）。 
（二）會計系考量研究所課程多樣性，將碩士班「時間序列」課

程調整為選修；財金所必修課程「時間序列」則改為選修，

並增列「固定收益型證券」課程為必修課程。另配合實際

授課需要，修訂選修課程「金融機構風險管理」名稱為「金

融機構管理」。檢附必修課程修訂表及會議紀錄供參（附件

1，第 9-18 頁）。 
擬辦：如審議通過，送教務處辦理後續事宜。 
決議：照案通過。 

附帶決議：為維護課程安排一貫性，各系所「必修課程」授課教師若

申請休假研究，請安排其他適當師資開課，不宜調整開課學

期。 

提案二                                     提案單位：管理學院 

案由：會計系雙主修及輔系作業辦法修訂案，請審議。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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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會計系依科目名稱及實際學分數調整雙主修/輔系作業辦法、

學分數及課程表，輔系必修由6學分改為8學分；另修訂雙主修

現行必(選)修「會計資訊系統」名稱為「企業資源規劃與資料

探勘」，修訂輔系現行必(選)修「會計資訊系統」名稱「企業

資源規劃與資料探勘」。 
二、 檢附會計系雙主修及輔系應修學分數及課程表、雙主修作業辦

法、輔系作業辦法、課程委員會議紀錄供參（附件2，第19-23
頁）。 

擬辦：如審議通過，送教務處辦理後續事宜。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管理學院 

案由：各系所105學年度選修課程新增、調整案，請 備查。 
說明： 

一、 依本校開課、排課規定第2點第3項規定，新增設之選修課程須

依規定經系、院課程委員會核准。 
二、 另依本院97年2月27日96學年度第3次課程委員會議臨時動議

決議，「針對未來各系所課程修訂審核程序，選修科目修正部

分授權院長核章送校」。 
二、105 學年度管院及各系所選修課程新增、調整案說明如下： 

（一）管理學院/EMBA： 
1. EMBA 新增碩專班選修課程「財務與會計專題」，3 學

分；管理學院新增碩士班選修課程「跨國管理實務融

合(一）」，3 學分，英語授課，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開

設。 
2.檢附選修課程修訂（新增）表、課程大綱及會議紀錄

供參（附件 3，第 24-33 頁）。 
（二）工資管系： 

1.新增碩博合開選修課程「動態規劃」，3 學分；大學部

選修課程「領導學概論」，3 學分，105 學年度第 1 學

期開設。 
2.檢附選修課程修訂（新增）表、課程大綱及會議紀錄

供參（附件 3，第 34-41 頁）。 
（三）交管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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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增碩博合開選修課程「航空運輸專論」，3學分，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開設；新增大學部選修課程「運轉理

論」，3 學分，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開設。 
2.檢附選修課程修訂（新增）表、課程大綱及會議紀錄

供參（附件 3，第 42-55 頁）。 
（四）企管系： 

1. 新增大學部選修課程「科技管理」，3 學分；碩士班選

修課程「金融市場技術分析」，3 學分；碩博合開選修

課程「全球運籌管理專題」，3 學分；碩士在職專班課

程「品牌管理」，3 學分；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開設。 
2.檢附選修課程修訂（新增）表、課程大綱及會議紀錄

供參（附件 3，第 56-65 頁）。 
（五）會計系： 

1. 新增大學部選修課程「策略性投資」，3 學分；碩士班

選修課程「期貨與選擇權理論與實務」，3 學分，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開設。 

2.檢附選修課程修訂（新增）表、課程大綱及會議紀錄

供參（附件 3，第 66-75 頁）。 
（六）國企所： 

1.新增碩士班選修課程「人力資源管理」，3 學分；碩博

合開選修課程「跨國企業研究」、「聯盟與併購」，各 3
學分，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開設。 

2.檢附選修課程修訂（新增）表、課程大綱及會議紀錄

供參（附件 3，第 76-93 頁）。 
（七）體健休所： 

1.新增碩士班運動科技產業領域專業選修課程「運動產

業實務專題討論」，2學分，104學年度第 2學期開設。 
2.檢附選修課程修訂（新增）表、課程大綱及會議紀錄

供參（附件 3，第 94-99 頁）。 
(八）統計系： 

1.新增碩士班碩博合開選修課程「社會與資訊網路分析」，

3學分，105學年度第 2學期開設。 
2.檢附選修課程修訂（新增）表、課程大綱及會議紀錄

供參（附件 3，第 100-104 頁）。 
擬辦：擬請同意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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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同意備查。 

提案四                               提案單位：管理學院 

案由：會計系申請業界專家參與課程教學補助案，請 審議。 
說明： 

一、 依教務處105年9月26日（104）教課字第78號函辦理。 
二、 前揭來函略以，為推動本校教學與產業無縫接軌，達到學用

合一，請鼓勵所屬教師引進業界專家參與課程教學。聘請業

界專家之鐘點費及交通費可向校方申請補助，鐘點費每堂課

最高1600元，參與教學週數以不超過9週為原則，大三、大

四必修且與業界實務銜接之課程為優先補助對象。惟獲本項

補助之課程，經費不足部分不得再由頂尖計畫相關經費核

銷。 
三、 各系所申請業界專家參與課程教學案，前經103年4月10日

102學年度第3次課程委員會提案五決議：「業界專家參與課

程教學之精神，在課程內涵須能讓學生了解產業現況，並讓

學生獲得實習或就業面試機會。」 
四、 本學期會計系徐立群教授提出業界專家參與教學課程補助

申請，申請補助課程為「電腦審計與安全」，研究所 1 年級

3 學分必修課程，2 位業界專家參與教學週數各 4 週。案經

會計系暨財金所 105 年 10 月 7 日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檢附課程經費補助申請資料及會議

紀錄（附件 4，第 105-110 頁）供參。 
擬辦：如審議通過送教務處辦理後續事宜。 
決議：照案通過，送教務處辦理後續事宜。 

提案五                                      提案單位：管理學院 

案由：各系所英語授課鐘點數加計申請案，請 審議。 
說明： 

一、依本校「教師授課鐘點原則及超授鐘點費、論文指導費計支

要點」第十點規定辦理。 
二、依前項規定，非以英語為母語之專任老師開授全英語課程，

經系/所、院課程委員會審核通過者，其授課鐘點數乘以1.5倍
計算，惟每一課程加計後累計之鐘點數以不超過3倍為限，且

加計之鐘點數以不列入教師最低授課時數計算為原則。 
三、各系所提出英語授課加計授課鐘點數之課程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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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交管系：  

1.105學年度第1學期英語授課加計鐘點數課程：戴佐敏老師

「機隊規劃」課程，黃光渠老師「電信經營與管理」、「通

訊網路」課程，沈宗緯老師「全球運籌管理」課程。 

2.檢附交管系會議紀錄及同意採英語授課加計時數清冊供

參（附件5，第111-112頁）。 
（二）企管系： 

1.105學年度第1學期英語授課加計鐘點數課程：賴孟寬老師

「行銷管理」課程，葉桂珍老師「統計學(一）」、「營運管

理」課程，康信鴻老師「計量經濟學」課程。 

2.檢附企管系會議紀錄及同意採英語授課加計時數清冊供

參（附件5，第113-114頁）。 
（三）會計系： 

1.105學年度第1學期英語授課加計鐘點數課程：徐立群老師

「資料探勘與大數據」課程，黃炳勳老師「投資學理論」、

「投資理論」課程，黃華瑋老師「整合報導」課程，梁少

懷老師「公司理財」課程，王澤世老師「固定收益型證券」

課程，許育綝老師「會計及財務專題討論」課程。 

2.檢附會計系會議紀錄及同意採英語授課加計時數清冊供

參（附件5，第115-116頁）。 

（四）統計系： 

1.105學年度第1學期英語授課加計鐘點數課程：潘浙楠老師

「企業決策方法」課程，張欣民老師「隨機過程」課程。 

2.檢附統計系會議紀錄及同意採英語授課加計時數清冊供

參（附件5，第117-118頁）。 

（五）國企所： 

1.105學年度第1學期英語授課加計鐘點數課程：張紹基老

師「國際財務管理」課程，江明憲老師「國際企業研究

方法」課程、「財務實證專題討論」課程，曾瓊慧老師「國

際企業管理」課程。 

2.檢附國企所會議紀錄及同意採英語授課加計時數清冊供

參（附件5，第119-120頁）。 

（六）體健休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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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05學年度第1學期英語授課加計鐘點數課程：鄭匡佑老

師「應用數學與程式設計概論」課程，課程開課單位為

體育室。 
2. 檢附體健休所會議紀錄及同意採英語授課加計時數清冊

供參（附件5，第121-123頁）。 
（七）管理學院：林軒竹老師「跨國管理實務融合(一）」課程。

檢附英語授課加計時時數清冊供參（附件5，第124頁）。 
四、依本院105年4月20日104學年度第3次課程委員會會議提案四

決議一：本院英語授課時數加計以一般課程為限，通識教育

課程不予納入；在職專班英語授課時數之加計，由專班自行

決定。 
五、體健休所提送之英語授課加計鐘點數課程開課單位為體育

室，該英語課程時數加計應由本會審議或由體育室提送教務

處審議，請討論。 
擬辦：依審議結果辦理後續事宜。 
決議：照案通過，送教務處辦理後續事宜。 

玖、臨時動議：無。 
拾、散會：105年10月25日（星期二）下午13時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