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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虎尾科技大學管理學院 108 學年度第 4 次院課程委員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09 年 05 月 28 日 12 時 10 分         

開會地點：文理暨管理大樓六樓管院會議室 

壹、主席報告：  

貳、業務單位報告： 

一、 工管系、資管系、企管系 109 學年度教學大網審查業經各該系課程會

議審議通過，如現場傳閱資料。 

二、 財金系 109 學年度各學制課程科目表業於 108 年 12 月 09 日第二次院

課程會議審議通過，並經 108 年 12 月 24 日 108 學年度第 2 次教務會

議審議通過。 

參、提案討論： 

提案一、新訂「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管理學院數位科技應用微學程設置細則」（草

案如附件 1），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管理學院 

說明： 
1. 依 109 年 5 月 12 日本校教務處「深耕計畫目標一項目 1-5 學生運算思維與程式

設計能力提升第二期規劃討論會議」之決議辦理，檢附教務處會議紀錄如附件

2，紀錄建議各院「數位科技微學程」由各院訂定明確主軸及學程名稱，並規

劃基礎、核心、進階等三個階段連貫性整體課程。 
2. 依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學程設置要點辦理（如附件 3）。 
3. 該學程設置細則經本院課程會議審議後，送院務會議、教務會議續審。 
4. 本學程擬於 109 學年度起實施。 
決議：學程課程內容調整後，再 E-MAIL 予各委員確認，修訂後通過。 

 

提案二、有關 109學年度第 1學期全英授課新開課程乙案，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工管系、財金系 

說明：本次共 2門新申請案，如下: 

系所 開課教師 課程名稱 開課班級 
申請表暨 

課程大綱 
會議紀錄 

工管系 李英聯 
資料探勘 

(Data Mining) 
碩士班二年級 附件 4 附件 5 

財金系 
新聘 

專任教師 

財務報表分析 

（Financial statements 

Analysis） 

碩士班一年級 附件 6 附件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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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109學年度第 1學期遠距教學申請案，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資管系、財金系 

說明：本次共計5門申請課程如下表，首開課程須經系、院、校三級課程委員會及

教務會議通過，續開課程須經系、院二級課程委員會及教務會議通過。 
編

號 
系所 教師 課程名稱 課程學制 首開/

續開 
附件 會議 

紀錄 
1 資管系 胡念祖 大數據彙整與建模 碩士班 首開 附件8 

附件11 
2 資管系 吳純慧 量化研究與統計分析 碩士在職專班 續開 附件9 
3 資管系 蔡鴻旭 無線感測網路技術與

應用 
學士班 續開 附件10 

4 財金系 李竹芬 保險理論與實務專題 碩士班 續開 附件12 如前 
附件7 

5 財金系 張麗娟 電子金融與商務專題 碩士班 續開 附件13 附件14 
決議： 
1. 日後申請遠距案者，續開課程請附上前次之教學評量與成果。 

2. 本案照案通過。 

 

提案四、工管系 109學年度各學制課程科目表，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工管系 

說明： 

1. 業經該系 109 年 05 月 26 日系課程會議審議通過如附件 15，各學制課程科目表

詳如附件 16。 
2. 工管系 109 學年度各學制課程科目表無調整。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資管系 109學年度各學制課程科目表，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資管系 

說明： 

1. 業經該系 109 年 04 月 30 日系課程會議審議通過如前附件 11，各學制課程科目

表詳如附件 17。 
2. 資管系 109 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課程規劃異動說明如下表，其餘學制無調整： 
 

資管系碩士在職專班 

修改前 修改後 備註 

科目名稱 學

分 

時

數 

修課學

期 

科目名稱 學

分 

時

數 

修課學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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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學習內

容分析與設

計 

3 3 一上 數位學習內

容分析與設

計 

2 2 一下 一上移

至一下 

    進階程式設

計 

3 3 一上 一上新

增 

數位學習導

論 

3 3 一上 數位學習應

用 

3 3 一上 一上更

名 

資料探勘 3 3 二上 資料探勘 3 3 一下 二上移

至一下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六、企管系 109學年度日四技課程科目表，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企管系 

說明： 

1. 該系 109 學年度各學制課程科目表已於 109 年 03 月 17 日第三次院課程會議審

議通過，並經 109 年 3 月 24 日 108 學年度第 3 次教務會議審議通過。 
2. 該系再次修訂 109 學年度日間部四技課程規劃，異動說明如下表，日間部四技

科目表詳如附件 18，其餘學制無再調整，本案業經該系 109 年 05 月 27 日系課

程會議審議通過如附件 19： 
日間部四技 

修改前 修改後 備註 

科目名稱 學

分 

時

數 

修課學

期 

科目名稱 學

分 

時

數 

修課學

期 

    民法概要 2 2 一下 新增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七、企業管理系系所教育目標及核心能力修訂，提請審議。 

說明： 

1. 該系已於 109 年 05 月 27 日系課程委員會及系務會議通過，會議紀錄如前附件

19。 
2. 原教育目標 

（1）. 傳授本職學能 

（2）. 培養獨立思考與組織分析能力 

（3）. 理論與實務相結合 

（4）. 培養執行能力 

（5）. 擴大學生視野及國際宏觀能力 

 

3. 原核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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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專業企劃撰寫及執行能力 

（2）. 基本六管本職學能與相關管理能力 

（3）. 強化企業倫理與執行團隊合作能力 

（4）. 創意創新創業能力 

（5）. 邏輯思考、問題分析與解決能力 

（6）. 擴大學生視野與國際宏觀能力 

（7）. 了解企業實務與產業動態能力 

4. 學院使命：培育具備溝通協調與解決實務問題能力之地區性產業所需專業管理

人才 

學院學習目標 Learning Goals 

LG1. 專業能力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1-1資訊技術能力 

1-2專業知識能力 

LG2. 問題解決能力 Problem Solving Ability 

2-1實務應用 Practical Application 

LG3. 溝通能力 Communication Capability 

3-1溝通技巧(碩士：溝通協調)  

3-2團隊合作能力 

LG4. 專業倫理 Professional Ethics 

4-1專業倫理 

5. 修訂後之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草案） 

109年 05 月 28 日 108 學年度第 4次院課程修訂（草案） 

109年 06 月 00 日 108 學年度第 00次教務會議修訂（草案） 

學制 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 

大學部 

1.培養具備基礎企業管理知識與技能之人才 

1-1資訊技術應用能力 

1-2基礎專業知識能力 

2.培養具備問題解決能力人才 

2-1實務應用能力 

3.培養具備溝通合作能力人才 

3-1溝通能力 

3-2團隊合作能力 

4.培養具備專業倫理人才 

4-1 專業倫理能力 

碩士班 

1.培養具備企業管理知識與技能之中高階人才 

1-1資訊技術應用能力 

1-2專業知識能力 

2.培養具備獨立研究與問題解決能力之中高階人才 

2-1問題研究與分析能力 

2-2實務問題解決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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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培養具備溝通合作能力中高階人才 

3-1溝通協調能力 

3-2團隊合作能力 

4.培養具備專業倫理中高階人才 

4-1專業倫理能力 

6. 檢附校院系之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指標如附件 20。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八、108學年度第 2學期學生核心能力與課程對應比重，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企管系 

說明： 

1. 該系已於 109 年 05 月 27 日系課程委員會及系務會議通過，會議紀錄如前附件

19。 
2. 學生核心能力與課程對應比重，如附件 21。 

決議：部分課程與核心能力之關聯性全數為 0，請再確認，確認後送院核備。 
 

肆、臨時動議： 

伍、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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