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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虎尾科技大學管理學院一百學年度第三次院課程委員會會議記錄 
 

開會時間：101 年 03 月 07 日 12 時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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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討論： 

 

提案一、修訂 101 學年度四技課程標準，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資管系、財金系、企管系 

說明： 

1. 資管系日四技課程表以及夜四技課程表，經系課程委員會、系務會議審議通過，相關

資料如附件第1~2頁，修訂說明如下: 

有關日四技課程表(附件第3頁) 

(1) 擬配合商業智慧學程於科目表之系專業選修科目中二年級下學期新增一門「顧客

分析與市調」課程，為 3學分 3小時。 

(2) 擬於科目表之系專業選修科目中新增內容如下: 

A. 於三年級上學期新增一門「RFID 資訊系統」課程，為 3學分 3小時。 

B. 於三年級下學期新增各一門「供應鏈管理」、「RFID 網路及應用系統設計」課

程，皆為 3學分 3小時。 

C. 於四年級上學期新增一門「RFID 資訊平台實務專題」課程，為 3學分 3小時。 

D. 於四年級下學期新增一門「RFID 與電子商務安全」課程，為 3學分 3小時。 

有關夜四技課程表(附件第4~5頁) 

(1) 擬於科目表之系專業必修科目中將「經濟學(一)」課程時段改為一年級上學期開

課，並將「管理學」課程時程改為一年級下學期開課。 

(2) 擬於科目表之系專業選修科目中新增內容如下: 

A. 於一年級上學期新增一門「初級商用日文」課程，為 3學分 3小時； 

B. 於一年級下學期新增一門「物件導向系統分析」課程，為 3學分 3小時; 

C. 於二年級上學期新增各一門「進階程式設計」、「日文翻譯實務」課程，皆為

3學分 3小時; 

D. 於二年級下學期新增各一門「進階資料庫管理」、「網際網路資料庫」課程，

皆為 3學分 3小時; 

E. 於三年級下學期新增一門「商業智慧」課程，為 3學分 3小時; 

F. 於四年級上學期新增各一門「資訊安全導論」、「企業倫理」課程，皆為 3學

分 3小時; 

G. 於四年級下學期新增一門「手機應用程式開發」課程，為 3學分 3小時; 

H. 於四年級下學期「商用日文」課程，課程名稱修改為「商用日文會話」，為 3

學分 3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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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財金系日四技課程表以及夜四技課程表，經系課程委員會、系務會議審議通過，相關

資料如附件第6~8頁。 

有關日四技課程表(附件第10頁)，夜四技課程表(附件第11頁): 

(1) 資產證券化(選修)，改列於第三學年上學期 

(2) 租稅法規與規劃(選修)，改列於第三學年上學期 

(3) 財務報表分析與盈餘管理(選修)，改列於第三學年下學期 

(4) 管理會計學(選修)，改列於第三學年下學期 

(5) 計算機概論(必修)，改列於第一學年上學期 

 

3. 企管系日四技課程表，經系課程委員會、系務會議審議通過，相關資料如附件第12~15

頁: 

有關日四技課程表(附件第16頁): 

 

  原訂   擬修改 說明 

學期 課程名稱 選別 學分 時數   

二上 資料庫管理 選修 3學分 3小時 新增  

二上 薪酬制度與設計 選修 3學分 3小時 新增  

三上 
商業軟體應用(一) 選修 3學分 3小時 修改為『商業

軟體應用』 

 

三下 商業軟體應用(二) 選修 3學分 3小時 刪除  

三下 商務系統模擬 選修 3學分 3小時 新增  

三下 
服務業產品開發與管

理 

選修 3學分 3小時 修改為『新產

品開發與管

理』 

服務業與

創新管理

學程 

三下 供應鏈管理 選修 3學分 3小時 移至四上  

四下 服務品質管理 選修 3學分 3小時 新增  

四下 知識管理 選修 3學分 3小時 移至三下  

四下 資料探勘 選修 3學分 3小時 新增  BI學程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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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修訂 101 學年度碩士班課程規劃表，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工管所、財金系碩士班、企管系經管所 

說明： 

1. 工管所碩士班課程規劃表(附件第22頁)，經所課程委員會、所務會議審議通過，相關

資料如附件第20~23頁，調整處如下: 

原訂 擬修改 說明 

學期 課程名稱  

調整以符合實際

開課科目 

一上 田口式品質管理 刪除 

一上 品質工程 新增 

一上 全面品質管理 新增 

一上 應用統計學 新增 

一上 豐田式管理 改為『豐田式生產管理』 

一下 全面倫理管理 刪除 

一下 行銷管理 刪除 

一下 企業倫理 新增 

一下 企業經營管理實務 新增 

一下 生產管理與實務 新增 

一下 決策分析 新增 

二上 創業管理 新增 

二上 最佳化理論 改為『最佳化導論』 

二下 顧客關係管理 新增 

二下 模糊理論 改為『模糊理論與應用』 

 

2. 財金系碩士班課程規劃表(附件第9頁)，經系課程委員會、系務會議審議通過，調整處

如下所示: 

(1) 財務報表分析(選修)，列於第一學年上學期。 

(2) 不動產投資專題(選修)，列於第一學年下學期。 

 

3. 企管系經管所碩士班課程規劃表(附件第17頁)，經所課程委員會、所務會議審議通過，

修正處如下所示: 

  原訂   
擬修改 

學期 課程名稱 選別 學分 時數 

一上 服務科學 選修 3學分 3小時 新增 

一上 遊憩區規劃與管理 選修 3學分 3小時 刪除 

一上 產業經濟 選修 3學分 3小時 移至『二上』 

一下 創業管理 選修 3學分 3小時 移至『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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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下 服務業管理專題研討 選修 3學分 3小時 
改為『服務業管

理』 

一下 行為財務 選修 3學分 3小時 新增 

一下 策略性人力資源管理 
選修 3學分 3小時 新增 

一下 企業資料分析探究 選修 3學分 3小時 新增 

二上 休閒遊憩活動管理 選修 3學分 3小時 刪除 

二上 服務品質管理 選修 3學分 3小時 新增 

二上 財務計量 選修 3學分 3小時 新增(新開課程) 

二上 農產品行銷 選修 3學分 3小時 新增(新開課程) 

二上 多變量分析 選修 3學分 3小時 新增(新開課程) 

 

決議：屬新開課程須依規定檢附課程大綱後，照案通過。 

 

 

 

 

 

 

提案三、修訂 101 學年度碩士在職專班課程規劃表，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企管系經管所 

說明： 

1. 企管系經管所碩士在職專班課程規劃表(附件第18頁)，經所課程委員會、所務會議審

議通過，修正處如下所示: 

原訂 
擬修改 

學期 課程名稱 選別 學分 時數 

一上 遊憩區規劃與管理 選修 3學分 3小時 刪除 

一上 產業經濟 選修 3學分 3小時 移至『二上』 

一下 服務業管理專題研討 選修 3學分 3小時 改為『服務業管理』 

一下 投資專案管理 選修 3學分 3小時 新增 

一下 品質與創新 選修 3學分 3小時 新增 

一下 商業應用軟體 選修 3學分 3小時 新增 

二上 休閒遊憩活動管理 選修 3學分 3小時 刪除 

二上 農產品行銷 選修 3學分 3小時 新增(新開課程) 

二上 多變量分析 選修 3學分 3小時 新增(新開課程) 

 

決議：屬新開課程須依規定檢附課程大綱後，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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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四、修訂 101 學年度進修學院二年制課程規劃表，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工管系、企管系 

說明： 

1. 工管系進修學院二年制課程規劃表(附件第23頁)，經系課程委員會、系務會議審議通

過，修正處如下: 

原訂 擬修改 說明 

學期 課程名稱  

調整以符合實際開

課科目 

一上 工業安全衛生管理 新增 

一上 工業安全衛生法規 新增 

一上 工業管理 新增 

一上 服務業管理 新增 

一上 工業安全與衛生 刪除 

一下 日文及會話 新增 

一下 物流管理 新增 

一下 企業資源規劃實務一 新增 

一下 物流系統 刪除 

二上 企業倫理 新增 

二上 風險管理 新增 

二上 財務報表分析 新增 

二上 服務品質管理 新增 

二上 豐田生產系統 改為『豐田式生產管理』 

二下 系統模擬 刪除 
二下 資訊科技管理與應用 刪除 
二下 企業資源規劃實務二 新增  

二下 顧客關係管理 新增 

二下 企業策略 新增 

二下 供應鏈管理 新增  

 

2. 企管系進修學院二年制課程規劃表(附件第19頁)，經系課程委員會、系務會議審議通

過，修正處如下: 

原訂 擬修改 

學期 課程名稱 選別 學分 時數  

一上 市場調查與分析 選修  3學分 3小時 新增 

一上 品保政策與ISO制度 選修  3學分 3小時 刪除 

一上 新事業規劃 選修  3學分 3小時 刪除 

一上 管理心理學 選修  3學分 3小時 刪除 

一下 投資學 選修  3學分 3小時 移至二下 

一下 公司治理 選修  3學分 3小時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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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上 投資專案管理 選修  3學分 3小時 新增 

二下 企業經營分析與診斷 選修  3學分 3小時 刪除 

二下 學習型組織 選修  3學分 3小時 刪除 

二下 顧客關係管理 選修  3學分 3小時 新增 

二下 供應鏈管理 選修  3學分 3小時 新增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有關修訂「國立虎尾科技大學商業智慧學程設置細則」乙案，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管理學院 

說明： 

1. 學程修訂除增訂可抵免學分之課程與調整課程開設系所外，另相關調整如下: 

原訂 
擬修改 

課程名稱 選別 學分 時數

財務報表分析 必修 3 3 

1. 由必修課程調整至選修課程 

2. 與「人力資源規劃」、「行銷管

理」二門課程調整為三門選一門 

3. 開課系所新增資管系 

顧客分析與市調 選修 3 3 

1. 新增選修課程 

2. 與「財務預測與分析」、「資料

探勘」二門課程調整為三門選一門

人力資源規劃 選修 3 3 修正課程名稱為「人力資源管理」 

2. 檢附商業智慧學程設置細則(修訂草案)如附件第24-25頁。 

 

決議：照案通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