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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本校沿革 

本校係由開南商工歷屆校友長期努力、引頸企盼下所籌設，秉持林創辦人清波先生

揭櫫「提昇層次，再闢新境」，引導「開南」晉升成為高等學府的理念，在董事會及校

友們積極戮力推動，經教育部核准籌備並選定桃園縣蘆竹鄉為建校所在地。就地理位置

而言，校區週邊是未來北臺灣國際機場、商業港口及高鐵系統最重要之運輸物流匯集樞

紐。若輔以桃園縣府搬遷之「中福計劃」，除了帶動地方更加繁榮外，亦將使本校發展

成大桃園地區民眾參與推廣教育及終身學習的最佳學府。 
校區規劃與行政大樓建築係委託國際知名建築師李祖原先生設計，頗具氣派的建築

外觀與校園環境融為一體，倍覺典雅及宏偉。89 學年度正式參加大學聯合招生，第一年

設立企業管理、國際企業、財務金融、會計、資訊管理、航運與物流管理及觀光與餐飲

旅館管理等 7 個學系，共招收 600 名學生，積極投入培育工商企業在經營行銷、跨國投

資、財務管理、會計資訊及航管觀光等高級專業人才的行列，俾提供我國邁向二十一世

紀之經濟建設及籌設亞太營運中心之人力資源需求。其後，本校並陸續設置商學、資訊、

運輸及人文社會相關學系暨研究所，以擴充學術領域之完整發展。培植具獨立思考及創

新能力之專才，是開南大學創校宗旨之一，秉持「至誠、卓越、自由、豪邁」之校訓，

開南大學所有教職員生均篤行堅忍踏實的原則，積極追求自我提昇。本校之發展採教

學、研究、服務及輔導四者兼顧為原則，教學上採德、智、體、群、美五育並進，精心

設計專業課程、核心課程與通識課程，以培植兼備完整人格及專精學識之高等教育人

才，期能為國家社會所用。 
開南大學創校迄今已邁向第 8 年，在黃董事長政哲及高校長安邦的卓越領導下，「日

日茁壯、日日進步」。本校於 93 學年度大學校務評鑑中表現優異。94 學年度，設有 15
個學系、7 個研究所暨 4 個碩士在職專班，同年第一次申請改名大學即獲得教育部核定

通過於 95 學年度正式改名為開南大學。95 學年度成立保全管理學系、觀光與餐飲旅館

學系研究所、會計資訊學系研究所、國際企業學系研究所、法律系研究所、資訊管理學

系碩士在職專班、財務金融學系碩士在職專班，共計 16 個學系、11 個研究所、6 個碩

士在職專班，96 學年度規模已達到 22 個學系、14 個碩士班，2 個研究所及 7 個碩士在

職專班，其中，企業管理學系更名為企業與創業管理學系，其他新增系所包括物業管理

學系、國際行銷學系、資訊科學學系、數位科技學系、休閒事業管理學系、運輸科技與

運籌學系、應用英語學系碩士班、應用日語學系碩士班、專案管理研究所及華語文教學

研究所、資訊傳播學系碩士班及資訊與電子商務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等，並依據 93-96 中

長程校務發展計畫，整合成「商學」、「資訊」、「運輸觀光」及「人文社會」四大學院，

以發揮更高之高教資源效益。97 學年度起，因應高齡化社會來臨，經教育部核定籌設健

康照護管理學院，下設保健營養、銀髮健康促進、銀髮養生環境等三個學系，使本校更

能符合社會發展的脈動、全才發展，並期許邁向國際一流學府。 
 
二、發展現況 

(一)、 組織架構 
本校組織架構與規程，係依照大學法、大學法施行細則暨相關法規制定，分設教學、

行政與研究三大單位，並設各種會議與委員會共同推動校務之發展組織，如圖 2-1： 
1. 教學單位 

(1). 商學院： 
A. 企業與創業管理學系(含進修學士班、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2

B. 國際企業學系(含進修學士班、95 學年度新設碩士班) 
C. 財務金融學系(含進修學士班、碩士班、95 學年度新設碩士在職專班) 
D. 會計資訊學系(含進修學士班、95 學年度新設碩士班) 
E. 風險管理學系  
F. 保全管理學系(97 學年度將更名為安全暨科技管理學系) 
G. 物業管理學系(96 學年度新設) 
H. 國際行銷學系(96 學年度新設) 

(2). 資訊學院： 
A. 資訊管理學系(含進修學士班、碩士班、95 學年度新設碩士在職專班) 
B. 資訊及電子商務學系(含進修學士班、碩士班、96 學年度新設碩士在

職專班) 
C. 資訊傳播學系(96 學年度新設碩士班) 
D. 資訊科學學系(96 學年度新設) 
E. 數位科技學系(96 學年度新設) 
F. 專案管理研究所(96 學年度新設) 

(3). 運輸觀光學院： 
A. 物流與航運管理學系(含進修學士班、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B. 空運管理學系(含進修學士班、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C. 觀光與餐飲旅館學系(含進修學士班、95 學年度新設碩士班) 
D. 休閒事業管理學系(96 學年度新設) 
E. 運輸科技與運籌學系(96 學年度新設) 

(4). 人文社會學院： 
A. 法律學系(95 學年度新設碩士班) 
B. 應用英語學系(含進修學士班、96 學年度新設碩士班) 
C. 應用日語學系(含進修學士班、96 學年度新設碩士班) 
D. 公共事務管理學系(含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E. 台灣華語教學研究所(96 學年度新設)  

(5). 健康照護管理學院(97 學年度增設) 
A. 保健營養學系 
B. 銀髮養生環境學系 
C. 銀髮健康促進學系 

(6). 通識教育中心 
2. 行政單位 

(1). 教務處 
掌理全校註冊、課務、教學評鑑、招生及其他教務事項。設註冊組、課

務組、招生推廣組及教學資源中心。置教務長一人，主持全校教務事宜，

並置秘書一人，各組各置組長一人，中心置主任一人，並視需要置職員

若干人。 
(2). 學生事務處 

掌理全校學生事務。分設生活輔導組、課外活動指導組、衛生保健組及

學生輔導中心。置學生事務長（簡稱學務長）一人，主持全校學生事務

事宜，並置秘書一人，各組各置組長一人，中心置主任一人，並視需要

置職員及醫師、藥師、營養師、護士若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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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總務處 
掌理文書、事務、出納、營繕、保管、保全警衛及其他總務事項。設文

書、事務、出納、營繕及保管等五組。置總務長一人，主持全校總務事

宜，並置秘書一人，各組各置組長一人，並視需要置職員若干人。  
(4). 研究發展處  

掌理校務發展之規劃、學術研究之推動、國內外學術交流合作、校友聯

絡事宜、出版及其他研究發展事項。設研究發展組、交流合作組、出版

組。置研發長一人、秘書一人，各組各置組長一人，並視需要置職員若

干人。  
(5). 圖書館  

掌理教學研究資料之蒐集、書刊資料之採錄、編目、閱覽、典藏、圖籍

資訊服務及其他館務事項。設採編、典藏閱覽、參考服務、資訊四組。

置館長一人、秘書一人，各組各置組長一人，並視需要置職員若干人。

圖書館得視需要設分館，置主任一人，並視需要置職員若干人。  
(6). 終身教育部  

為辦理在職人員學位進修及各種推廣教育（包括學分班與非學分班）課

程。辦理其他與終身教育、推廣教育或建教合作有關之事項，設置本部。

置主任一人，綜理本部事務，並視業務需要得置職員若干人，辦理各項

相關業務。  
(7). 資訊與科技中心 

掌理本校資訊科技研究推廣；提供及管理電腦、網路、及資訊教學器材

等設備；支援教學實習、學術研究及行政作業；並推廣建教合作、產學

合作與社會服務等。置主任一人綜理中心業務，秘書一人，分設網路組、

資訊組、教學多媒體資源組，各組置組長一人，並視業務需要設置職員

若干人。  
(8). 國際事務中心  

掌理本校國際學術交流、國際合作及國際教育發展等事務。置主任一人

綜理中心業務、秘書一人，分設國際經營管理碩士學程組、國際姊妹學

校交流組、外語學習環境組、外語教學組，各組各置組長一人，並視業

務需要設置職員若干人。  
(9). 軍訓室  

置主任一人，並置軍訓教官、護理教師；負責軍訓及護理課程之規劃與

教學，並協助輔導學生等相關事務。  
(10). 秘書室  

置主任秘書一人、秘書及職員若干人，辦理秘書、監印、公共關係及其

他相關事務。並視需要得分組辦事。  
(11). 人事室  

置主任一人，得分組辦理人事相關業務，各組置組長一人及職員若干人。  
(12). 會計室  

置會計主任一人，得分組辦理歲計、會計、審核業務等，各組置組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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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及職員若干人。 
3. 研究中心 
本校目前設有 4 個校級研究中心，分別是「航運、港埠與物流研究中心」、「智

慧運輸系統與 RFID 研究中心」、「客家研究中心」、「國際勞動與發展研究中

心」，以利潤中心自負盈虧的精神，組成研發團隊承接各項研究計畫。 
4. 各項會議 

(1). 校務會議 
校長、教師代表、學術與行政主管、職員代表、研究人員代表、學生代

表及其他有關人員代表組織之。各中心主任、各處組長應列席校務會議。

校務會議開會時，得視需要邀請有關人員列席。其審查議決下列校務重

大事項： 
A. 校務發展計劃及預算； 
B. 組織規程及各種重要章則； 
C. 學院、學系、研究所及附設機構之設立、變更與停辦； 
D. 教務、學生事務、總務、研究及其他校內重要事項； 
E. 有關教學評鑑辦法之研議事項； 
F. 校務會議所設委員會或專案小組決議事項； 
G. 會議提案及校長交議事項。  

(2). 行政會議 
校長、學術與行政主管組成之，校長為主席，討論本校重要行政事項。

必要時得邀請其他各級單位主管出列席。  
(3). 教務會議  

由教務長、各學院院長、各學系（所、中心、學程）主任、研發長、圖

書館館長、終身教育部主任、資訊科技中心主任、教務處秘書及各組（中

心）組長（主任）、學生代表 2 人（由學生議會推薦之）組成之。以教務

長為主席，討論教務重要事項；教務會議之下設課程委員會。  
(4). 學生事務會議      

由學務長、各學院院長、各學系（所、中心、學程）主任、終身教育部

主任、體育室主任、軍訓室主任、學生輔導中心主任、學生事務處秘書

及各組組長、各學系（所、中心）專任教師代表各一人、各學系（所、

中心）學生代表各一人、學生會代表二人、進修學士班學生代表一人組

成之。學務長為主席，討論學生事務重要事項；學生事務會議之下設學

生獎懲委員會。  
(5). 總務會議      

由總務長、會計主任、各學院院長、各中心主任、總務處秘書及各組組

長、各學系教師代表各一人、職員代表一人組成，以總務長為主席，討

論總務重要事項。  
(6). 研究發展會議      

由研發長、教務長、各學院院長、各學系（所、中心、學程）主任、圖

書館館長、終身教育部主任、人事室主任、會計主任、研究發展處秘書



 5

及各組組長、各學系（所、中心、學程）專任教師代表各一人組成之，

以研發長為主席，討論研究與發展等重要事項。必要時得邀請相關人員

出列席。研究發展會議下得設學術成果審核委員會等相關委員會以利各

項事務之推動。  
(7). 本校各學院設院務會議      

本校各學院設院務會議。以院單位主管及教師代表組成之，院長為主席，

討論本院有關事項。必要時得邀請其他相關人員及學生代表列席會議。 
(8). 本校各學系設系務會議 

以各學系全體教師、職員、技術人員組成之，系主任為主席，討論該學

系教學、研究、發展及其他系務事項。必要時得邀請學生代表及其他有

關人員出列席。 
5. 委員會 

(1). 招生委員會 
本會委員由校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主任秘書、研發長、

各學院院長、終身教育部主任、會計室主任、資訊科技中心主任及各學

系(所、中心、學程)主任組成。置主任委員一人，由校長兼任。置總幹

事一人，總幹事由教務長兼任，承主任委員之命暨本會之決議，分別辦

理有關： 
A. 審定本校各項招生考試簡章，及有關招生章則事項； 
B. 推定命題及閱卷委員； 
C. 議定最低錄取標準及錄取等相關事項並公告錄取名單； 
D. 決定各學系(所)錄取名額； 
E. 議定各學系(所)招收新生名額； 
F. 裁決招生爭端及違規事項等； 
G. 督導招生工作，維護考試公平； 
H. 其他有關招生事宜。 

(2). 課程委員會 
由教務長、各院院長、終身教育部主任、各學系(所、中心、學程)主任

及學生代表若干人組成之，教務長兼任主任委員。于各院分設課程委員

會。院課程委員會以院長為召集人，系（所、中心、學程）主任及遴選

教師若干人為委員（視各系、所、中心、學程教師人數自行決定）。職掌

如下： 
A. 校定必修科目、專業必修科目、專業選修科目、通識教育科目及學域

選修科目學分及其課程內容之研議與審定； 
B. 各學系（所、中心、學程）課程配當（含共同必修科目）之審訂。 

(3). 交通安全教育委員會 
本會置委員 11 人，校長、學務長、總務長、軍訓室主任為當然委員；遴

選委員 7 人，其中校內委員 5 人，由校長就校內相關教職員遴選之；校

外委員 2 人，由校長就校外警、政、交通單位人士遴聘之。主任委員由

校長擔任，執行祕書由軍訓室教官支援擔任。職掌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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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訂定並推動交通安全教育年度工作計畫； 
B. 評鑑學校實施及宣導交通安全觀念成效； 
C. 其它校外交通安全教育措施之督導。 

(4). 膳食委員會 
本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校長擔任；置執行秘書一人，由總務長兼任。

置委員若干人，由學務長、總務長、軍訓室主任、會計室主任、員工福

利互助委員會主任委員、會計室主任、事務組組長、保管組組長、生活

輔導組組長、衛生保健組組長、聘任教師代表三人、職員代表二人及學

生代表三人組成之。前項教師代表及職員代表，均由校長指派。學生代

表由學生會指派，其中進修部代表至少應有一人。本會開會時得經主任

委員之核定，邀請相關人員列席會議，餐廳及福利社負責人應列席會議。

本會負責本校所屬餐廳、福利社設置標準之規劃、衛生改善工作之督導、

管理績效之檢討及其它餐廳衛生重要事項之研議。 
(5). 學生獎助學金委員會 

本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校長擔任，學務長、教務長、會計主任、人事

室主任、各學院院長、各學系主任為委員。置執行秘書一人，由課外活

動指導組組長兼任，承主任委員之命處理會務。職掌如下： 
A. 學生獎、助學金辦法之訂定及解釋事項； 
B. 學生獎、助學金之籌募事項； 
C. 各項校內學生獎學金申請案件、及有必要先行由委員會內審之其他校

外獎學金的之審查事項，與獲獎人資格之確認； 
D. 急難救助案件之審查與同意。 

(6). 工讀生分配審查委員會 
本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校長擔任；置委員十五人，由學務長、主任祕

書、教務長、總務長、研發長、人事室主任、會計室主任、軍訓室主任、

圖書館館長、體育室主任、資訊科技中心主任、終身教育部主任、系主

任代表三人組成。置執行祕書一人，由主任委員指定之。職掌如下： 
A. 訂立工讀生之待遇及義務； 
B. 核定工讀生之資格； 
C. 審核各處室提報工讀生之需求，並分配之。 

(7). 學生獎懲委員會 
為求公平公正及審理學生在校大功(含)、大過(含)以上之獎懲案件，以確

保學生合法權益，特設置學生獎懲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本會由左列人

員組成之： 
A. 學務長(召集人及會議主席)及學務處生活輔導組組長(總幹事)為當然

委員； 
B. 教師代表每系一人，由系推薦； 
C. 學生代表三人，由學生會推薦； 
D. 任期為一年，得連任之。 
本會於接到記大功(含)或大過(含)以上之獎懲建議案件時，應於二週內召

開會議，並作成決議。本會得依需要隨時召集之，但應經委員二分之一(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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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出席，始得開會；決議時需經出席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通過始得

決議。本會開會時，除通知有關系主任、班導師及相關人員列席外，並

得通知學生代表及當事學生列席，俾其有說明之機會，以維護學生之權

益。依據本會決議由承辦單位於一週內簽請獎懲，經校長核准，學生事

務處公告；當事人如有異議得依照「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設置辦法(詳參

附件 2-1)」申訴之。 
(8). 身心障礙學生輔導委員會 

主要以學務長、教務長、總務長、體育室主任為當然委員，主任委員由

委員推舉產生，其他委員由學務長就本校各學系導師中遴選具相關專長

者，提請校長聘任之。置執行秘書一人，由學生輔導中心主任兼任之，

綜理全部行政事宜。另得視身心障礙學生之輔導需求，推選相關心理、

教育、醫師、護理人員、社工、律師等擔任顧問，於必要時列席會議，

並得以支領交通費及出席費。 
委員會下置個案輔導小組，由系導師、班級導師、及選定之輔導教師等

人組成，並由班級導師擔任主要召集人，另遇有身心障礙學生學習適應、

生活適應、課業適應等問題時，可視其需要邀請與學生問題相關之人員

列席參加。個案輔導小組召集人須將輔導經過作成紀錄存查外，另可視

需要提本會報告，由本會委員提供資料列入諮詢協助範圍。職掌如下： 
A. 訂定本校身心障礙學生輔導年度工作計劃； 
B. 施行本校無障礙學習環境之宣導及規劃； 
C. 其他有關身心障礙學生教育活動之推廣； 
D. 督導各個案輔導小組執行身心障礙學生輔導事宜。 

(9). 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 
為保障學生學習、生活與受教權益，增進校園和諧，並輔導協助學生解

決問題，本會置執行祕書一人，由校長就本校人員調兼之，綜理全部行

政事宜。本會置委員 9 至 11 人，由校長遴聘本校專任教師與法學、教育

學、心理學、社會學等領域之學者專家 6 至 8 人、大學部學生會代表人、

研究生代表一人、進修學士班學生代表一人組成之；其中未兼行政職務

之教師委員至少不得少於總額之二分之一，並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

數三分之一以上。本會得視申訴案件之性質，推選相關專業人士擔任諮

詢顧問，列席評議會議。本會委員不得兼任學生獎懲委員會委員與學生

事務會議代表。 
(10).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本校為推動及落實性別平等教育並建立無性別歧視之教育環境、防治處

理性騷擾及性侵犯事件，特設置本委員會。校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

人事室主任、生活輔導組組長、學生輔導中心主任為當然委員，其中校

長為主任委員。其餘委員分別為：教師代表三人，行政人員代表三人，

由校長分別就全校專任教師及行政人員遴選之；學生代表四人，由大學

部及進修部學生會各推選二人。委員會中女性委員應佔委員總數二分之



 8

一以上。本委員會設執行秘書一人，由主任委員就全體委員中擇一兼任

之。委員的推選除考量其性別因素外，亦需以具有性別平等意識或相關

領域之專長為優先考量。本會之任務如下： 
A. 統整學校各單位資源，擬定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計畫，落實並檢視實施

成果； 
B. 規劃或辦理學生、教職員工及家長性別平等教育相關活動； 
C. 研發並推廣性別平等教育之課程、教學及評量； 
D. 研擬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與校園性侵害及性騷擾之防治規定，建立機

制，並協調及整合相關資源； 
E. 調查及處理與本法有關之案件； 
F. 規劃及建立性別平等之安全校園空間； 
G. 推動社區有關性別平等之家庭教育與社會教育； 
H. 其他關於學校或社區之性別平等教育事務。 

(11). 運籌與管理學刊編輯委員會 
運籌與管理學刊（以下簡稱本學刊）以校長為發行人，編輯業務由研究

發展處負責辦理。為符合公平、公開、公正之學術原則，設置編輯委員

會，負責徵稿、審查、編輯等相關業務。本學刊編輯委員會置總編輯一

人，由校長遴選本校教授兼任之；指導委員三人，由總編輯聘兼之，聘

期三年，負責實際編務工作，均為無給職。為使刊物順利出版，並得置

責任編輯一人，由研發處人員擔任之。本學刊之編輯委員會由校內外學

者專家共同組成，校內編輯委員不得超過全體委員三分之一，由總編輯

聘兼之，聘期三年，負責論文刊登與否之審查業務；校內編輯委員，均

為無給職，其工作成績得列入教師服務考核予以獎勵。校外編輯委員於

召開編輯會議時，應支給一定之出席費用。置審查委員若干名，由總編

輯依學門專長於校內外學者專家中聘兼之，負責論文之匿名初審工作。

審查委員之審查意見，提供作為編輯委員會審議時之參考依據。審查委

員審查論文應給付一定之審查費用。 
(12). 校務研究發展委員會 

本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校長兼任，並主持會議。執行秘書一人，由研

發長兼任。委員 17 至 21 人，由主任委員聘請下列人員擔任： 
A. 當然委員：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研發長、各學院院長、人事室

主任、會計主任、通識教育中心主任、資訊科技中心主任、終身教育

部主任。 
B. 遴選委員：包括教師代表 2~5 人及職員代表 1~2 人。 
校務研究發展委員會掌理下列事項： 
A. 規劃本校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 
B. 研議規劃校務發展、促進學術研究風氣、開發學校資源、提升學校競

爭力及強化服務社會功能為宗旨之相關事項。 
(13). 校務及系所評鑑委員會 

為本校教育評鑑決策組織，負責規劃、推動、考核、追蹤評鑑事務。本

委員會評鑑工作分為三個層次，各層次分設小組，依次執行：第一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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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校評鑑小組，第二層次為各一級單位評鑑小組，第三層次為系所評鑑

小組。校評鑑小組，由校長(兼召集人)、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研

發長、主任秘書、圖書館館長、會計主任、人事室主任、資訊科技中心

主任、終身教育部主任及各學院院長為當然成員。並得邀聘國、內外企

業領袖、教育評鑑專家學者 5 至 7 人擔任本校校務及系所評鑑顧問。職

責為審議各一級單位之評鑑結果。校評鑑小組除對各一級單位作外部評

鑑外，同時對校本身作自我評鑑。本校每三年定期實行評鑑。各一級單

位評鑑小組，由各該一級單位主管(兼召集人)為當然成員，其評鑑小組

組成暨實行辦法由各單位另定之。各一級單位每三年定期實行評鑑，並

將評鑑結果送校評鑑小組審議。各系所自行組成評鑑小組，由系所主任

(兼召集人)為當然成員，其評鑑小組組成暨實行辦法由各系所另定之。

各系所每三年定期實行自我評鑑，並將評鑑結果送校評鑑小組審議。 
(14). 國際事務委員會 

本會設主任委員一人，由校長任命之。其事務性工作由國際事務中心承

辦。本會組成如下： 
A. 當然委員：校長、教務長、學務長、研發長、各學院院長。 
B. 遴選委員：由校長遴選具相關專長之專任副教授以上教師 5 至 7 人擔

任，任期兩年。 
本會之職掌如下： 
A. 國際經營管理碩士學程(IMBA)事務 

(A) 議定國際經營管理碩士學程(簡稱 IMBA)招生簡章； 
(B) 推定 IMBA 甄試、命題及閱卷委員； 
(C) 議定錄取標準； 
(D) 決定錄取名額； 
(E) 其他有關招生事項。 
(F) 國際榮譽學程(International Honors Program)事務 
(G) 議定國際榮譽學程招生簡章； 
(H) 遴選國際榮譽學程招生委員會委員； 
(I) 遴選指導教授成員； 
(J) 決定招生名額； 
(K) 課程規劃。 
(L) 議定開發姐妹校交流計畫(International Exchange Programs)； 

B. 議定開發姐妹校計畫。 
(A) 議定姐妹校締約之協議書內容。 
(B) 承辦姐妹校進修甄試事務。 

C. 其他相關事務。 
D. 議定提昇校內英語學習環境(English Proficiency Program)計畫； 
E. 議定英語教學課程計畫(English Taught Programs)。 

(15). 教師評審委員會 
本校設教師評審委員會(簡稱本會)分為校、院、系(所、中心及學程)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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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職掌如下： 
A. 教師服務資歷、資格、等級、聘期及薪給審議； 
B. 教師聘任、升等、解聘、停聘、不續聘及資遣等之審議事項； 
C. 教學優良教師敘獎之審查事項； 
D. 教師延長服務及出國講學、研究、進修之審議； 
E. 教師休假資格之審查事項； 
F. 其他依法令應經本會審議之事項。 
校級教師評審會置主任委員，由校長兼任之；副主任委員由教務長兼任

之；並置執行秘書一人，由人事室主任兼任之，承主任委員之命處理會

務。委員由下列人員組成： 
A. 當然委員：校長、教務長、各學院院長。 
B. 推選委員：由本校專任教師推選副教授以上教師擔任，推選委員不得

低於全體委員總數三分之一，並選出候補委員 1 至 3 人。推選委員任

期一年，連選得連任，若於會期中出缺，或多次無故未出席，經本會

認定通過解除委員職務後，由候補委員依序遞補，其任期以補足所遺

任期為限。校教評會委員中任一性別之委員人數應占全體委員三分之

一以上。 
(16). 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 

為保障教師權益，紓解教師糾紛，促進校園和諧，發揮教育功能，申評

會置委員 15 至 21 人，任期二年，由校長遴聘教師、地區教師組織或分

會代表、教育學者、社會公正人士擔任，其中未兼行政教師不得少於委

員總數的三分之二，且任一性別之委員人數應占全體委員總數三分之一

以上。申評會主席由委員互選之，任期一年，連選得連任。但校長不得

為主席。前項主席因故不能主持會議時，由其指定委員一人代理主席。

申評會置執行秘書一人，由主席簽請校長遴聘之。申評會委員因故出缺

時，繼任委員之任期至原任委員之任期屆滿之日為止。教師對主管機關

或學校有關其個人之措施，認為違法或不當，致損害其權益者，得提出

申訴。 
(17). 人事評審委員會 

人評會置委員 13 至 17 人。以校長、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研發長、

主任秘書、圖書館館長、資訊科技中心主任、人事室主任、會計主任為

當然委員。系(所、中心)主任代表二人，由校長遴聘之。職員代表 3 名，

由專任職員推選，任期一年，連選得連任。前項委員中任一性別之委員

人數應占全體委員三分之一以上。任務如下： 
A. 職技員工之獎懲事項； 
B. 各單位每年度辦理職技員工考績及升等、升職、續任、免職等情形之

評議； 
C. 免職及資遣案件之審議； 
D. 其它有關本校重大人事政策或本校同仁權益問題之研議。 

(18). 經費稽核委員會 
置委員 7 人，均為無給職，由校務會議代表互選產生之，其中教師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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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得少於二分之一。置召集人一人，由七位委員推選之。本會置執行祕

書一人，由召集人指定之。代表全體教職員了解學校經費收入、支出及

保管情形，對於會計審計職掌不得牴觸，其職責為： 
A. 現金出納處理之事後查核。 
B. 定期盤點現金、銀行存款、有價證券。 
C. 各項收入處理程序是否依據相關規定處理之事後查核。 
D. 各項支出處理是否依據相關規定處理之事後查核。 
E. 各項資產採購程序之事後查核。 
F. 各項資產管理程序之事後查核。 
G. 各項資產處分程序之事後查核。 
H. 各項租賃契約之事後查核。 
I. 關於財務上增進效率及減少不經濟支出之建議事項。 
J. 其他經校務會議通過之專案查核事項。 

(19). 圖書館委員會 
置主任委員一人，由校長兼任。本會會議分為館務發展會議(簡稱「館發

會議」)及館藏發展會議(簡稱「館藏會議」)兩種。館發會議成員由各學

院院長、行政單位一級主管、通識教育中心主任及各學系（所）主任兼

任；館藏會議成員由教務長、總務長、各學院院長、研發長、圖書館館

長、通識教育中心主任、各學系（所）主任、軍訓室主任、體育室主任、

會計主任、進修部主任、學生會會長及本館採編組組長、典藏閱覽組組

長兼任。館發會議及館藏會議召集人由主任委員擔任。各會議下分置執

行秘書一人，由主任委員遴選館內人員兼任。本會得聘請校內外專家學

者若干人為顧問，為無給職，就本館業務發展方向及興革事項提供建議，

顧問人選由主任委員薦請校長聘任之。館發會議成員職掌如下： 
A. 館舍興建之相關事項； 
B. 本館組織及人力發展評估相關事項； 
C. 其他有關館務事項。 
D. 館藏會議成員職掌如下： 
E. 本館館藏經費分配之溝通事項； 
F. 本館館藏質量提升之建議事項； 
G. 本館與讀者間之溝通事項； 
H. 本館募書或募款活動之籌劃事項； 
I. 其他有關館藏事項。 

(20). 資訊科技發展與應用推動委員會 
置總召集人一人，由校長以本會委員身分兼任。委員 6 至 8 人，研發長、

資訊科技中心主任、資電系主任及資管系主任為當然委員，其餘名額由

總召集人視需要遴聘擔任。置執行秘書一人，由資訊科技中心主任兼任，

承總召集人之命辦理本會各項事務。置總顧問一人，由校長遴聘具資訊

專業學識人員擔任，召集及主持本會顧問會議，顧問若干人，由總顧問

視業務需要，遴聘校內外資訊專業人員兼任。推動本校資訊科技之發展

與應用、資訊資源之整合規劃與管理、資訊策略之訂定及資訊科技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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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推動之考核。 
(21). 法規委員會 

本會置執行秘書一人，由校長指定之。主任秘書為當然委員，由各學院、

通識教育中心及體育室推選專任教師各 1 人為委員，法律學系推薦助理

教授以上專任教師 1 人為委員，另由校長就行政主管中遴選委員 3 至 4
人組織之，任期 1 年，並指定委員 1 人為召集人。本會之職掌如下： 
A. 須提請校務及行政會議通過規章之適法性及文字初審事項。 
B. 本校規章解釋事項。 
C. 校長交議事項。 



圖1-1  開南大學組織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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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系所學生及師資概況 
1. 系所學生數現況 
96 學年度計有 22 學系(含 14 個碩士班、及 7 個碩士專班)，2 個研究所，學生

數累計為 8,254 人。依學制區分日間部學生合計為 6,268 人、日間部碩士班學生

合計 293 人、進修學士班學生合計 1,415 人、碩士在職專班學生合計 245 人、

企管系二年制在職專班學生合計 33 人，詳如表 1-1。 
 

表 1-1  96 學年度全校學生人數統計表 
年   級

系   所   
一 二 三 四 在學學生數

企業與創業管理學系 71 92 120 112 395 
國際企業學系 80 80 96 94 350 
會計資訊學系 74 78 65 50 267 
物流與航運管理學系 105 102 113 94 414 
財務金融學系 85 102 101 95 383 
觀光與餐飲旅館學系 111 167 229 155 662 
空運管理學系 101 98 103 78 380 
風險管理學系 75 64 73 － 212 
保全管理學系 43 35 － － 78 
物業管理學系 36 － － － 36 
國際行銷學系 44 － － － 44 
運輸科技與運籌學系 43 － － － 43 
休閒事業管理學系 51 － － － 51 
資訊管理學系 103 103 122 114 442 
資訊及電子商務學系 82 89 83 86 340 
資訊傳播學系 102 123 139 103 467 
資訊科學學系 41 － － － 41 
數位科技學系 53 － － － 53 
法律學系 86 105 89 75 355 
公共事務管理學系 79 84 77 71 311 
應用日語學系 88 106 177 135 506 
應用英語學系 87 115 146 90 438 
日間部大學生合計 1,640 1,543 1,733 1,352 6,268 
企業與創業管理學系碩士班 16 17 － － 33 
國際企業學系碩士班 7 5 － － 12 
會計資訊學系碩士班 7 8 － － 15 
物流與航運管理學系碩士班 13 15 － － 28 
財務金融學系碩士班 14 14 － － 28 
觀光與餐飲旅館學系碩士班 12 14 － － 26 
空運管理學系碩士班 14 16 － － 30 
資訊管理學系碩士班 14 15 － －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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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   級
系   所   

一 二 三 四 在學學生數

資訊及電子商務學系碩士班 12 12 － － 24 
資訊傳播學系碩士班 7 － － － 7 
專案管理研究所 4 － － － 4 
法律學系碩士班 5 － － － 5 
公共事務管理學系碩士班 14 14 － － 28 
應用日語學系碩士班 7 － － － 7 
應用英語學系碩士班 10 － － － 10 
華語文教學研究所 5 － － － 5 
日間部碩士班學生合計 161 132 － － 293 
企業與創業管理學系 27 37 28 51 143 
國際企業學系 23 32 26 29 110 
物流與航運管理學系 25 31 38 38 132 
財務金融學系 26 22 20 36 104 
觀光與餐飲旅館學系 78 70 86 60 294 
空運管理學系 35 37 21 － 93 
資訊管理學系 28 38 44 41 151 
資訊及電子商務學系 26 24 26 29 105 
應用日語學系 27 37 37 40 141 
應用英語學系 35 27 40 40 142 
進修學士班學生合計 330 355 366 364 1,415 
企業與創業管理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38 36 － － 74 
物流與航運管理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18 15 － － 33 
財務金融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12 7 － － 19 
空運管理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21 22 － － 43 
資訊管理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15 12 － － 27 
資訊及電子商務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10 － － － 10 
公共事務管理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20 19 － － 39 
碩士在職專班學生合計 134 111 － － 245 
企管系二年制在職專班 － 33 － － 33 
二年制在職專班學生合計 － 33 － － 33 
總   計     8,254 
 
 

本校 95 學年度計有 16 學系（含 11 個碩士班），學生數累計為 8,307 人。依學制區

分日間部學生合計為,5866 人、進修學士班合計 1,937 人、企管系二技在職專班 63 人、

日間部碩士生合計 249 人。EMBA 碩士生合計 192 人，詳如表 1-2。 
 



 16

表 1-2  95 學年度全校學生人數統計表 
年   級

系   所 
一 二 三 四 五 在學學生數

企業與創業管理學系 79 120 115 118  432
國際企業學系 71 98 93 100  362
會計資訊學系 81 73 54 73  281
物流與航運管理學系 98 114 103 93  408
財務金融學系 90 106 94 102  392
觀光與餐飲旅館學系 112 211 168 124  615
空運管理學系 93 101 85 93  372
風險管理學系 74 77    151
保全管理學系 40     40
資訊管理學系 86 130 121 112  449
資訊及電子商務學系 86 86 88 93  353
資訊傳播學系 92 146 113 81  432
應用英語學系 84 182 145 101  512
應用日語學系 97 141 98 67  403
法律學系 94 92 84 83  353
公共事務管理學系 86 74 74 77  311
日間部大學生合計 1,363 1,751 1,435 1,317  5,866
企業與創業管理學系碩士班 20 17    37
國際企業學系碩士班 7     7
會計資訊學系碩士班 8     8
物流與航運管理學系碩士班 18 15    33
財務金融學系碩士班 18 15    33
觀光與餐飲旅館學系碩士班 15     15
空運管理學系碩士班 19 14    33
資訊管理學系碩士班 17 15    32
資訊及電子商務學系碩士班 12 10    22
法律學系碩士班 5     5
公共事務管理學系碩士班 15 9    24
日間部碩士生合計 154 95    249
企業管理學系 42 34 51 51 32 210
國際企業學系 42 28 31 36 27 164
會計資訊學系    19 18 37
物流與航運管理學系 46 33 37 33 37 186
財務金融學系 47 22 39 39 34 181
觀光與餐飲旅館學系 80 83 69 79 38 349
空運管理學系 48 23  26  97
資訊管理學系 51 38 45 67 41 242
資訊及電子商務學系 45 30 29 29 39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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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   級
系   所 

一 二 三 四 五 在學學生數

應用英語學系 37 41 46 52  176
應用日語學系 45 37 41   123
進修學生班學生合計 483 369 388 431 266 1,937
企業管理學系 EMBA 36 32    68
物流與航運管理學系 EMBA 18 11    29
財務金融學系 EMBA 7     7
空運管理學系 EMBA 22 17    39
資訊管理學系 EMBA 14     14
公共事務管理學系 EMBA 20 15    35
EMBA 碩士生合計 117 75    192

企管系二技在職班 34 29    63

二技在職班學生合計 34 29    63
總    計     8,307

 
94 學年度本校計有 15 學系，7 個研究所，學生數累計為 7,211 人。依學制區分、日

間部大學生合計為 5,120 人、日間部碩士生合計 181 人。進修部學生合計 1,678 人、EMBA
碩士生合計 158 人、企管系二技在職班 74 人，詳如表 1-3。 
 
表 1-3  94 學年度全校學生人數統計表 

年   級
系   所 

一 二 三 四 五 在學學生數

企業管理學系 85 110 122 94 － 411 
國際企業學系 85 96 106 103 － 390 
會計資訊學系 84 69 71 79 － 303 
航運與物流管理學系 100 102 95 95 － 392 
財務金融學系 88 91 105 95 － 379 
風險管理學系 87 － － － － 87 
觀光與餐飲旅館學系 123 156 130 95 － 504 
空運管理學系 101 84 92 41 － 318 
資訊管理學系 99 121 112 100 － 432 
資訊及電子商務學系 81 88 95 94 － 358 
資訊傳播學系 107 114 84 － －  305 
應用英語學系 98 90 69 45 － 302 
應用日語學系 95 122 101 39 － 357 
法律學系 90 86 88 42 － 306 
公共事務管理學系 82 81 81 32 － 276 
日間部大學生合計 1,405  1,410 1,351 954 － 5,120 
企業管理學系研究所 21 16 － － － 37 



 18

年   級
系   所 

一 二 三 四 五 在學學生數

航運與物流管理學系研究所 15 9 － － － 24 
財務金融學系研究所 15 12 － － － 27 
空運管理學系研究所 15 9 － － － 24 
資訊管理學系研究所 13 9 － － － 22 
資訊及電子商務學系研究所 10 9 － － － 19 
公共事務管理學系研究所 13 15 － － － 28 
日間部碩士生合計 102 79 － － － 181 
進修部企業管理學系 22 37 58 40  42 199 
進修部國際企業學系 33 28 38 30 － 129 
進修部會計學系 － － 18 17 － 35 
進修部航運與物流管理學系 39 33 32 37  29 170 
進修部財務金融學系 42 41 43 35 － 161 
進修部觀光與餐飲旅館學系 87 74 83 45 － 289 
進修部空運管理學系 43 － 28 － － 71 
進修部資訊管理學系 44 45 71 43  43 246 
進修部資訊及電子商務學系 42 36 29 41 － 148 
進修部應用日語學系 44 42 － － － 86 
進修部應用英語學系 144 － － － － 144 
進修部學生合計 540 336 400 288 114 1,678 
企業管理學系 EMBA 31 31 － － － 62 
航運與物流管理學系 EMBA 15 10 8 － － 33 
空運管理學系 EMBA 18 13 － － － 31 
公共事務管理學系 EMBA 18 14 － － － 32 
EMBA 碩士生合計 82 68 8 － － 158 
企管系二技在職班 40 34 － － － 74 
二技在職班學生合計 40 34 － － － 74 

總   計     7,211 
 

96 學年度大學部、進修部、碩士班、碩專班的報到率分別為 84.2%、97.35%、97.66%、
100%，詳細各系所之報到率可參考表 1-4、表 1-5、表 1-6、表 1-7。 

 
表 1-4  94-96 學年度大學部各系報到率 

 大學部 (日) 94 學年度 95 學年度 96 學年度 

代碼 系別 
應到

人數 
實際

報到

報到

率 
應到

人數

實際

報到

報到

率 
應到

人數 
實際

報到 
報到 

1010 企業與創業管理學系 110 83 75% 101 80 79.2% 93 71 76.34%
1020 國際企業學系 110 86 78% 91 73 80.2 % 98 80 81.63%
1030 會計資訊學系 110 87 79% 104 79 76.0% 93 72 7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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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學部 (日) 94 學年度 95 學年度 96 學年度 

代碼 系別 
應到

人數 
實際

報到

報到

率 
應到

人數

實際

報到

報到

率 
應到

人數 
實際

報到 
報到 

1040 物流與航運管理學系 120 101 84% 111 98 88.3% 115 104 90.43%
1050 財務金融學系 110 91 83% 99 89 89.9% 104 87 83.65%
1060 觀光與餐飲旅館學系 150 123 82% 144 115 79.9% 136 110 80.88%
1070 空運管理學系 110 100 91% 102 93 91.2% 114 102 89.47%
1080 風險管理學系 110 88 80% 100 75 75.0% 93 75 80.65%
1090 保全管理學系    50 40 80.0% 53 43 81.13%
10A0 物業管理學系       41 36 87.80%
10B0 國際行銷學系       50 45 90.00%
10C0 運輸科技與運籌學系       52 43 82.69%
10D0 休閒事業管理學系       61 51 83.61%
2010 資訊管理學系 120 99 83% 104 85 81.7% 109 100 91.74%
2020 資訊及電子商務學系 110 82 75% 106 86 81.1% 96 81 84.38%
2030 資訊傳播學系 120 107 89% 109 91 83.5% 115 100 86.96%
2040 資訊科學學系       43 42 97.67%
2050 數位科技學系       61 53 86.89%
3020 法律學系 110 93 85% 105 91 86.7 % 105 86 81.90%
3030 公共事務管理學系 110 83 75% 104 84 80.8% 98 80 81.63%
3040 應用日語學系 110 97 88% 79 68 86.1% 103 86 83.50%
3050 應用英語學系 115 99 86% 105 94 89.5% 110 89 80.91%

合    計 1,725 1,419 82% 1,614 1,341 83.1% 1,943 1,636 84.20%
 
表 1-5  94-96 學年度進修部各系報到率(國企系退學一名沒含) 

 進修部 94 學年度 95 學年度 96 學年度 

代碼 系別 
應到

人數 
實際

報到

報到

率 
應到

人數

實際

報到

報到

率 
應到

人數 
實際 
報到 

報到 
率 

1010 企業與創業管理學系 50 23 46% 49 49 100% 27 26 96.30%
1020 國際企業學系 50 35 70% 47 44 93.62% 27 24 88.89%
1040 物流與航運管理學系 50 40 80% 49 47 95.92% 27 26 96.30%
1050 財務金融學系 50 42 84% 49 46 93.88% 27 26 96.30%
1060 觀光與餐飲旅館學系 100 90 90% 99 92 92.93% 77 77 100%
1070 空運管理學系 50 43 86% 47 47 100% 37 36 97.30%
2010 資訊管理學系 60 43 72% 59 49 83.05% 27 27 100%
2020 資訊及電子商務學系 50 42 84% 49 45 91.18% 27 26 96.30%
3040 應用日語學系 50 45 90% 49 45 91.84% 27 27 100%
3050 應用英語學系 50 42 84% 49 41 83.67% 37 36 97.30%
1610 企管系二年制在職專 40 38 95% 40 36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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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合    計 600 483 81% 586 554
93.86

% 
340 331 97. 35%

 
表 1-6  94-96 學年度碩士班各系所報到率 

 碩士班 94 學年度 95 學年度 96 學年度 

代碼 系別 
應到

人數

實際

報到

報到

率 
應到

人數

實際

報到

報到 
率 

應到

人數 
實際 
報到 

報到 
率 

1210 
企業與創業管理學系碩

士班 
20 20 100% 20 19 95% 17 17 100%

1220 國際企業學系碩士班   7 7 100% 7 7 100%
1230 會計資訊學系碩士班   8 8 100% 7 7 100%

1240 
物流與航運管理學系碩

士班 
15 15 100% 18 18 100% 15 14 93.33%

1250 財務金融學系碩士班 15 15 100% 18 18 100% 15 14 93.33%

1260 
觀光與餐飲旅館學系碩

士班 
  15 15 100% 13 13 100%

1270 空運管理學系碩士班 15 15 100% 18 18 100% 15 15 100%
2210 資訊管理學系碩士班 17 17 100% 16 16 100% 14 14 100%

2220 
資訊及電子商務學系碩

士班 
13 13 100% 13 12 92.31% 12 12 100%

2230 資訊傳播系碩士班      7 7 100%
2260 專案管理研究所      5 5 100%
3220 法律學系碩士班   8 8 100% 7 5 71.43%

3230 
公共事務管理學系碩士

班 
15 15 100% 15 14 93.33% 14 14 100%

3240 應用日語學系碩士班      7 7 100%
3250 應用英語學系碩士班      11 11 100%
3260 華語文教學研究所      5 5 100%

合   計 110 110 100% 156 153 98.08% 171 167 97.66%
 
表 1-7  94-96 學年度碩專班各系所報到率 

 碩專班 94 學年度 95 學年度 96 學年度 

代碼 系別 
應到

人數

實際

報到

報到

率 
應到

人數

實際

報到

報到 
率 

應到

人數 
實際 
報到 

報到 
率 

1710 
企業與創業管理學系 
碩士在職專班 

33 33 100% 39 36 92.31% 39 39 100%

1740 
物流與航運管理學系 
碩士在職專班 

15 15 100% 18 18 100% 18 18 100%

1750 財務金融學系   7 7 100% 12 12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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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碩專班 94 學年度 95 學年度 96 學年度 

代碼 系別 
應到

人數

實際

報到

報到

率 
應到

人數

實際

報到

報到 
率 

應到

人數 
實際 
報到 

報到 
率 

碩士在職專班 

1770 
空運管理學系 
碩士在職專班 

18 18 100% 22 22 100% 22 22 100%

2710 
資訊管理學系 
碩士在職專班 

  15 14 93.33% 15 15 100%

2720 
資訊及電子商務學系 
碩士在職專班 

     10 10 100%

3730 
公共事務管理學系 
碩士在職專班 

18 18 100% 20 20 100% 20 20 100%

合   計 84 84 100% 121 117 96.69% 136 136 100%
    

2. 系所師資現況 
96 學年度本校師資涵蓋 24 學系（所），通識教育中心及體育室，專任教師累計

為 280 人。依職級區分教授 33 人、副教授 71 人、助理教授 156 人、講師 20
人。根據表 2-127，96 學年度全校加權生師比為 28.04：1，日間部加權生師比

為 21.83：1，無論是日間部或全校生師比均超越教育部之基本規定，詳細資料

如表 1-8 所示。 
 

表 1-8  96 學年度全校師資統計表 
教授 副教授 助理教授 講師項  目 

系所名稱 
各系所教師

人數 講座 專任 客座專任客座 專任 專技 專任

企業與創業管理學系 15 1 0 2 3 0 8 0 1 
國際企業學系 12 0 1 0 3 0 7 0 1 
會計資訊學系 11 0 1 2 4 0 2 0 2 
財務金融學系 13 0 3 1 2 0 6 0 1 
保全管理學系 3 0 0 1 1 0 1 0 0 
風險管理學系 8 0 1 1 3 0 3 0 0 
物業管理學系 3 0 0 0 2 0 1 0 0 
國際行銷學系 4 0 1 1 1 0 1 0 0 
物流與航運管理學系 15 0 1 1 3 0 10 0 0 
觀光與餐飲旅館學系 22 1 0 0 9 0 11 0 1 
空運管理學系 17 0 0 0 7 0 9 0 1 
休閒事業管理學系 5 0 2 0 1 0 2 0 0 
運輸科技與運籌學系 5 0 0 0 0 0 5 0 0 
資訊管理學系 15 0 0 0 4 0 10 0 1 
資訊及電子商務學系 11 0 0 0 3 0 7 0 1 
資訊傳播學系 9 0 1 0 4 0 4 0 0 
資訊科學學系 3 0 1 0 0 0 2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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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 副教授 助理教授 講師項  目 
系所名稱 

各系所教師

人數 講座 專任 客座專任客座 專任 專技 專任

數位科技學系 3 0 0 0 1 0 2 0 0 
專案管理研究所 2 0 0 0 1 0 1 0 0 
法律學系 14 0 2 1 2 0 8 0 1 
公共事務管理學系 17 0 1 0 6 1 9 0 0 
應用日語學系 18 0 1 1 0 0 13 0 3 
應用英語學系 17 0 0 0 2 1 14 0 0 
華語文教學研究所 3 0 0 2 0 0 1 0 0 
通識教育中心 27 0 1 0 5 0 15 1 5 
體育室 8 0 1 0 2 0 2 1 2 

小    計 280 2 18 13 69 2 154 2 20 
總    計 280 33 71 156 20 

佔專任教師比例(％) 100% 11.79% 25.36% 55.71% 7.14%
 
95 學年度師資涵蓋 16 學系（所），通識教育中心及體育室，專任教師累計為 248

人。依職級區分教授 25 人、副教授 70 人、助理教授 132 人、講師 21 人。根據表 2-128，
95 學年度全校加權生師比為 28.66：1，日間部加權生師比為 21.19：1，無論是日間部或

全校生師比均超越教育部之基本規定，詳細資料如表 1-9、1-10 所示。 
 

表 1-9  95 學年度全校師資統計表 

教授 副教授
助理 
教授 

講師 項  目 
系所名稱 

各系所教師

人數 
專任客座專任客座專任客座 專技 專任專技

企業管理學系 20 2 2 4 0 11 0 0 1 0 
國際企業學系 15 1 0 3 0 9 0 0 2 0 
會計資訊學系 10 0 1 4 0 3 0 0 2 0 
物流與航運管理學系 16 1 1 3 0 11 0 0 0 0 
財務金融學系 16 3 2 3 0 5 0 0 3 0 
觀光與餐飲旅館學系 18 0 0 8 0 9 0 0 1 0 
空運管理學系 14 0 0 7 0 6 0 0 1 0 
風險管理學系 8 0 1 3 0 4 0 0 0 0 
保全管理學系 4 1 0 2 0 1 0 0 0 0 
資訊管理學系 18 1 0 6 0 10 0 0 1 0 
資訊及電子商務學系 14 1 0 5 0 7 0 0 1 0 
資訊傳播學系 9 1 0 1 0 7 0 0 0 0 
應用英語學系 21 0 0 4 0 16 1 0 0 0 
法律學系 13 1 1 3 0 7 0 0 1 0 
公共事務管理學系 17 1 0 8 0 8 0 0 0 0 
應用日語學系 15 0 1 1 0 10 0 0 3 0 
通識教育中心 14 1 1 3 0 4 0 0 5 0 
體育室 6 1 2 2 0 2 0 1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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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 副教授
助理 
教授 

講師 項  目 
系所名稱 

各系所教師

人數 
專任客座專任客座專任客座 專技 專任專技

小    計 248 15 10 70 0 130 1 1 21 0 
總    計 248 25 70 132 21 

佔專任教師比例(％) 100% 10.08% 28.23% 53.23% 8.47% 
 
表 1-10  94 學年度全校師資統計表 

教授 副教授
助理 
教授 

講師 項  目 
系所名稱 

各系所教師

人數 
專任客座專任客座專任客座 專技 專任 

企業管理學系 17 3 1 3 0 8 0 0 2 
國際企業學系 16 1 0 3 0 9 1 0 2 
會計資訊學系 10 0 1 3 0 3 0 0 3 
財務金融學系 13 2 1 2 0 4 0 0 4 
風險管理學系 7 0 1 2 0 4 0 0 0 
航運與物流管理學系 15 0 0 4 0 10 0 0 1 
觀光與餐飲旅館學系 16 0 0 7 0 7 0 0 2 
空運管理學系 16 0 0 6 0 8 0 0 2 
資訊管理學系 16 2 0 5 0 7 0 0 2 
資訊及電子商務學系 15 1 0 5 0 8 0 0 1 
資訊傳播學系 9 1 0 1 0 6 0 0 1 
應用日語學系 12 0 1 1 0 7 0 0 3 
應用英語學系 18 0 0 1 0 15 0 0 2 
法律學系 11 1 1 1 0 8 0 0 0 
公共事務管理學系 18 1 0 6 0 11 0 0 0 
通識教育中心 12 3 0 3 0 4 0 0 2 
體育室 7 1 0 2 0 0 0 1 3 

小    計 228 16 6 55 0 119 1 1 30 
總    計 228 22 55 121 30 

佔專任教師比例(％) 100% 9.65% 24.12% 53.07% 13.16%
 

(三)、 校地及校舍現況 
1. 校地面積 
本校現有校地約 16 公頃(如表 1-11)，整體校園規劃校區沿高速公路邊緣防高

綠帶之種植，存活率 95％以上，能有效的阻擋來自高速公路的噪音及風砂，

同時栽種數達八千四百株，增加校園之綠化，創造出生意盎然之求學環境。

校區東北角景觀湖泊之建設，佔地將近兩公頃的湖泊，在區域用途上有調節

雨量、進水量的功能，在農業用途上則有儲水、灌溉功能，對本校則有豐富

景觀、未來可提供全校師生休閒場所之功用。在名建築師李祖原先生的精心

規劃下，本校成為一座具有現代感，融合自然與藝術氣息的本土型學園，是

為本學院之校園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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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1 校地面積統計表 

基地座落 桃園縣蘆竹鄉新興段 34 號等 7 筆 
基地 

校區基地面積 16 公頃 

 
2. 校舍面積(請參閱圖 1-2) 
本校各項建築理念秉持：融合自然與藝術的優美環境、蘊藏本土氣息與現代

化設施的建築、富有創意功能的求學環境、展現自由與豪邁的開南精神之四

大原則進行，現有樓地板面積為 107,605.79 平方公尺（詳細請參閱表 1-12），
依 96 學年度全校學生 8,254 人計算，平均使用樓地板面積達 13.04 平方公尺/
人，若不含碩專班與進修部學生而以 6,594 人計算，平均使用樓地板面積達

16.32 平方公尺/人。其各項建築及設施分述如下： 
 
 

圖 1-2 本校建築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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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2  樓地板面積統計表 
序 建物名稱 樓地板面積(㎡) 用途 

1 行政大樓 22,424.36 
門廳、川堂、行政辦公室、各系辦公室、會議室、 
電腦教室、實習教室、羽球場、餐廳、防空避難室、

停車場水箱、機房、梯間 

2 至誠樓 16,685.72 
門廳、川堂、辦公室、國際會議廳、教師休息室、 
教室、教師研究室、研究生研究室、韻律教室、防空

避難室、水箱、機房、梯間 

3 第一宿舍 10,576.26 
門房、宿舍、會客室、交誼廳、休閒室、餐廳、 
防空避難所、梯間、水箱、機房 

4 第二宿舍 13,030.53 
門房、宿舍、會客室、交誼廳、休閒室、餐廳、 
防空避難所、梯間、水箱、機房 

5 永裕體育館 3,072.34 多用途室內體育場 

6 
顏文隆國際會

議中心 
2,358.12 

川堂、會議室、多用途空間、等待室、準備室、教室、

屋頂平台、機房 

7 圖書館 18,710.75 

開架圖書閱覽室、校史室、討論室、閱覽室、辦公室、

電腦室、多媒體室、館長室、國際會議廳、準備室、

貴賓室、研討室、會議室、置物室、研究小間、 
自備變電室、空調機房、機械室 

8 
室內投捕打擊

練習場 
365.24 投捕練習區及打擊練習區 

9 卓越樓 20,382.47 
辦公室、研究室、系辦公室、實驗室、專業教室、 
會議廳、校級研究中心、教授 VIP 室 

合     計 107,605.79  

 
(1). 行政大樓  

由李祖原建築師事務所設計，啟阜建設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承造，本案各

層樓地板面積 22,424.36 平方公尺，如表 1-13 所示。規劃為學校行政區

及綜合性教學使用，外觀宏偉兼具人文氣息，內部設備現代化，全棟採

中央空調冷氣設備。 
目前行政大樓一樓為教務處、學務處、總務處、會計室、軍訓室及電腦

教室、語言教室、普通教學教室，二樓為學系辦公室、通識教育中心、

普通教學教室、國際視訊中心、教師研究室。三樓設有教師研究室、觀

光系實習教室、語言村：東京館、紐約館等，讓學生自然而然地提昇各

種語言能力。四樓設有資訊科技中心、會議室、視聽教室、語言教室、

階梯教室、電腦教室，五樓為創辦人辦公室、董事長室、校長室、研發

處、秘書室、人事室、會議室。六樓為室內活動中心，有舞台、羽球場

等休閒設施。七樓為教師研究室，地下樓還有同學喜歡的餐廳、便利商

店及冷飲吧。 
讓同學除了獲取專業知識、提昇語言能力外，更能調適身心、增進人際

溝通協調能力，也為校園內增添青春活潑的氣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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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3  行政大樓面積表 

層別 各層樓地板面積(㎡) 各層用途 
地下一層 4,562.84 餐廳、防空避難室、停車場 
一層 5,311.54 辦公室、教室、門廳、川堂 
二層 3,793.62 辦公室、教室 
三層 3,168.21 辦公室、宿舍、教室 
四層 2,396.36 辦公室、教室、會議室 
五層 1,526.07 辦公室、會議室 
六層 1,148.26 研究室、羽球場 
七層 392.44 研究室、實習教室 

屋突一層 125.02 水箱、機房、梯間 
合計 22,424.36  

  
(2). 至誠樓 

由聶子文建築師事務所設計監造，友聯建築股份有限公司承造。本建築

為地下一樓，地面七層教學專用大樓，各層樓地板面積 16,685.72 平方公

尺，如表 1-14 所示，配合節約能源，本大樓採獨立冷氣空調設計。地下

層設有普通教室，一樓設有國際會議廳、視聽教室、電腦教室，六、七

樓設有教師研究室，二至五樓分設標準型教學教室、及可容納百人大教

室，設備全採最先進儀器裝置，供學生學習達事半功倍之效。 
 

表 1-14  至誠樓面積表 
層別 各層樓地板面積(㎡) 各層用途 

地下一層 2,360.89 教室、防空避難室、韻律教室、 

一層 2,098.71 
辦公室、教室、門廳、川堂、教室休息室、

國際會議廳 
二層 1,770.93 教室 
三層 2,044.84 教室 
四層 2,044.84 教室 
五層 2,044.84 教室 
六層 2,044.84 教師研究室 
七層 2,014.31 教師研究室 

屋突一層 261.52 水箱，機房、梯間 
合計 16,685.72  

 
(3). 第一宿舍 

本校學生宿舍採高標準建築，由王樹青建築師事務所設計監造，為地下

一層，地面七層，由上大營造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承造。 
男女綜合宿舍，地下層設有福利社，咖啡廳、供 250 人使用之餐廳及學

生社團活動中心等。全棟計宿舍 172 間(男生一至二樓，女生三至七樓，

四人宿舍 169 間，二人宿舍 3 間)，總容納人數為 680 人。一樓有 19 間



 27

四人雅房、二樓到七樓，每層有 25 間四人雅房；一樓設有 3 間套房型宿

舍供 6 位殘障同學住宿，以及會客室、交誼廳(閱覽室)、網路室供住宿

同學休閒上網交誼使用，洗衣部提供同學最佳洗衣服務；每層各有自助

洗衣室 2 間、浴室 2 間、盥洗室 2 間、晾衣場 2 處(男女各一間)，為促

進同學間人際關係之建立，各層都設有休息區供住宿同學使用，如表 1-15
所示。 

 
表 1-15  第一宿舍大樓面積表 

層別 各層樓地板面積(㎡) 各層用途 

地下一層 1,387.80 防空避難室、餐廳、休閒室 

一層 1,280.00 門房、宿舍、會客室 

二層 1,280.00 宿舍、交誼廳 

三層 1,280.00 宿舍、交誼廳 

四層 1,280.00 宿舍、交誼廳 

五層 1,280.00 宿舍、交誼廳 

六層 1,280.00 宿舍、交誼廳 

七層 1,280.00 宿舍、交誼廳 

屋突一 114.82 梯間、交誼廳 

屋突物二 113.64 水箱，機房 

合計 10,576.26  
 

(4). 第二宿舍 
本校學生宿舍採高標準建築，由胡聰寶建築師事務所設計監造，由友聯

建築股份有限公司承造。 
本案為地下一層，地面七層，如表 1-16 所示，男女綜合宿舍，地下層設

有福利社，咖啡廳及餐廳等。全棟計宿舍總容納床數為 968 人；一樓設

有套房型宿舍供殘障同學住宿，以及會客室、交誼廳(閱覽室)、網路室

供住宿同學休閒上網交誼使用，洗衣部提供同學最佳洗衣服務；每層各

有自助洗衣室 2 間、浴室 2 間、盥洗室 2 間、晾衣場 2 處(男女各一間)，
為促進同學間人際關係之建立，各層都設有休息區供住宿同學使用。 

 
表 1-16  第二宿舍大樓面積表 

層別 各層樓地板面積(㎡) 各層用途 

地下一層 2,023.89 防空避難室、餐廳、休閒室 

一層 1,425.40 門房、宿舍、會客室 

二層 1,537.88 宿舍、交誼廳 

三層 1,537.88 宿舍、交誼廳 

四層 1,537.88 宿舍、交誼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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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別 各層樓地板面積(㎡) 各層用途 

五層 1,537.88 宿舍、交誼廳 

六層 1,537.88 宿舍、交誼廳 

七層 1,537.88 宿舍、交誼廳 

屋突一 176.98 梯間、交誼廳 

屋突物二 176.98 水箱，機房 

合計 13,030.53  
 

(5). 永裕體育館 
由財團法人翁黃琴社會福利基金會董事會翁俊治先生(開南商工校友，本

校前任董事)慷慨解囊，捐贈新台幣肆仟萬元，興建體育館。體育館係由

吳享隆建築師設計，友聯建築股份有限公司承造。 
為感謝捐助人之熱心贊助，經董事會決議，敦請翁董事俊治將本館命名

為「永裕體育館」，總面積 3,072.34 平方公尺，如表 1-17 所示。 
 

表 1-17  永裕體育館面積表 
層別 各層樓地板面積(㎡) 各層用途 

一層 3,072.34 室內體育場 

合計 3,072.34  
 

(6). 顏文隆國際會議中心 
由顏文隆先生(開南商工校友，本校董事)慷慨解囊，捐贈興建。為感謝

捐助人之熱心贊助，經董事會決議，將本館命名為「顏文隆國際會議中

心」。 
本案由吳享隆建築師事務所規劃設計，友聯建築股份有限公司承造，總

面積 2,358.12 平方公尺，各層樓地板面積如表 1-18 所示。 
 
表 1-18  顏文隆國際會議中心面積表 

層別 各層樓地板面積(㎡) 各層用途 

一層 1,481.79 川堂、會議廳、等待室、準備室、機房 

二層 635.39 教室 

三層 240.94 多用途空間、屋頂平台 

合計 2,358.12  
 

(7). 圖書館 
圖書館委請胡聰寶建築師事務所進行規劃設計，並由友聯建築股份有限

公司承造。一至四樓與地下室為圖書館使用，以成立之系所學科為館藏

主要蒐集範圍，並擴及其他相關學科為次要蒐藏範圍。運用圖書資料，

以支援教學研究，促進文化與學術發展。現行館藏之書刊資料，包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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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期刊、影帶、光碟、報紙、電子資料庫等。目前計有中外文圖書資

料 220,805 冊；現行中西文期刊 747 種；並有多種光碟及電子線上資料

庫供全校師生檢索使用。未來持續充實各類館藏數量、開設圖書館運用

等課程、研發自動化資訊服務。五樓至七樓為教室、討論室、研究室，

如表 1-19 所示。 
 
表 1-19  圖書館面積表 

層別 各層樓地板面積(㎡) 各層用途 

地下一層 2,924.31 
討論室、閱覽室、辦公室、電腦室、國際

會議廳、準備室、貴賓室、自備變電室、

空調機房 

一層 3,014.99 
開架圖書閱覽室、討論室、辦公室、校史

室、置物室 

二層 2,171.09 
辦公室、館長室、開架圖書閱覽室、研討

室、研究小間 

三層 2,520.67 
開架圖書閱覽室、研討室、會議室、研究

小間 

四層 2,302.14 
開架圖書閱覽室、多媒體室、辦公室、研

究小間 
五層 2,316.51 教室、討論室 

六層 2,088.49 教室、討論室 

七層 1,259.62 研究小間 

屋突一層 201.20 機械室 

合  計 18,710.75  
 

(8). 卓越樓簡介 
卓越樓係委請大師級之胡聰寶建築師事務所進行規劃設計，並由資深友

聯建築股份有限公司承造。地下一層地上十樓，如表 1-20。卓越樓特色

分述如下： 
A. 於開南校園既有的「紅磚」建築群芬圍下，本棟建築是蘊藏本土氣息

的基礎上，營造現代的建築，超越傳統而成「卓越」。卓越樓的基座

樓層，是以傳統建築群圍合成一個開放併融合校園的學習空間；上部

樓層以輕巧現代建築，作為教師、行政國際事務等空間，意涵將以卓

越的決心，展現自由與豪邁的「開南精神」。 
B. 一樓設有國際會議廳以及會議廳，分別可容納 264 人及 179 人，設備

新穎操作容易，整體空間舒適清新。 
C. 一樓設有各院院長室，學生上課如有需要院協助者，快速直接。 
D. 一到四樓多數教室使用多媒體設備，使教學更更活潑，增進教學及學

習效果。 
E. 地面層教室使用分離式冷氣且安裝窗簾，加強空間使用舒適性。 
F. 為體恤教授辛勞，特於五樓設置教授 VIP 室一間鋪設高級地毯暨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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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窗簾，四面皆採光設計，空間寬敞舒適。 
G. 為連接相鄰建築物卓越樓及至誠樓之間設有連通廊道，外觀新穎別具

特色，讓師生可以方便轉換至不同建物，處處有柳暗花明的驚喜。 
 
表 1-20 卓越樓各層樓地板面積及主要用途表 

樓層別 樓地板面積(m2) 主要用途 
10F 587.90 校友辦公室、教師研究室 
9F 1252.66 教師研究室 
8F 1327.88 系辦公室 
7F 1689.42 校級研究中心、教室 
6F 1998.43 教室 
5F 1921.32 教授 VIP 室、國際事務中心、教室 
4F 2060.09 教室、實驗室 
3F 2146.68 教室 
2F 2253.30 教室 
1F 2701.35 院長室、國際會議廳、個案教學專業教室 
B1 2443.44 汽機車停車格 
合計 20382.47  

 
(9). 球場：網球場三座、籃球場三座。球場面積：1,281 平方公尺。 
(10). 運動場：400 米跑道、砂坑一座、足球門兩座、鐵餅練球場兩座、鉛球

練習場一座。面積為 8,090 平方公尺 
(11). 棒球場：面積為 7,692.3 平方公尺。 
(12). 室內棒球練習場：包含投手及打擊練習區、休息室。面積為 365.24 平

方公尺。 
 

(四)、 圖書及儀器設備 
開南圖書館成立係以支援全校師生之教學、學術研究及推廣服務為宗旨，本館

不斷致力館藏及軟硬體設備的充實與提昇，以「充實館藏、提昇服務品質、支援師

生教學及學術研究、啟發師生思維與創新」為首要目標。同時，亦致力推動溫馨書

香開南的閱讀風氣，希冀培養本校師生人文涵養及資訊專業的能力。 
全館提供超過 1,100 席次的閱讀席位，為一無線網路環境，具備「現代化」與

「數位化」功能。提供全校師生各項圖書館服務。 
目前圖書館提供超過 24 萬冊中西日文圖書、提供超過 14,927 種中西日文期刊

(含電子全文期刊)，並提供符合學校教學主題之中西文電子資源。除此之外，圖書

館還提供視聽設備、研究小間及討論室供全校師生使用，充分扮演大學圖書館之典

藏、教育及休閒功能的角色，詳如表 1-21 至表 1-25 所示。 
根據教育部頒令「大學圖書館設立及營運基準法」第十二條規定：大學應寬列

圖書館各項經費，以維持館藏量之合理成長及提供各項服務，其書刊資料費，應由

圖書館統籌編列及運用。第十三條規定：圖書館並應保留書刊資料費一定比例，以

充實一般性圖書資訊及參考館藏。因此本校圖書館的經費、圖書館的圖書及博物

款，以全校各系資源平均運用為原則，系所教師的薦購圖書單為主要採購方向，以

配合教學使用。圖書館期望在與各系配合之餘，也能兼顧到一般性圖書的增購，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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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館藏範圍。典藏品約可分為四類分述如後： 
 

1. 圖書 
本校圖書館藏書量至 97 年 2 月 26 日止，已達 249,519 冊(包含購買及贈閱)。
未來本館將持續購置新書，充實館藏，並朝向『數位圖書館』的方向邁進。

另外本館亦已加入「北區大專院校圖書聯盟」，有助於與他校建立良好的館際

合作關係，共享圖書資源。 
 

2. 期刊 
目前本館提供之中日西文期刊(含電子期刊)總數量為已達 14,927 種，提供作

為全校師生教學研究所需。 
 

3. 電子資料庫 
目前本館提供之中西文電子資料庫總數量為 56 種，提供作為全校師生教學、

研究所需。 
 

4. 視聽資料 
目前本館視聽資料種類包括 CD、VHS、VCD、DVD 及 VOD 等，提供全校

師生使用。視聽資料之館藏發展政策包括由全校師生共同推薦採購，及校內

外單位贈與。至 97 年 2 月 26 止，其總數量已達 3,389 種；提供全校師生觀賞

及教學使用。 
 

表 1-21  圖書館現有設備與館藏資料數量統計表 
項目 

數量 
視聽設備 閱覽席位 圖  書 

期 刊 
(含電子期刊)

資料庫 視聽資料 

數量 70 組 1,167 席 249,519 冊 14,927 種 56 種 3,389 種 
※96 學年度統計至 97.2.26 止 
 
表 1-22  90-96 學年度館藏圖書數量統計(冊)表 
學年度 90 91 92 93 94 95 96 
中日文  25,962  48,670  70,686 173,882 189,597 197,054 200,878
西文  6,308  14,045  18,513 46,923 45,731 48,339 48,641 
合計  32,270  62,715  89,199 220,805 235,328 245,393 249,519

※96 學年度統計至 97.2.26 止 
 
表 1-23  90-96 學年度館藏期刊(含電子期刊)數量統計(種)表 
學年度 90 91 92 93 94 95 96 
中文 166 262 296 368 371 347 202 
日文 0 0 10 10 48 45 47 
西文 84 167 387 369 368 409 14,678 
合計 250 429 693 747 787 801 14,927 

※96 學年度統計至 97.2.26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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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4  90-96 學年度館藏電子資料庫數量統計(種)表 
學年度 90 91 92 93 94 95 96 
中日文 2 7 14 13 11 11 19 
西文 10 8 16 12 14 34 37 
合計 12 15 30 25 25 45 56 

※96 學年度統計至 97.2.26 止 
 
表 1-25  90-96 學年度館藏非書資料數量統計(種)表 
學年度 90 91 92 93 94 95 96 
件數 190 678 1,408 2,494 2,532 3,019 3,389 

※96 學年度統計至 97.2.26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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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辦學理念與特色 
一、辦學理念 

開南大學於 89 學年度正式參加大學聯招，目前全校設有商學院、資訊學院、運輸

觀光學院、人文社會學院，96 學年度計有 22 學系（含 14 個碩士班，7 個碩專班），2
個研究所，97 學年度將增設健康照護管理學院及 3 個學系。96 學年度全校專任教師共

280 餘人，學生約 8300 人。 
本校自創校以來辦學理念秉持開南「至誠」的校訓，並輔以「卓越成長」、「自由開

放」、「青春豪邁」之精神，教授最新知識與技術，培育專業與人文兼備之專業人才，以

服務社會國家。 
自高安邦校長於 96 年 4 月到任以來，特別以 KAINAN（開南）的六個英文字母，

提出本校的教育核心理念，如圖 2-1 所示。K 代表 Knowledge (知識)－將據以強化師生

的專業知識技能，外語及資訊素養能力，以臻教學卓越目的；A 代表 Accountability (責
任感)－將據以落實師生責任感的認知，認同與實行，以臻道德教育目的；I 代表 Integrity 
(至誠)－將據以培養師生以誠實的態度來面對問題，並形成習性，以臻倫理教育目的；

N 代表 Norm (規範)－將據以建構健全合理的教學與行政體系，暨 SOP 作業流程與專業

評鑑制度之運作，以提升教學與行政服務品質；A 代表 Ambition (抱負)－將據以拓展全

校教職員生的全球視野，發展本校成為以教學為重心的國際化卓越大學；N 代表 Niche 
(利基)－將據以掌控趨勢，重點突破，適才適所，配合國家社會的經濟發展脈動，培養

學生跨領域多元化的職場競爭力與就業能力，這六大教育核心理念，便構成本校 97~99
學年度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之基石。 
 
 
 
 
 
 
 
 
 
 
 

 
 
 

圖 2-1  開南教育核心理念架構圖 
 
 

基於上述教育核心理念，本校特別提出三大教育願景，如圖 2-2 所示：提升校譽、

掌握脈動、接軌全球。「提升校譽」係依開南之傳統，秉持開南「至誠」校訓及「開拓

與無畏」的光榮歷史傳承人才；「掌握脈動」在充份掌握台灣政治、經濟及社會的發展

脈動，結合在地優勢，發展本校特色領域專業人才；「接軌全球」則以國際化為教學主

軸，培養學生在面臨全球化的挑戰之下，仍然擁有優異的就業競爭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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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校特色 

 本校位置所在的桃園縣是北臺灣的工商業重鎮，鄰近大台北都會及新竹科學園區，

全國科技產業產值最高，且擁有豐富的觀光資源以及四通八達的交通網路，對於地域性

發展，縮短城鄉差距，扮演極為舉足輕重之角色。根據 2006 年 6 月號「遠見雜誌」，在

2006 年臺灣縣市總體競爭力的排名，桃園縣僅次於臺北市位居全國第二，未來桃園縣將

致力發展成為「一個海空中心」(中正國際航空城及桃園國際港)、「二個都市核心」(桃
園及中壢都市發展核心)、「三個 T 產業」(即運輸 Transportation、觀光 Tourism 與科技

Technology 等三 T 產業)、「四個藝文園區」(客家文化園區、部落文化園區、文化藝術園

區與漁港休閒園區)及「五個發展面向」(即北運籌(大園鄉、蘆竹鄉、龜山鄉)、中政經(桃
園市、中壢市、八德市、平鎮市)、東遊憩(大溪鎮、復興鄉)、南研發(楊梅鎮、龍潭鄉)、
西港產(觀音鄉、新屋鄉)等五個區域)，因此本校的發展與桃園縣的發展政策密不可分。 

由於本校鄰近桃園國際機場，為了迎接將來可能開放的大陸觀光客來台旅遊及兩岸

三通直航政策，本校未來的發展重點之一是培育觀光與旅館、空運管理、運輸科技、物

流管理、資訊研究、外國語文、公務管理、法律與安全等相關人才。例如本校已成立校

級「航運、港埠與物流研究中心」、及「智慧運輸系統與 RFID 研究中心」，整合校內運

輸（陸、海、空）、觀光、資訊研究專才，積極從事相關學術研究，推動國家及區域之

運輸規劃。 
為順應全球數位化革命新經濟之興起，具整合性功能之企業專案管理理念已成為一

股潮流，特別是在歐美先進國家中，專案管理已發展成獨立的整合式學科體系，成為現

代管理學的重要分支之一，因此本校亦於 96 學年度成立專案管理研究所。此外，為因

應企業界對於生產過程、投資業務、商譽維持所產生的風險管理需求，商學院亦設有風

險管理學系，培養專業人員。 
目前全球化的時代已經來臨，為了提升開南大學學生的語文能力，本校除了設有應

用英語及應用日語學系培育專業語文人才外，也設定畢業生應通過全民英檢初、中級考

試及格的標準。此外，為了幫助學生儘早熟悉多元文化，本校還設有國際榮譽學程

(International Honors Program，簡稱 IHP)，此乃全台灣唯一提供外籍學生的四年制大學

教育的學程，全部課程均以英語授課，此一學程除了可以擴大開南的校友至全球各地，

還可提供本國學生與外籍學生互動的機會，培養開南學生地球村與四海一家的觀念。 

圖 2-2 開南大學教育願景圖

開南大學 

教育願景 

提升校譽 掌握脈動 接軌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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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擴張學生的國際視野，近年來，本校已陸續與美國麻省理工學院(MIT)及密西西

比州立大學、英國倫敦政經學院、日本早稻田大學、韓國國立首爾科技大學、中國北京

工業大學、澳洲國立塔斯馬尼亞大學、菲律賓國立大學等 43 所大學締結為姊妹校，並

積極推動學術交流活動及簽訂姊妹校學術交流協議。除了有兩校交換學生及教師之交流

外，更進一步的與日本早稻田大學等五所國外大學簽訂雙聯學制協議，凡是本校學生符

合申請條件者，即可赴國外姊妹校進修 1 年（碩士學位）或 2 年（學士學位），並取得

國內、外雙碩士或雙學士學位。 
華語是世界上主要的語言之一，隨著華人經濟力量的興起，國際華語學習市場急速

擴充。根據 China Scholars Abroad 的統計，2008 年全球約有一億外國人學習華語。鑑於

各國人士對於華語文學習的需求日益迫切，為培育高階華語文教學人才，本校爰於 96
學年度成立華語文教學研究所。 

立法院於 2007 年 3 月通過了行政院所提之「建構長期照顧體系十年計畫」，政府自

2007 年至 2015 年至少將投入新台幣 434 億元，並帶動整體老人照護產業發展，預估將

創造超過 7 萬個相關就業機會。有鑒於國內老人及健康照護產業發展所產生強大的需求

及專業人力相對的缺乏，本校也成立了國內首創之「健康照護管理學院」，以符合社會

脈動並積極服務銀髮族。 
本校自 95 學年度改名開南大學以來，即積極規劃相關辦法提升學生素質及教學與

研究品質，其成效也已逐漸呈現，並以學校所處區位、規模、原有系所及增設系所，規

劃各具特色的教學單位，一方面培育學生良好的知識與品格並促進自我之實現，同時為

國家社會提供高素質的人力資源，特別是對於帶動大桃園國際化工商重鎮的發展具有相

當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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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發展目標與策略 
一、發展目標 

(一)、 本校的 SWOT 分析 
本校屬於新設大學，如能了解本校教育體質的優、劣勢，並分析外部環境對本

校辦學所產生的機會與威脅，將有助於本校在未來發展的過程中，採取穩健、務實，

卻又積極的策略與步驟，能夠早日超越同類型的大學，進而與國內歷史較為悠久的

公、私立大學並駕齊驅。以下為本校之 SWOT 分析，如圖 3-1 所示： 
 

Strengths: 
潛在內部優勢 

Weaknesses： 
潛在內部弱勢 

1.全校建制最新的資訊科技設備，建立數

位化校園環境。 
2. 自卓越樓完工啟用後，教學、研究及行

政空間更形充裕。此外，本校土地面積

足以支援中長程校務發展，且台北縣迴

龍尚有大片土地可開發成第二校區。 
3.新興學校的組織文化可塑性高，教職員

年齡普遍較輕，具有發展空間與潛力。

4.擁有開南商工八萬校友做為後盾，開南

商工相關雄厚資源是學校未來發展最

重要之支柱。 
5.優異的行政團隊，由高校長延聘國內知

名學者擔任一級主管與學院院長，共同

推動校務發展，展現令人耳目一新的辦

學動能。 
6.校務規模完整適中，小巧具有彈性，能

提高行政效率。 
7.董事會運作健全，全體董事均無私奉

獻，全力支持校務發展。 
8.本校師資年齡在 35-45 歲間者佔最大的

比例，富有教學熱忱與研究企圖心。 
9.大桃園地區唯一結合商業管理、觀光航

管、資訊科技、人文社會、健康照護五

大學群為主要特色的大學校院。 
10 學校地理位置佳、交通便捷，有利於學

術交流。 
11.本校正處於台北—桃園—新竹的台灣

工商業主軸線，有助於學生未來畢業的

就業或進一步深造。 
12.位於全國最大之工業縣—桃園縣，鄰近

台灣之國際聯絡窗口—中正機場，掌握

地利之便，適宜發展觀光、空運、物流

等具有特色之產學合作。 

1.學校新設期間資金壓力大，財務收支平衡

待努力。 
2.新設學校國內外知名度較為不足，不易招

收優秀學生。學生普遍缺乏自信心，需要

付出更多心力加以輔導鼓勵。 
3.外界容易將本校與“開南商工”產生混

淆。“開南商工”屬於技職教育體系，本校

則屬於新設之一般大學。 
4.過去幾年人事異動較為頻繁，各項行政經

驗不易傳承，制度建立不易。 
5.學校一、二級單位與教職員生互動溝通管

道尚待建立。 
6.全校教職員生數位科技使用能力待加強。

7.師資年輕化，但相對缺乏教學、研究、產

學實務經驗。 
8.行政職員專業素養、服務品質、國際化視

野待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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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開南商工位於台北市中心，本校可利用

其地利優勢，結合教學資源，形成台北

－桃園相互呼應的教育體系。 
Opportunities: 
潛在外部機會 

Threats: 
潛在外部威脅 

1.教育部鼓勵大學院校走向國際化，並訂

有相關鼓勵措施，本校可積極推動國際

合作。 
2.台灣正處於知識經濟的時代，民眾對於

提高學歷的需求增加，有利於本校的碩

士（專）班招生工作。 
3.社會上終身學習的觀念漸趨成熟，大學

回流教育人口持續成長，招生來源更趨

多元。 
4.根據「私立學校法」規定，凡透過教育

部核准立案的「財團法人私立學校興學

基金會」捐款私校設置私校興學基金

會，捐資私校可享免稅優惠，此法有助

於本校增加財源。 
5.政府教育政策逐漸鬆綁，大學教育的自

主彈性增加，有利於本校針對特色領域

辦學。 

1.國內同質性新設大學林立，彼此競爭度極

高。 
2.台灣加入 WTO 後，開放外國來台設校招

生，將會吸引本地學生就讀。 
3.台灣出生率降低，未來學生數目將會逐年

減少，對招生形成壓力。 
4.未來倘教育部開放承認大陸學歷，可能吸

引台灣學生赴大陸就學，對招生形成壓

力。 
5.國家整體教育資源有限，教育部對私校的

經費補助有限，加以募款不易，不利財務

發展。 

圖 3-1  開南大學之 SWOT 分析圖 
 

(二)、 發展願景 
回顧開南大學從創立以來，由「管理類型多學群」之單科大學，逐漸發展成為

目前具有人文社會、商業管理、資訊科技、觀光航管、健康照護等五大領域的綜合

大學，每一步都留下全體師生教職員努力的足跡。 
展望未來，基於上述 SWOT 分析之，本校宜善用地利之便與豐富的開南校友

資源，掌握國家整體經濟發展的脈動，積極發展兼具理論與實用之各類系所，使本

校成為成為具備「一流師資」、「一流研究」、「一流教學」、「一流服務」、注重「倫

理輔導」的卓越大學。 
目前大部分學系均已設置碩士班或碩專班，未來將繼續提升師資水準，朝向增

設博士班的方向努力，使開南成為一所卓越的教學與研究兼顧的大學。 
 
二、發展策略 

一所優良的大學，必須有篤實的教育活動，全方位的經營理念，包含「前瞻性的規

劃、國際性的視野、人性化的關懷」，這也是大學教育應有的責任與使命。過去的開南

商工不僅歷史悠久而且辦學績效卓著，如今的開南大學將秉持此一優良傳統，以快速穩

健的步伐，配合時代的脈動和國家整體經濟發展的需要，朝一流大學的目標邁進。 
本校的定位是發展成為一所「以教學為重心的國際化卓越大學」，目標在培育具有

優良品德、專業能力、職場倫理、工作合群的學生，讓畢業生在產業界具有就業能力與

競爭力，為達成此目標，未來的發展策略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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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教學卓越： 
1. 繼續遴聘優秀的專任教師，進一步提高生師比 
2. 改進教師教學方法並落實教學評鑑制度 
3. 逐步增加英語授課課程 
4. 建置優質的電子化教學環境 

(二)、 激勵教師： 
1. 建立完善、嚴謹並合理化的教師升等與評鑑制度。 
2. 改進並落實專任教師及研究人員研究獎勵辦法 
3. 延攬優秀國內外知名學者來本校任教。 
4. 建立研究團隊，提升教師研究能量。 
5. 鼓勵教師自我發展，如國外短期進修、參加國際學術會議並發表論文、撰寫

優良學術研究論文及專書、赴國外從事博士後研究等。 
6. 推動專業必修科目併班教學制度，減少專任教師授課之鐘點時數，鼓勵教師

從事研究與升等。 
(三)、 照顧學生： 

1. 輔導學生報考各類證照考試 
2. 提升學生外語能力及資訊能力 
3. 除了輔導學生辦理助學貸款外，並且提供更多獎、助學金和工讀機會。 
4. 透過產學合作及各類實習及就業輔導課程，積極輔導學生就業 
5. 加強學生訓輔工作，重視品德教育與生命教育，關注學生的身心健康發展，

針對行為偏差高危險群及身心障礙學生，提供特別的輔導與協助。 
6. 加強學生社團的輔導。 
7. 落實導師制度及任課教師辦公室時間(office hours)，建全學生課後學習輔導機

制，定期舉辦導師輔導知能研習活動。 
(四)、 促進溝通： 

1. 促進各類校務資訊的透明化。 
2. 提升各類會議流程的效率。 
3. 加強院、系、所之間的各項合作與交流。 
4. 加強校園性別平等教育 
5. 強化畢業校友的聯繫。 

(五)、 調整組織： 
1. 進行系所整併、增設跨領域學分或學位學程。 
2. 建立多元化及專業化的國際學程。 
3. 強化終身教育部的功能，開設符合在地需求之碩士在職專班與推廣教育學分

班。 
(六)、 改善課程： 

1. 推動大學部共同必修學程。 
2. 推動研究所共同核心課程。 
3. 各院系所設置課程檢討委員會，定期檢討規劃課程，並邀請產學界專家提供

建議。 
4. 強化數位化學習系統和遠距教學。 

(七)、 更新環境： 
1. 改善教學與研究空間的使用效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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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賡續購置教學與研究所需的軟、硬體設備，包括圖書的購置、實驗室的建置

等。 
3. 落實校園環境的安全，定期舉辦校園防救災教育與宣導。 
4. 推動綠化工作與節約能源措施。 
5. 加強校園無障礙空間的設置。 

(八)、 前進國際： 
1. 增加與國外一流大學的合作交流，繼續推動雙聯學位的簽訂、互派更多的交

換學者及學生。 
2. 擴大國際宣傳，吸引更多國際學生來本校就讀。 
3. 積極辦理大型國際學術研討會，邀請國際著名學者來校演講。 
4. 鼓勵師生投稿知名的國際學術期刊，提升本校的能見度。 

(九)、 關懷社會： 
1. 透過各類服務性社團，鼓勵學生積極參與社區服務。 
2. 重視推廣教育，發展遠距教學課程，滿足桃園地區民眾進修與求知的需求。 
3. 加強產學合作，使本校的教學研究能配合國家的發展趨勢，滿足產業界的人

才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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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未來三年整體發展規劃 
一、系所增設及調整 

(一)、 97 學年度(已獲教育部核定通過) 
1. 因應台灣人口老化的趨勢，成立「健康照護管理學院」，下設「保健營養學系」、

「銀髮養生環境學系」、「銀髮健康促進學系」，將可培養健康照護產業所需的

各種人才。 
2. 原「保全管理學系」更名為「安全暨科技管理學系」，「華語文教學研究所」

更名為「台灣華語教學研究所」。 
(二)、 98 學年度 

1. 商學院「會計資訊學系」擬更名為「會計學系」。 
2. 人文社會學院「台灣華語教學研究所」擬更名為「華語文教學研究所」。 
3. 運輸觀光學院學士班五個學系擬採取大一不分學系，由學院招生，名稱為「運

輸觀光學院大一不分系學士班」。 
4. 資訊學院「資訊科學學系」改名為「資訊工程學系」，並與「數位科技學系」

整併。 
5. 資訊學院擬申請新增「創意產業與數位整合學士學位學程」。 
6. 運輸觀光學院擬申請設立「地理資訊系統應用學士學位學程」。 
7. 商學院、資訊學院、運輸觀光學院的「進修學士班」與「碩士在職專班」均

改由學院辦理招生。 
(三)、 99 學年度 

1. 運輸觀光學院「物流與航運管理學系」擬增設博士班。 
2. 人文社會學院「公共事務管理學系」擬增設博士班 

 
二、推動國際合作與交流 

(一)、 有鑑於全球化與國際合作的時代來臨，為培養具有國際視野並熟悉多元文化

的開南大學學生，本校近年來積極與國外大學建立姊妹校合作關係，選派成

績優異的學生赴姊妹校進修，如今已見成效。 
本校從 2005 年開始與麻省理工學院(MIT)商討合作事宜，2008 年 1 月雙方根

據 MIT 提供的傳播論壇、比較媒介研究及文學研究三個領域，簽訂 2008 年

至 2015 年的長期學術交流合作協定。協定內容包括本校每學期可遴選兩名學

生，於獲得 MIT 審核通過後，至 MIT 修課。其次，協定內容規定開南及 MIT
每學期可互派學者，訪問交流；雙方也將在開南大學共同舉辦國際研討會。 
開南大學是全國唯一與 MIT 簽訂學術合作交流協定的大學；除了 MIT，本校

也和日本早稻田大學共推雙聯學位，未來並將持續與美國布朗大學、長春藤

名校等學校，協商發展合作關係。 
(二)、 為拓展本校國際學術合作網絡，強化教師之研究能力，提升本校學術地位及

知名度，目前已積極整合各學院系所之專業研究師資，成立數個校級研究中

心，定期辦理國際性學術研討會，例如「開南大學航運、港埠與物流研究中

心」成立以來，已舉辦兩場國際性會議，更與國際上 9 所知名學術研究機構

簽訂合作備忘錄，並經常邀請國外知名專家學者蒞校參訪、演說。 
此外，96 學年度已成立「開南大學國際勞動與發展研究中心」，未來該中心將

積極爭取政府相關機構資源，培育研究國際勞動與國際發展之人才，並且逐

步建立與亞洲相關學術研究機構、國際組織、及國際非政府組織之合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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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該中心成為亞洲地區相關議題研究之卓越機構。 
未來三年內，本校將繼續評估國內外政經環境，審度本身具備條件，整合各

類行政資源，培養專業研究團隊，繼續評估設立具有特色之校級研究中心，

以推動國際學術合作與交流。 
 

三、籌建觀光實習旅館 
本校已申請修正建蔽率 15%之上限規定，如獲同意，將可興建觀光實習旅館。 

 
四、籌建銀髮族養生村 

本校迴龍校地景觀、視野極佳，未來擬規劃籌建養生村。 
 
五、學生人數及生師比概況 
 
表 4-1   97-99 學年度全校預計招收學生人數及生師比概況表 

日間學

制學生

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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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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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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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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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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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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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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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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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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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上

師

資

比 

大

學

部

碩

士

生

大

學

部

碩

士

生 

日

間 
全

校 
日

間

全

校

97 

(擬) 

48 77 153 17 295 150 7 339.5 15.9%  92.1% 7306 342 1800 272 23.53 30.44 22.53 28.63

98 

(擬) 

54 97 136 14 295 150 7 339.5 17.9% 93.0% 7531 342 1580 272 24.20 30.45 23.19 28.65

99 

(擬) 

59 106 120 10 295 150 7 339.5 19.5% 94.4% 7581 342 1360 272 24.34 29.95 23.34 28.14

 
備註： 

1. 專兼任教師總數即專任教授、專任副教授、專任助理教授、專任講師、專任專業技術人員、

軍訓教官、護理教師及可折算專任教師之兼任教師數之和。 
2. 可折算專任教師之兼任教師數：兼任教師以四名折算一名專任計，但以兼任列計之教師折算

數不得超過實際專任教師數的三分之一，超過者不計。 
3. 上列教授含客座教授在內，副教授含客座副教授在內，助理教授，講師含專業技術人員在內。 
4. 計算教授比和助理教授比時，專任教師總數含軍訓教官在內。 

 
 
六、師資及支援人力 

96 學年度已將助理教授以上之師資比提高到 93.57 %，今後延攬專任師資均以博士

師資格考量，預計於 99 學年度時，達到助理教授以上師資比例 96.61 %之目標。本校已

公佈 97 學年將增聘至少 15 位博士或助理教授以上國內外優秀師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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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因應全校系所學生數增加，除增聘優秀師資外，擬聘更多的職員，以加強行政效

率。93~96 學年度擬聘的職員人數，如表 4-2 所示： 
 

表 4-2   97-99 學年度擬聘職員人數表 
學年度 97 98 99 
編制員額 79 89 99 
約聘人員 81 71 61 

 
七、圖儀設備 
 
表 4-3   97-99 學年度圖儀設備購買規劃表 

學年度 
計劃項目    97 98 99 

圖書、期刊、視聽

資料、電子資料庫

及圖書相關設備 

. 增購圖書約

5,000~10,000 冊。 
. 新增視聽資料及期

刊 50~100 種。 
. 新增線上電子資料

庫 5~10 種。 

. 增購圖書約

5,000~6,000 冊。 
. 新增視聽資料及期

刊 30~50 種。 
. 新增線上電子資料

庫 5~10 種。 

. 增購圖書約

5,000~6,000 冊。 
. 新增視聽資料及期

刊 30~50 種。 
. 新增線上電子資料

庫 5~10 種。 

 
未來三年基於圖書資源共享、有效掌握人力資源和經費分配，支援教學研究及加強

讀者服務，並配合本校系所同步成長，朝向研究型之綜合性 E 化圖書館，成為北臺灣地

區多元學習之圖書資訊中心為目標。 
為了配合學校持續發展為國際一流大學之構想，圖書館採購現期中、西文期刊將是

重點中的重點。採用的策略為逐年編列款項，預算要逐年加高預算水平，即期刊的預算

佔圖書資料預算的比例要有逐年增加的趨勢。 
 
八、校舍建築 

(一)、 中程計畫 
1. 第二教學大樓卓越樓已於 97.3.26 正式起用，B103、B110 會議廳提供專業設

備及空間，可在校內舉辦大型研討會等活動。卓越樓 6 樓將規劃為育成中心，

提供校內外產學合作使用，落實理論與實務。 
2. 增設 30 間實驗室供各院系所老師學生研究計論，並持續規劃健康照護管理學

院實驗室 2 間。 
3. 卓越樓增設 42 間獨立研究室供各院系所老師學生研究討論，依教師人數成長

持續增設獨立研究室供老師運用(全校共計有 275 間教師研究)。 
4. 97 學年第 1 學期新設之健康照護管理學院及保健營養學系、銀髮養生環境學

系、銀髮健康促進學系，設於卓越樓 8 樓。 
(二)、 長程計畫 

1. 受限全校建蔽率 15%之限制，影響校內未來規劃，已進行評估，申請修正建

蔽率 15%之上限，以因應未來發展。 
2. 新建學人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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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財務狀況 
本校中長程經費規畫係依校務發展計畫訂定，力求收支平衡，各項收支預估情形如

表 4-4 至表 4-6 所示： 
 
(一)、 本校 94-96 學年度預計各項收入佔總收入比例：    

 
表 4-4   本校 94-96 學年度預計各項收入佔總收入比例表 

單位：元 
學年度 97 學年度 98 學年度 99 學年度 

收入項目  金    額 百分比 金    額 百分比 金    額 百分比

學雜費收入 794,072,244 80% 807,599,364 78% 820,317,208 77% 
推廣教育收入及 
其他教學收入 

37,134,000 4% 43,000,000 4% 50,000,000 5% 

建教合作收入 50,000,000 5% 60,000,000 6% 60,000,000 6% 
補助收入及捐贈收入 90,000,000 9% 107,000,000 10% 112,000,000 11% 

財務收入 3,500,000 0% 3,500,000 0% 3,500,000 0% 
其他收入 14,999,000 2% 15,748,950 2% 16,536,398 2% 
總收入 989,705,244 100% 1,036,848,314 100% 1,062,353,606 100%

 
(二)、 本校 94-96 學年度預計經常門各項支出佔總收入比例：    

 
表 4-5   本校 94-96 學年度預計經常門各項支出佔總收入比例表 

單位：元 
學年度 97 學年度 98 學年度 99 學年度 

支出項目 
金    額 

百分比  
(支出/總
收入) 

金    額
百分比  

(支出/總
收入) 

金    額 
百分比  

(支出/總
收入) 

總收入 989,705,244 907,827,880 976,980,186
董事會支出 1,068,870 0.1% 1,068,870 0.1% 1,068,870 0.1% 
行政管理支出 145,800,271 15% 153,741,687 17% 161,109,799 16% 
教學研究及訓輔支出 

501,601,124 51% 531,669,703 59% 556,797,165 57% 

獎助學金支出 32,850,000 3% 36,850,000 4% 39,850,000 4% 
推廣教育及 
其他教學支出 18,516,100 2% 20,500,000 2% 24,500,000 3% 

建教合作支出 45,000,000 5% 54,000,000 6% 54,000,000 6% 
財務支出 18,750,000 2% 17,932,500 2% 14,690,500 2% 
其他支出 4,976,400 1% 5,474,040 1% 6,021,444 1% 
經常門支出總計 768,562,765 78% 821,236,800 90% 857,737,779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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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配合本校未來朝向成為國際一流優質大學之發展目標，所需經費及教育獎補

助款分配如下表： 
 
表 4-6   本校所需經費及教育獎補助款分配表 

單位：元 
97 學年度 98 學年度 99 學年度 學年度 

 
項目 所需經費 

教育部補

助經費 
所需經費

教育部補

助經費 
所需經費 

教育部補

助經費 
1.改善師資、教師研

究獎勵及推動國際

學術交流 
50,000,000 25,000,000 55,000,000 30,000,000 60,000,000 35,000,000

2.圖書期刊等圖書館

相關軟硬體設備 
24,000,000 20,000,000 30,000,000 25,000,000 35,000,000 25,000,000

3.充實改善教學軟硬

體設備 
40,000,000 30,000,000 40,000,000 30,000,000 40,000,000 30,000,000

4.辦理訓輔相關工作 5,000,000 1,000,000 6,000,000 1,500,000 6,000,000 1,500,000

合  計 119,000,000 76,000,000 131,000,000 86,500,000 141,000,000 91,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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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自我評鑑制度 
 

本校自民國 89 年創立以來，對於教學、研究及各項行政支援的工作，一直要求高

品質的水準與成效，因此各單位對於各項經常性校務工作常進行小規模評鑑，隨時檢討

改進，務求盡善盡美，例如，本校已訂定有「開南大學教師績效評量辦法」、「開南大學

教師教學與服務成績考核辦法」、「開南大學教職員工考核辦法」、「開南大學專任教師及

研究人員研究獎勵辦法」等各類考核與獎懲辦法。此外，每學期均實施教學評鑑，除將

結果送交任課教師參考外，並委請系所主管對於所屬教師之教學情形予以關心。 
本校迄今已實施數次教學單位及行政單位自我評鑑計畫，第一次是在 92 學年度第

二學期五、六月間實施，第二次則是為配合教育部 93 學年度「大學校務評鑑規劃與實

施計畫」而於 93 年 9 月正式實施的「93 學年度校務及學類評鑑計畫」。 
97 年 4 月，本校並接受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金會實施的「系所評鑑」，在

此之前，本校已於訂定「開南大學校務及系所評鑑辦法」、「開南大學各級研究中心評鑑

辦法」、「開南大學校務及系所評鑑委員會組織暨實施細則」等相關辦法，並於 96 年 12
月起陸續實施各系所的自我評鑑。透過此次系所評鑑，本校得以針對現有缺失作改善與

調整。 
未來本校將持續進行系所自我評鑑，針對 97 年度上半年系所評鑑報告之意見，提

出「自我改善計畫與執行成果」或「自我改善結果表」等相關資料，針對未來高等教育

評鑑中心定期的評鑑，本校業已建立一套自我評鑑機制。 
 

一、評鑑委員會之組成 
依據「開南大學校務及系所評鑑辦法」、「開南大學校務及系所評鑑委員會組織暨實

施細則」，本校校務及系所評鑑委員會為本校教育評鑑決策組織，由校長、教務長、學

務長、總務長、研發長、主任秘書、圖書館館長、會計主任、人事室主任、資訊科技中

心主任、推廣教育部主任、進修部主任及各學院院長組成，並由校長擔任召集人，研發

長為執行秘書。負責規劃、推動、考核、追蹤評鑑事務。 
本校的評鑑工作分為三個層次，各層次分設小組，依次執行：第一層次為校評鑑小

組，第二層次為各一級單位評鑑小組，第三層次為系所評鑑小組。校評鑑小組除對各一

級單位作外部評鑑外，同時對校本身作自我評鑑，本校每三年定期實行評鑑。 
各一級單位評鑑小組，由各該一級單位主管（兼召集人）為當然成員，其評鑑小組

組成暨實行辦法由各單位另定之。各一級單位每三年定期實行評鑑，並將評鑑結果送校

評鑑小組審議。 
至於各系所自行組成評鑑小組，由系（所）主任（兼召集人）為當然成員，其評鑑

小組組成暨實行辦法由各系所自定，並報本委員會核備。各系所每三年定期實行自我評

鑑，並將評鑑結果送校評鑑小組審議。 
為使本校校務及系所評鑑推動順遂，廣徵雅言，評鑑委員會得邀聘國、內外企業領

袖、教育評鑑專家學者五至七人擔任本校校務及系所評鑑顧問。 
 至於本校各級研究中心，成立滿二年後需接受第一次評鑑，爾後每三年評鑑一次。 
 
二、評鑑的指標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實施系所評鑑的指標包括 5 大項： 
(一)、 目標、特色與自我改善； 
(二)、 課程設計與教師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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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學生學習與學生事務； 
(四)、 研究與專業表現； 
(五)、 畢業生表現。 
未來本校在校務發展、教學、研究、學生輔導與畢業生聯繫等各項工作，均將以上

述 5 項指標作為規劃依據，並納入校務發展計畫書的重點。 
至於本校各級研究中心的評鑑項目，則涵蓋下列 9 項指標： 
(一)、 實際發展方向與中心成立宗旨及任務之相符性； 
(二)、 符合設置宗旨之研究成果、服務活動、人才培訓、以及校內教學研究配合情

形； 
(三)、 參與研究中心營運人員及其具體貢獻； 
(四)、 支薪之專、兼任人員聘僱情形； 
(五)、 年度經費收入支出總額； 
(六)、 相關管理制度之建立情形； 
(七)、 未來三年之展望； 
(八)、 中心對外爭取之資源及其成效； 
(九)、 其他與中心發展具體相關事項； 
 

三、評鑑預期效益 
大學評鑑是長期性的工作，也是提升大學水準的重要工具之一，政府為提升高等教

育品質，今後仍將積極推動高等教育評鑑，評鑑的目的，是希望提升大學辦學與教學的

品質，也是本校努力的目標之一，因此本校將努力準備迎接未來的評鑑工作，更希望藉

評鑑達成下列預期之效益： 
(一)、 在教學方面：藉由評鑑能徹底了解教學之成效與困境，藉以改善教學品質，

提升本校畢業生升學、就業的競爭力。 
(二)、 在研究方面：定期評鑑是本校教師提升研究能量的重要動機之一，透過評鑑

可獎優汰劣，提升本校整體研究水準，使開南大學邁向卓越大學。 
(三)、 在行政方面：藉由評鑑可落實行政資源之整合與運用，並提昇本校行政輔助

教學的效能。 
(四)、 在機制方面：改變是所有組織生存的重要因素，定期評鑑可使各級評鑑委員

會不至於流於形式，使評鑑工作真正發現缺失，自我改善。 
(五)、 在指標方面：配合各類評鑑，將可建立合宜、客觀、公正之評鑑指標，使各

級教學及行政單位在推動業務時有所本，共同為提升開南大學成為一流大學

而努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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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各單位計畫內容 
一、行政單位 

(一)、 教務處 
1. 現有組織架構 
本處設有教務長、秘書各一人，以及課務組、註冊組、招生推廣組、教學資

源中心四組。 
 
 
 
 
 
 
 
 
 
 
 
 
 
 
 
 
 
 
 
 
 
 
 
 
 

 
圖 5-1  教務處組織架構圖 

 
(1). 課務組：負責排課、選課之所有相關業務。 

A. 組織編制：組長一名、辦事員三名。 
B. 成員學歷與專業分工 

 
 
 
 
 
 

教 務 長 

林 基 煌 

  秘書  彭美珠 

課 務 組 

曾秋蓮組長 

辦事員 

郭惠姍 

吳馥羽 

陳純菁 

教學資源中心 

杜念慈主任 

組  員 

黃邦傑 

 

約聘人員 

許富琮 

招生推廣組 

李愛花組長 

辦事員 

陳郁樺 

 

約聘人員 

李元玉 

註 冊 組 

陳欣怡組長 

組  員 

陳惠玉 

 

約聘人員 

許舒涵 

陳郁敏 

蔡靜宜 

陳映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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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課務組組織成員職掌表 
職稱 姓名 業務職掌項目 

組 
長 

曾秋蓮 

綜覽管理全組各項業務之協辦、覆核與管理 
課務相關法規之修訂 
統籌排課時程訊息相關資料 
統籌選課相關訊息資料(含新生入口網站選課相關資料) 

辦 
事 
員 

郭惠姍 

商學院及資訊學院學生選課問題洽辦業務。 
學期開課必修帶入及配班作業。 
學期體育課程興趣選項登記分發事宜。 
各選課階段操作系統之修課人數計算 
彙整學生停修申請資料。 
各學期課程上網建置於教育部指定網站 
本組網頁維護、課務宣傳公告事宜 
各開課單位歷年課程建檔管理(含新開課程、課程替換、課程英文

名稱及使用抵免學分課程編號) 
本組電子郵件 Q&A 
人工加退選審核後資料匯入管理 
學期選課人數爆班通知與處理 
彙整學期退撫基金所需全校學生修課學分數資料。 
刪除不在學學生課程資料 
外籍生選課資料管理 
彙整課程量化資料 

辦 
事 
員 

陳純菁 

運輸觀光學院及人文社會學院學生選課問題洽辦業務 
學習護照課程彙整作業 
全校授課教師資料建檔與管理 
教師教學計畫表收集彙整 
歷年全英語授課資料統計 
扣考公告及通知 
彙整學期選課學分數不足通知與處理(含勒令休學作業) 
考試舞弊處理相關事宜 
彙整學期各系所課程清單作業 
學期修課跨部超過 6 學分通知與處理 
製發及回收學期學生修課明細簽名確認單 
彙整通知碩士班修碩專班需補繳學分費事宜 
學期課程異動(含加開、停開)資料彙整 
雙聯制學生選課資料管理 
統一排考作業事宜 
本組單位採購、核銷作業及印刷室機器之管理與維護 

辦 
事 
員 

吳馥羽 

彙整學期教師授課表 
彙整學期班級課表 
彙整學期教室課表 
教師授課證明之製發 
各年度必選修及畢業學分數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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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稱 姓名 業務職掌項目 
學期各種課程教師授課時數量化資料統計彙整 
期中期末考卷印製管理 
英文會考作業彙整 
承辦暑修(報名、開課、排課、排教室及計算鐘點費等) 
承辦校際選課(含量化統計) 
承辦排、借教室、教室異動 
承辦教師授課時數計算與核對 
承辦教師調、補課事宜與管理 
承辦校課程委員會議事宜 
承辦課程規劃彙整  
開學後課程時段異動相關事宜(含教室調整及公告) 
各單位申請印刷作業管理 
英文會考作業彙整 

C. 工作任務 
(A) 開課、排課、選課業務。 
(B) 減修、停修申請。 
(C) 暑修開課。 
(D) 召開校課程委員會（校定必、選、通識、學程科目學分及內容，

各學系課程配當之審訂）。 
(E) 教師授課時數統計。 
(F) 統一排考。 
(G) 教室管理及借用。 
(H) 校際合作開課相關業務。 
(I) 教師請假、調、補課申請。 
(J) 每學期課程上傳至教育部指定網站。 
 

(2).  註冊組：負責學籍、成績之所有相關業務。 
A. 組織編制：組長一名、組員一名、約聘人員四名。 
B. 成員學歷與專業分工 

 
表 5-2   註冊組組織成員職掌表 
職稱 姓名 業務職掌項目 

組 
長 

陳欣怡 
綜覽管理全組業務 
學籍、成績相關法規之修訂 
統籌新生入學須知暨新生入口服務網之相關資料 

組 
員 

陳惠玉 

資訊學院各學系(所)學生成績及學籍管理 
大學部新生之報到、學籍系統資料彙整 
統籌畢業生資格審核、學位證書等相關事宜 
彙整本校增設系(所)(組)或變更授予學位中、英文名稱調查等報部

事宜 
維護在校生之公務人員終身學習入口網站資料更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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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稱 姓名 業務職掌項目 
中文學位證明書之補發 
工讀生之訓練管理 
維護更新「大專校院資料一覽表」網頁內容 

約 
聘 
人 
員 

陳郁敏 

商學院(會資系、財金系、保全系、物業系、國際榮譽學位學程)
學生成績及學籍管理 
大學運動績優新生之報到相關事宜 
維護註冊繳費學生名單及學籍資料（休、復、退學） 
公文收發歸檔、及全校學生人數統計報部 
英文在學證明及學位證明書之製作補發 
組內財產、物品之採購管理 

約 
聘 
人 
員 

許舒涵 

人文社會學院各學系(所)學生成績及學籍管理 
進修學士班及碩士班推甄入學新生之報到、學籍系統資料彙整 
彙整新生資料袋之定稿、寄發等相關事宜 
中文在學證明之製發 
學生證遺失申請製作補換發 
負責學期、歷年、暑修成績及成績更正等相關業務 
彙整學業勒退學生名單及學籍異動處理 

約 
聘 
人 
員 

陳映芝 

商學院(企管系、國企系、風管系、行銷系)學生成績及學籍管理 
碩士班考試入學新生之學籍資料維護與彙整 
碩士班學位論文口試申請資料彙整及核銷處理作業 
校際選修之成績處理作業 
彙整全校前三名學生名單 
辦理學分學程說明會暨受理學分學程證書製發等相關事宜之統籌 

約 
聘 
人 
員 

蔡靜宜 

運輸觀光學院各學系(所)學生成績及學籍管理 
轉學考新生之報到、學籍系統資料彙整 
新生學分抵免相關事宜 
轉系申請暨學分採認等相關事宜 
輔系、雙主修彙整及相關事宜 

 
C. 工作任務 

(A) 各學系學生之學籍資料管理：休學、退學、復學。 
(B) 各學系學生之成績管理：學期、暑修、校際選課成績。 
(C) 召開轉系審查會議。 
(D) 輔系、雙主修、轉系。 
(E) 新生學籍編高處理。 
(F) 碩士班學生學位考試。 
(G) 審核及補(換)發學位證書、學生證。 
(H) 製發中英文在學、休學、修業等項證明書。 
(I) 報部「大專院校定期公務統計報表」。 
(J) 新生入學須知內容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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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招生推廣組：負責入學考試、招生宣傳活動之所有相關業務。 
A. 組織編制：組長一名、辦事員一名、約聘人員一名。 
B. 成員學歷與專業分工 

 
 
表 5-3  招生推廣組組織成員職掌表 
職稱 姓名 業務職掌項目 

組 
長 

李愛花 

招生推廣組各項業務之推動與管理 
招生推廣組各項業務之協調與經費處理  
「考試分發」、「海外聯招」、「身心障礙」、「運動甄審」等入學招

生簡章內容調查與彙整 
招生祖組相關法規之修訂 

辦 
事 
員 

陳郁樺 

主要負責「大學部甄選入學」、「轉學考」、「第二學期轉學考」等

各項招生事宜： 
(a)各項招生名額調查及簡章修訂，網路招生訊息資料更新 
(b)召開各項招生委員會（核定簡章、名額、錄取標準、申訴疑

義） 
(c)各項招生考試入學（報名、成績登錄、放榜、備取通知）相

關業務 
(d)各項招生考試相關資訊蒐集、彙整與分析（含招生人數資料

統計） 
籌編招生宣傳文宣及各項招生動態花絮：「開南校訊」、「開南校友

通訊」等相關單位  
辦理「研究所博覽會」、「大學博覽會」等招生宣傳活動 
招生推廣組公文收發歸檔與管理 
工讀生訓練與管理 

約 
聘 
人 
員 

李元玉 

主要負責「碩士班甄試」、「碩士班考試」、「運動績優考試」、「進

修學士班」等各項招生事宜： 
(a)各項招生名額調查及簡章修訂，網路招生訊息資料更新 
(b)召開各項招生委員會（核定簡章、名額、錄取標準、申訴疑

義） 
(c)各項招生考試入學（報名、成績登錄、放榜、備取通知）相

關業務 
(d)各項招生考試相關資訊蒐集、彙整與分析（含招生人數資料

統計） 
校系簡介及相關招生推廣宣傳活動 
蒐集各大學校院之宣傳及各項招生資訊 
安排參加高中職自辦「大學博覽會」及宣傳活動 
招生推廣組財產管理 
招生推廣組公文收發歸檔與管理 

 
 
 



 52

C. 工作任務 
(A) 各項招生名額調查及簡章修訂。 
(B) 召開招生委員會（核定簡章、名額、錄取標準、申訴疑義） 
(C) 各項招生考試入學（報名、成績登錄、放榜、備取通知）相關

業務。 
(D) 招生考試相關資訊蒐集、彙整與分析。 
(E) 校系簡介及相關招生推廣宣傳活動（招生博覽會、安排老師至

高中職演講等）。 
(4). 教學資源中心：負責教學評鑑、補助教學研習之所有相關業務。 

A. 組織編制：主任一名、組員一名、約聘人員一名。 
B. 成員學歷與專業分工 
C. 工作任務 

(A) 擬定提升教學品質之策略。 
(B) 辦理新進教師的教學研習活動。 
(C) 辦理優良教師及教學助理之研習活動。 
(D) 召開教學評鑑委員會。 
(E) 協助遠距、數位教學之教材製作 與環境建置。 
(F) 規劃辦理提升學生學習效能之各項研習活動。 
(G) 規劃建立教學預警制度。 
(H) 提供學生雙主修、輔修、修習跨學院學程及轉系之相關諮詢）。 
(I) 發展客觀合理之教學評量及學生學習成效評量之機制。 

 
表 5-4  教學資源中心組織成員職掌表 
職稱 姓名 業務職掌項目 
主 
任 

杜念慈 
擬定提升教學品質之策略 
發展客觀合理之教學評量及學生學習成效評量之機制 

組 
員 

黃邦傑 

全校多媒體教室之開關門管理 
教室異動公告 
調補課巡堂、到課率之相關事宜 
協助期中、期末考卷印製 
快速印刷機管理 
提供學生輔系雙主修、修習跨學院學程及轉系之相關諮詢 
教學助理工讀申請及時數核報 

約 
聘 
人 
員 

許富琮 

辦理提升學生學習效能之各項研習活動 
教學預警 
辦理優良教師及教學助理之研習活動 
召開教學評鑑委員會 
協助辦理新進教師的教學研習活動 
協助遠距、數位教學之教材製作與環境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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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WOT 分析 
(1). 課務組 

Strengths: 
潛在內部優勢 

Weaknesses： 
潛在內部弱勢 

1. 教學設備新穎，性能與品質良好。 
2. 全校英語學習環境已初步建構完成。 
3. 本單位行政人員盡心負責，且具行政專

業及服務熱忱，對師生服務積極。 
4. 不會推卸責任。 
5. 處內各組之業務權責劃分清楚，行政人

員盡心負責，具行政專業及服務熱忱。

6. 本組內縱向溝通良好、橫向聯繫充分。

7. 課程開設多元化，申辦手續簡便，吸引

外校學生參加本校校際選課。 
8. 組織協商聯繫無障礙，推動改革容易。

1. 行政相關之設備稍嫌老舊未能隨時淘

汰舊設備。 
2. 目前的教務資訊系統沒有維護，造成行

政人力浪費太多，影響效率，增加學生

對行政人員的不滿。 
3. 部分預算經費不足，無法推展業務。 
4. 部分行政人員外語能力尚待加強。 

Opportunities: 
潛在外部機會 

Threats: 
潛在外部威脅 

1. 學校尚在發展中，其設備逐年擴充更

新。 
2. 新教務系統建置完成後，教務相關事項

可節省人工處理時間，對學生、老師、

家長的服務更完備更事半功倍。 

1. 課程異動頻繁，引發學生不滿，若需迎

合社會需求所做的課程變動，必須能以

完善的配套措施讓學生遵行課程異動

的替代方案。 
2. 與校內其他各處室之行政協調偶有不

佳之情形。 
圖 5-2  課務組之 SWOT 分析圖 

 
(2). 註冊組 

Strengths: 
潛在內部優勢 

Weaknesses： 
潛在內部弱勢 

1. 建構教務資訊系統，校務行政Ｅ化使得

各項資料建構完整，改善行政單位、教

師、學生紙本作業的困擾。 
2. 良好的資訊系統使得教師與學生、行政

單位與教師、行政單位與學生在溝通和

聯絡方便，使得行政更有效率。 
3. 完善的辦公環境，與學生更貼近，單一

窗口的服務，增加工作效率及滿意度。

4. 行政人員均具備專業的能力及高度的

服務熱忱；且擁有細心、耐心和包容心

去處理每一項承辦的業務，以期能有完

滿的表現。 
5. 行政人員富有創意及基於同理心設計

並精簡各項業務流程，提升行政效能。

6. 行政人員也積極培養工讀生協助處理

1. 後續待開發之小額繳款機後期擴充列

印各項成績證明文件功能將可提供並

簡化在校生暨畢業校友更即時、更方便

的證件申請流程。 
2. 行政相關之硬體設備稍嫌老舊(EX:印

表機常有卡紙的問題)。 
3. 行政團隊成員須具備溝通與危機處理

能力。 
4. 須提昇各處室的團隊默契及跨單位的

橫向溝通效率。 
5. 系所助理流動率高而與本組業務銜接

不易，致使與院系所之權責劃分不清而

加重組內業務量。 
6. 為因應不同學生之特殊需求調整

SOP，而需投入更多行政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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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勤支援業務的主動性及負責任的態

度，提供其畢業後投入職場的最佳成長

學習經驗。 
7. 行政人員具有公文處理與收發歸檔之

獨立作業能力，且透過上述的機制將可

有效控管公文處理的進度並縮短公文

搜尋的時間，從此公文記錄便不再雜亂

無章了。職員各司其職，促使作業流程

更加順暢。 
8. 組內縱向溝通管道順暢。 
9. 針對組內職員不同專長能力調配業

務，發揮適才適任之效。 
10. 修訂休退學及當率標準，藉以提升學生

素質。 
Opportunities: 
潛在外部機會 

Threats: 
潛在外部威脅 

1. 教務資訊系統的有效開發更具校內其

他單位系統開發的指標性。 
2. 因網路資訊豐富暨鄰近 10 所大專院

校，可擷取他校註冊組相關行政作業之

長處與經驗。 
3. 以服務為導向之組織理念較他校先進。

4. 組織尚未完全僵化，推動改革較容易。

5. 與院系所釐清權責分工後，可望提高服

務效率 
6. 因應新教務資訊系統即將上線啟用，可

望專精於提供最佳服務品質。 
7. 可設立職員工作效能評鑑標準，激勵職

員發揮工作效能。 
8. 可藉由職員在職訓練提升職員專業素

養及服務熱忱。 

1. 資訊系統建立完成，在操作方面仍不夠

順手，因此行政人員、本校師生在操作

熟悉度上有待調整，期以完善的教育訓

練機制來達成降低此項威脅的可能性。

2. 鄰近他校皆已使用線上申請系統，本校

起步稍晚，發展空間仍大。 
3. 各單位的行政同仁異動性高容易造成

業務聯繫上的銜接不易。 
 

圖 5-3  註冊組之 SWOT 分析圖 
 
 

(3). 招生推廣組 
Strengths: 

潛在內部優勢 
Weaknesses： 
潛在內部弱勢 

1. 工作環境。 
2. 人事安定。 
3. 行政人員盡心負責，且具行政專業及服

務熱忱。 
4. 本單位縱向溝通良好、橫向聯繫充分。

1. 考生接待處空間不更寬敞。 
2. 資料存放空間不足。 
3. 招生推廣無公務車可用。 
4. 權責劃分不清 
5. 各項作業之 SOP 尚未完全建立。 
6. 教務資訊電腦化尚未全面建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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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portunities: 
潛在外部機會 

Threats: 
潛在外部威脅 

1. 可另覓較近空間，逐年擴充。 
2. 新系統完成後，可節省時間、人力。  
3. 詳細的資料並強化宣傳。 

1. 少子化。 
2. 景氣差。 
3. 每年均面對新的考生與家長，溝通不

易。 
圖 5-4  招生推廣組之 SWOT 分析圖 

 
(4). 教學資源中心 

Strengths: 
潛在內部優勢 

Weaknesses： 
潛在內部弱勢 

1. 數位學習網建置完成。 
2. 由具備行政經驗之專任教師擔任行政

主管，可以瞭解教師及學生所需之教學

資源。 
3. 數位學習網系統之功能，可提供教師教

學及學生學習使用上的需求。 

1. 資訊設備老舊，影響工作效率。 
2. 設備如不能汰舊換新，則將影響工作之

表現。 
3. 許多相關作業之 SOP 尚未建立 
4. 權責劃分不清。 

Opportunities: 
潛在外部機會 

Threats: 
潛在外部威脅 

1. 如能適時得到經費補助，本中心業務必

能得到更大之進展。 
2. 單位成立時間短，推動改革較容易。 

1. 人力資源不足，對於相關業務，心有餘

而力不足。 
2. 大部分教師及學生並未受過數位學習

網系統應用教育訓練。 
圖 5-5  教學資源中心之 SWOT 分析圖 

 
3. 理念與目標 

(1). 課務組 
理念：以行政專業及熱忱的態度提供本校師生課務方面之各項服務，建

立以服務「客戶」為導向之行政環境；並善加運用有限的軟硬體資源來

服務「客戶」，使各項資源得以發揮最大的效益，並達到「客戶」最大的

滿意度。 
目標：增進學生學習效果與讀書風氣，增加學生、家長、教職員之滿意

度。 
(2). 註冊組 

註冊組服務的對象涵蓋全校師生甚至於各單位的同仁。 
理念： 
A. 標準的作業流程暨 e 化快捷的申請程序提供申請者更便利的服務品

質。 
B. 完善的組織章程及作業辦法提供全校師生具有一致性的遵循模式。 
C. 詳細劃分業務職掌之工作細項，再配合組內職務輪調的機制確保每位

同仁都可充分瞭解各項業務操作流程以達到完善的分工暨支援的效

能。 
D. 透過單一窗口之服務導向模式，創造最佳化的服務品質，進而提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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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行政效率。 
E. 新教務資訊系統即將上線，期待以 e 化的方式導入，藉以提升服務的

質量及速度，縮短處理作業之時間。 
F. 公文收發歸檔制度的完善建制將有效控管公文處理進度及保留備份

資料提供日後查詢的機制，進而使教務行政邁向便利化。 
目標： 
A. 藉由新教務資訊系統上線後所帶來 e 化的便利性，不但可縮短紙本作

業的時間更可透過線上申請的作業流程訓練學生獨立自主的能力，亦

可增進校內行政作業進度的透明化。 
B. 新教務資訊系統開放權限予各相關單位以俾同步受理學生各項申請

作業流程，以期縮短跨單位間資料取得的時效性，並減少重複提供或

資料錯誤的可能性，避免浪費人力更因權限未能有效釐清而導致因承

辦單位不同的認知，產生許多事倍功半的情形發生，降低行政效能的

順暢性。 
C. 結合專業知識與行政能力，創造並累積對全校師生有形及無形價值，

以提升對學生服務與互動的品質。 
(3). 招生推廣組 

以客戶導向之服務理念→樂於學習、樂於分享之專業化訓練→經驗累積

及客觀環境之變化而彈性調整作業方式及流程→工作交辦以個人責任制

為主並加強相互配合、主動支援→具溫馨團結之組織文化、內聚力強→
努力完成教務業務與上級交辦事項。  

(4). 教學資源中心 
理念︰ 
以行政專業及熱忱的態度，提供本校教師在提昇教學品質及學生提昇學

習成效所需之資源；並利用有限的資源使教學品質及學習成效發揮最大

的效益。 
目標︰ 
A. 增進學生學習效果。 
B. 協助教師提昇教學品質。 
C. 數位教學應用普及化。 
D. 提昇學生英文能力。 

4. 策略與做法 
(1). 課務組 

A. 課程資源共享，自 97 學年度開始實施整合課程的開設，打破系所與

班級界線，以校或全院學生為對象，針對每門課程，由不同師資在不

同時段，開設數班，供學生自由選課，力求提高教學績效與學習成效。

且藉由名師的帶領來提升全校師生整體學術與研究水準，擬聘請各領

域知名之大師開設基本且重要之「基礎課程」，並在硬體設備許可的

範圍內，開放選課人數。 
B. 降低學生畢業總學分數及必修學分數，提高選修學分數，鼓勵學生跨

領域 修習各類課程及學程，增加就業率及競爭力。 
C. 增進暑期開課數，使學生利用暑假期間，由同學安排更具彈性且更有

效率的課程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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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排、借教室控管嚴格，善用空間使用效益資源。 
(2). 註冊組 

A. 持續強化教務行政管理系統進而有效提升學籍暨成績管理 e 化效

能，以簡化人工作業流程，並提昇行政效率。 
B. 持續鼓勵教務行政同仁在職進修，以增進學識，提升服務品質，並增

進工作潛能。 
C. 推動微笑服務禮貌運動，且以單一窗口的服務理念為宗旨，持續提供

全校師生暨各單位同仁間最直接且完整的業務諮詢，進而拉近彼此的

距離。 
(3). 招生推廣組 

策略： 
A. 建立周詳招生工作計劃：招生作業因事涉龐雜，招生業務攸關考生權

益及學校發展誠為一繁雜卻又不容任何差錯之工作。唯有事先經周

詳、縝密的計劃，招生工作方可順利完成。 
B. 簡章內容之周全：簡章係所有招生作業之依準，亦為學校與考生間之

具體規範。簡章內容之正確、周全與否，攸關整體招生作業之成敗。 
C. 促進多元化入學方案：為平衡城鄉差距並推動扶助弱勢之政策，實施

推薦、申請、原住民、離島、運動績優、身心障礙、海外僑生之入學

方案具體措施。 
D. 提升考生素質：鼓勵各系所將外語能力證明或修課證明列入招生入學

考量標準之一。並由各系所自訂入學之外語能力標準、運動競賽優良

之認定標準。 
E. 鼓勵優秀學生：提供各項獎金、學術交流機會，以吸引優秀學生至本

校就讀。 
F. 提供更多、更便捷的學習管道：開南學子透過全方位多元的學習管

道，加強自我多元能力的養成，得以成為專業全人化、國際化的人才。 
G. 建立潛在考生資料庫：就提升行政服務品質而言，本組已經自行建立

之「考生咨詢紀錄表」，將日常考生或家長對本校招生日程、招生類

別進行登記，以方便日後由相關的承辦人員對經招生委員會通過之招

生訊息確實、迅速告知考生。 
H. 強化策略聯盟功能：吸引高中生報考本校，同時藉以推展本校知名度

及優點，邀請鄰近高中蒞校參訪，以期學生對本校能有更深層認識與

瞭解。 
I. 強力宣傳本校系所特色：本校以培養國際管理人才與優質學術為發展

主軸，並將各學系整合為商學院、資訊學院、運輸觀光學院、人文社

會學院暨通識教育中心，建構起培育各類優秀人才完整的學習環境。 
J. 增進考生資訊服務：積極建立招生資訊系統化，並有留言版供學生能

夠快速反應問題，並增加 FAQ 介面可以使學生能夠對於本處業務所

經常遇到之問題；能快速掌握解決之途徑。 
K. 招生經驗交流：參加公私立大學院校招生檢討會議，於下年度辦理招

生時，列入參考與改進。 
L. 提昇行政服務品質：均能體認此份工作的重要性及使命，為能勝任此

份工作，成員皆抱持謙虛及努力成長的態度，在服務熱忱及專業知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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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更加惕勵，自我期許，並且思考改進業務之缺失，使能以更具效能

的方式完成各項業務工作。 
做法： 
A. 本校之宣傳推廣：主要重點在於使社會大眾及考生、家長充分瞭解本

校現有之師資、設備及創新的教學特色，以及國際化的教育方針、開

南精神等，將本校優良的校風及成長現況，具體呈現，利用包括傳統

之海報製作、學校簡介之提供以及網頁資訊動態之呈現等方式進行。 
B. 招生考試：招生入學作業內容繁複，且不容出錯，為求作業精確無誤，

本處針對各招生考試建立一套標準作業程序，根據大學多元入學方案

流程及一般各類考試作業流程之作業程序規範，擬定本校招生作業標

準作業程序(SOP)，自簡章擬定、發售、相關考試準備工作、任務分

配及各項事務流程細節、準備事項等，均詳細予以規範，使參與招生

工作之人員皆能確實明瞭各項作業辦理方式及內容，並於執行時，視

實際情況或需要，隨時檢討修正招生作業標準作業程序，使招生作業

更臻完美。 
(4). 教學資源中心 

A. 定期辦理教學評鑑制度，利用教學評鑑制度，由學生對授課內容進行

評鑑，依評鑑結果瞭解教師教學情形以及學生學習狀況。 
B. 制定優良教師獎勵辦法，肯定及表揚教師在教學上之貢獻，以提昇教

學品質。 
C. 因應數位學習發展，利用網路及資訊科技教學，使本校學生可利用網

路達到課前預習及課後複習的效果，提昇教學品質，創造多元之教學

環境。 
D. 實施教學輔導辦法，協助本校學習成就待加強之學生改善核心學科能

力，奠定良好基礎以修習專業學科。 
E. 制定教師英語授課獎勵辦法，鼓勵本校非以英語為母語之教師，而以

英語講授課程者，以配合全球化趨勢與國際接軌，提昇學生英文能力。 
F. 辦理提昇教學品質及促進學習成效之相關議題演講，以供師生作為參

考。 
G. 教學助理制度，藉由教學助理配合教師教學，以提升教學品質與學習

成效。 
H. 持續推動教學助理認證講習，朝向優質教學助理邁進。 
 

5. 行政支援 
(1). 課務組 

A. 透過處內健全組織架構並釐清各項業務權責，進而提升行政效率。 
B. 不定期召開內部會議，藉由相互溝通解決本單位所面臨的問題以及思

考未來的改進方向。 
C. 定期進行職務輪調，使各位同仁對各項業務能廣泛服務師生，更可廣

納不同見解加以改進。 
D. 鼓勵同仁在職進修，提升同仁工作能力。 
E. 教師遵守學校規定，減少溝通不良造成的誤解及行政效率不佳(例如

依規定不能異動課程時段，為滿足學生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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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註冊組 
A. 就本組與院系所之業務權責劃分，藉由新教務資訊系統之權限劃分，

而重新釐清定位之。 
B. 定期進行職務輪調，促使組內同仁對各項業務皆有一定的熟悉度及一

貫性，且不易造成對業務的麻木與專斷，俾利提高服務效率且讓行政

資源能發揮最大功效。 
C. 不定期召開內部會議，以集思廣益之方式，研討解決問題及改進之

道。 
D. 各項行政作業建立標準作業流程，配合經常性的檢視並精簡各項作業

流程程序，並建立完整說明資料，進而納入教務 e 化系統。 
E. 就整合型業務辦理說明會或協商會議，邀集相關單位之行政人員（含

系助）參與，藉以促進本單位與各處室間之協調聯繫機制。 
F. 透過各項法規主動積極檢討增(修)訂，有助改進整體行政運作，提升  

效率。 
G. 因應國際化的推展及需求，將提升行政資源雙語化，藉以促進本單位

與外籍生間之協調聯繫機制。 
(3). 招生推廣組 

A. 提升人力素質與行政績效。 
B. 知識管理與行政人員核心能力的提升。 
C. 團隊精神與顧客導向之服務品質提升。 
D. 創意思考與問題解決能力。 

(4). 教學資源中心 
A. 定期召開教學評鑑委員會，針對教學評鑑之項目及結果提出討論及改

進。 
B. 辦理數位學習網系統應用教育訓練，以普及數位學網之應用，提昇學

習效率。 
C. 將經費優先用於數位化學習、提升學生學習效果與教師教學品質之相

關措施(如數位教材製作上網暨補助、教學評鑑、優良教師獎勵及辦

理演講等)。 
 

6. 未來發展之具體建議 
(1). 課務組 

A. 行政電腦化：目前本單位尚有許多作業以人工方式進行(例如選課限

制條件不符的筛選與刪除、應英系應日系小組配班、停修申請等問

題)，費時費力，無法即時配合需求，引發師生的抱怨，冀望已開發

的新系統能解決相關問題。 
B. 整合本單位與全校各單位相關作業之流程（如系所開排課作業需嚴守

期間規定，課程異動遵守法規規定等）。 
C. 各系依現實情況放寬開課、修課、選課各項限制，放寬本位觀念。 
D. 加強學生遵守法規的素養，部分學生故意忽視法規，做成不符規定的

事，造成後續處理的困擾(例如跨部不能超過 6 學分，部分學生故意

不理會，再以其他增加困擾的方式欲達成其目的，實增加行政人員困

擾。 



 60

E. 落實教師規劃提報教學綱要及課程內容，並公布於學校網站。 
(2). 註冊組 

A. 行政電腦化：持續配合建置適用且完善之註冊、學籍、成績等教務電

子 e 化系統，促使行政作業全面電腦化，以精簡各項作業流程及行政

資源，更能提供即時訊息，增進效率。 
B. 本組與全校各單位相關作業之流程，修訂統一作業流程及文件格式，

並定期檢視其適用性，以增進跨單位間的協調機制與工作效率。 
C. 推動服務品質： 

(A) 維護學籍及成績等各項資料的正確性。 
(B) 藉由不定期辦理組內相關活動（如微笑服務禮貌運動），建立職

員以服務為導向之觀念。 
D. 降低人員流動率，並增進員工職能： 

(A) 組內定期檢視職員在職狀況及工作時程； 
(B) 設立職員工作效能評鑑標準，激勵職員發揮工作效能； 
(C) 可藉由提供相關在職訓練機會，提升職員專業素養及服務熱忱； 
(D) 鼓勵約聘人員積極爭取成為正職人員； 
(E) 不定期舉辦聚會或活動（如慶生、餐敘），以增進職員向心力。 

E. 行政效率化：目前學生申請成績單等各項證明文件仍由註冊組成員以

人工方式處理，未來將引進新系統及機器(小額繳款機之後期擴充列

印功能)，意即學生可至機器自行操作同步完成申請與取件的流程，

減少低階工作的作業時間，俾利註冊組成員能有更多的時間為同學服

務及受理其它註冊相關事務，以期達到行政作業更有效率的宗旨。 
(3). 招生推廣組 

A. 有鑑於職場菁英的生活需求與工作需求，有心進修碩士文憑的人數逐

年成長，為提供企業菁英選讀，建議以多元內容型態呈現本校課程資

訊。 
B. 增加學長姊報考經驗與學習心得分享，再加上本校優勢的彩色文宣招

生宣傳，提供更詳實豐富的內容，及完整的應考訊息，得到考生的認

同。 
(4). 教學資源中心 

A. 針對教學評鑑之問卷內容，因應學生學習情形及教學方式的改變，更

謹慎規劃與制定。 
B. 宣導及推廣數位學習網之運用，普及數位化學習，讓學習可以不受時

間地點限制，以提昇學習的成效。 
C. 依教學助理專才，規劃教師與教學助理搭配，協助提升教師教學品質

及學生學習成效。 
7. 未來三年之中長程規劃 

(1). 課務組 
A. 配合全面教務 e 化系統之建立，透過課程多元化的規劃方式，將課程

資源做最大效益的發揮。 
B. 專業課程、共同課程及通識課程之規劃妥適完善。健全之課程委員會

之組成與運作，課程規劃過程廣納校內 外學者專家及產業界意見。

避免更動課程規劃表頻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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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課程及學程之設計配合學校特色、整體教學目標及學生畢業後之就業

需求。 
D. 各行政單位對教務相關法規熟悉，直接回覆學生相關問題，避免學生

往返詢問引發不悅。 
(2). 註冊組 

A. 以親切、細心及耐心的工作態度提昇行政效能及服務品質。 
B. 建構優質教務行政服務網，以適當人力規劃與分配，妥適而便捷地提

供全校師生暨畢業校友更優質化的教務服務品質。 
C. 持續配合建置適用且完善之教務資訊系統，期能提昇工作效率與服務

品質。 
D. 定期檢視各項相關業務之作業時程及文件格式，以俾維護其適用性，

並積極建立橫向及縱向間零障礙之業務聯繫機制。 
(3). 招生推廣組 

A. 建立招生資訊系統，讓招生宣傳、簡章編輯、報名、考試、登錄成績、

志願分發、放榜、錄取報到、備取遞補等作業一貫化，並與學籍系統

串連，讓錄取作業與入學註冊一氣呵成。 
B. 廣泛收集各校作法、審慎研擬各項招生作業程序，不斷地進行腦力激

盪、集思廣益，相關資訊化建構，藉此為各招生相關單位，提供相關

資料與經驗，做為其辦法相關作業之參考或借鏡，圓滿達成各項招生

任務。 
(4). 教學資源中心 

A. 推廣數位化教學的普及 
B. 藉由邀請在教學或學習方面傑出人士到校分享自身經驗，供本校師生

做為參考，藉以提昇本校師生教學品質與學習成效。 
C. 協助教師安排教學助理，藉由教師與教學助理的配合，使教學成效發

揮最大效益。 
8. 預期效益 

(1). 課務組 
根據本組未來三年之中長程規劃，希望能夠增進選課業務各期順暢，提

供良好的選課作業平台與服務，同時提升本校師生合諧進步氛圍，向一

流大學的目標邁進。 
(2). 註冊組 

A. 積極提昇行政服務品質，成員均能充分配合校務各項發展計畫，進而

塑造校園和諧氣氛暨優質學校文化。 
B. 依法行政，有效善用行政資源，並落實人性化管理措施。 
C. 預計以上措施能夠增進全校師生之滿意度，同時提升本校服務水準，

以俾成為國際一流之卓越大學。 
(3).  招生推廣組 

本組已陸續補充相關作業辦法及標準作業流程，及建立招生系統作業流

程，未來持續努力的目標及方向。持續改進各項資訊化服務：招生推廣

組主要服務之對象為學生及家長，業務目標有： 
A. 建構完善招生計畫。 
B. 細分招生推廣組織業務之項目，提供學生及家長快速而便捷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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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態度親切真誠而詳實的回答，建立學校社會聲望，吸引優秀之學生就

讀。 
D. 藉由網路平台聚集大量、有效的目標對象，吸引大量的學子參與活

動、資料瀏覽，並且著重簡單的操作介面、詳細的資料、實用的功能、

有效的宣傳、熱門的主題活動。 
(4). 教學資源中心 

根據本組未來三年之中長程規劃，預計前述所述之措施能夠增進學生學

習效果與教師教學品質，並使教學達到數位化及培育出具外語能力之優

秀人才，朝成為國際一流之卓越大學的目標更邁進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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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學務處 
1. 現有組織架構 

(1). 組織架構： 
 
 
 
 
 
 
 
 
 
 
 
 
 
 
 
 
 
 
 
 
 
 
 
 
 
 
 
 
 
 
 
 

 
 

圖 5-6  學務處組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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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學務處組織成員業務執掌如下： 
 
表 5-5   學務處組織成員職掌表 

單位/姓名 職稱 業務執掌及工作項目 

學務長室 
郭震坤 

學務長 綜理本校學生事務處業務 

學務長室 
陳筱芬 

秘書 

1. 全處公文收發及歸檔 
2. 全處公文彙整、審查 
3. 公文業務整理、陳核、發文回覆及資料整理 
4. 召開學生事務會議、本處主管會議及臨時會議之資料整

理彙整 
5. 大專學務與輔導創新工作專業人力申報事宜 
6. 編列年度預算之彙整、陳核、報部及支用管理  
7. 學務處零用金之控管 
8. 編列訓輔經費計畫之彙整、陳核、報部及支用管理 
9. 召開期末工作檢討會議之資料彙整 
10. 學務處各組單位之聯繫與協調 
11. 學務長室財產保管 
12. 其他交辦事項 
 

課指組 
林誠 

組長 

1. 綜理督導課指組各項業務  
2. 統籌規劃本組訓輔經費之運用  
3. 統籌分配社團訓輔經費之運用  
4. 召開本組組務會議 
5. 處理上級交辦事項 
 

課指組 
邱麗明 

組員 

1. 一般性社團輔導  
2. 自治性社團輔導 
3. 行政公文處理  
4. 課指組活動海報設計製作 
5. 社團指導老師業務  
6. 社團緊急事件處理  
7. 單位預算控管  
8. 社團博覽會、迎新活動  
9. 例行性藝文活動  
10. 校內大型活動規劃 
11. 學生活動場地協調配置管理 
 

課指組 
田永菡 

組員 

1. 一般性社團輔導  
2. 自治性社團輔導  
3. 校內獎學金業務  
4. 行政公文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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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姓名 職稱 業務執掌及工作項目 

5. 社團指導老師業務  
6. 社團緊急事件處理  
7. 其他交辦事項  
8. 單位預算控管  
9. 例行性藝文活動  
10. 社團評鑑  
11. 校內大型活動執行 
 

課指組 
黃舒郁 

組員 

1. 一般性社團  
2. 自治性社團輔導  
3. 自治性社團選舉事務  
4. 校外獎學金業務  
5. 行政公文處理  
6. 社團緊急事件處理  
7. 財產與社團器材管理  
8. 社團指導老師業務  
9. 輔導社團帶動中小學  
10. 單位預算控管 
11. 社團幹部訓練、校內大型活動規劃 
 

課指組 
莊靜玫 

組員 

1. 一般社團輔導  
2. 自治性社團輔導  
3. 工讀金業務  
4. 行政公文處理  
5. 社團緊急事件處理  
6. 其他交辦事項  
7. 社團指導老師業務  
8. 例行性藝文活動  
9. 社團博覽會、迎新活動  
10. 單位預算控管  
11. 校內大型活動協調 
12. 自治性社團選舉事務  
13. 例行性藝文活動  

生輔組 
劉達生 

組長 綜理督導生輔組各項業務 

生輔組 
洪惠君 

組員 

1. 宿舍相關業務(床位申請、住宿費退補、宿舍活動) 
2. 印製學生手冊及學生宿舍手冊(彙整、校對、印製) 
3. 年度預算規劃彙整及控管 
4. 執行訓輔活動及款項 
5. 兵役業務 
6. 弱勢學生助學計畫(含急難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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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姓名 職稱 業務執掌及工作項目 

7. 膳食委員會 
8. 班代表會議 
9. 校外租賃業務 
10. 其他交辦事項 

生輔組 
宋梅君 

組員 

1. 學生平安保險(理賠件申辦、說明、彙整統計) 
2. 就學貸款業務 
3. 就學減免業務 
4. 工讀生管制及執行(每月報核時數、檢討執行情形) 
5.  學生操行成績彙整 
6. 學生獎懲 
7. 學生緊急事件申請 
8. 請假業務(審核、建檔、彙整) 
9. 新生入學講習 
10. 其他交辦事項 

生輔組 
黃麗雲 

宿舍輔導老師 

生輔組 
張慶玲 

宿舍輔導老師 

生輔組 
范月嬌 

宿舍輔導老師 

生輔組 
林佳慧 

宿舍輔導老師 

1. 辦理學期中住宿床位分配、門禁卡設定與資格審查（ 含
住宿、退宿) 

2. 每日晚上十二時實施巡房，重點寢室安寧、留住非住宿

生及各樓層門禁檢查(正門、側門及洗衣間們)  
3. 督導工讀生辦理會客相關事宜 
4. 督導自治幹部執行各項宿舍管理工作(點名、請假、值

勤) 
5. 填寫值勤輔導工作日誌（含監視錄影帶狀況檢查、宿舍

安全宣導、宿舍冒名頂替、違禁電器用品查察、違規同

學輔導紀錄） 
6. 督促住宿學生內務及宿舍環境之清潔 
7. 協助住宿生病患送醫及特殊事件反應處理 
8. 每月研究生、幹部、工讀生之工讀金彙整 
9. 宿舍設備採購申請 
10. 其他交辦事項 

生輔組 
陳志萬 

校安人員 

1. 日、夜間校園安全管理 
2. 緊急狀況處理與應變規劃 
3. 負責校安事件通報與連繫 
4. 突發事件處理 
5. 校內外學生校安事件處理與協調 
6. 填報工作日誌、通知與其他報告 
7. 規劃與協調校內外校安資源 
8. 維護校園安寧 
9. 負責校園安全通報與危機管理 
10. 其他上級交付之相關工作事項 

學輔中心 
丁導民 

主任 
1. 綜理學生輔導中心各項業務之規劃及督導 
2. 學校其他交辦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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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姓名 職稱 業務執掌及工作項目 

學輔中心 
黃舒玲 

組員 

1. 個案晤談 
2. 導師業務 
3. 學生申訴  
4. 學輔中心財產管理 
5. 協助資源教室業務 
6. 協助就業服務工作 

學輔中心 
文永沁 

組員 

1. 個案晤談 
2. 高危險群防治 
3. 心理測驗 
4. 個案管理與督導 
5. 學生成長活動 
6. 志工訓練 
7. 實習生督導 

學輔中心 
吳文博 

組員 
1. 生涯與就業輔導 
2. 畢業生與校友服務 
3. 學輔中心網管 

學輔中心 
吳佩芬 

資源教室組員 

1. 個管：資訊、人文學院 
2. 畢業生轉銜與休退學生追蹤 
3. 成長工作坊與生涯輔導相關活動(教師、學生) 
4. 經費控管(年度經費、甄試補助費) 
5. 公文窗口 
6. 通報系統管理 
7. 資教委員會 
8. 財產管理 
9. 工讀生管理與培訓 
10. 僑生輔導、志工帶領。 

學輔中心 
王愛麗 

資源教室組員 

1. 個案晤談 
2. 性別平等教育 
3. 圖書影音資源管理 
4. 諮商專業進修規劃 
5. 兼任輔導老師管理 
6. 工讀生管理 

學輔中心 
蘇意慈 

資源教室組員 

1. 個管：觀光、商學院 
2. 新生轉銜、新生名單蒐集 
3. 學生自強活動 
4. 圖書與影片管理 
5. 資教網頁管理 
6. 校園宣導及文宣製作 
7. 獎助學金申請辦理 
8. 資教佈告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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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WOT 分析 
Strengths: 

潛在內部優勢 
Weaknesses： 
潛在內部弱勢 

1. 高度服務熱忱：本處工作理念秉持著以

人為本位、尊重個體發展差異性的態度

服務學生，使學生在溫暖、接納的環境

中，增進內在潛力，進而拓展健全校園

的發展。 
2. 專業經營組內各項業務：因組織成員背

景分具輔導、衛教、管理、設計等背景

均有助本處各項計畫之擬訂與推動、質

化與量化之評估分析、及各項核心工作

之推廣等。 
3. 積極開發 e 化系統：簡化各項作業流

程，線上完成各種申請。 
4. 建立與學生溝通管道：每學期每組固定

舉辦座談會，建立校方與全校師生間的

溝通橋樑，使師生及各單位間的意見能

充分交流，俾進本校各單位業務精進及

改善之效能。 
5. 每學期定期辦理各項訓輔活動：宣導同

學各項正確觀念，及培養學生知能並建

立學生突發事件之預防機制。 
6. 結合志工團，推廣初級預防工作：學務

處學輔中心志工團，目前已破百人。志

工團凝聚力已漸形成，接下來是推展志

工團為具有獨立運作之組織，成為開南

校園推展志願服務理念的源頭。 
7. 專業醫師駐診服務：學務處衛保組與鄰

近區域醫院合作聘請專科主治醫師到

校駐診，每週五天，每天二小時的專業

門診服務，提供全校師生健康之校園生

活。 
8. 每週不定時抽查餐廳衛生：保障全校師

生飲食衛生安全。 

1. 學生對自身權益的認知不足，導致經常

忽略各項申請作業的時效，不但影響自

身之權益，亦造成後續行政作業之進

行。 
2. 因宿舍未能男女分棟，致使住宿生在管

理上經常發生問題，造成許多不必要的

困擾。 
3. 各項業務所需處理之資料數龐大，各種

書面資料隨每年學生人數之增長而增

加，原有之辦公空間及檔案保存空間不

足，無法妥善兼顧環境美觀及資料保存

空間之需求。 
4. 學務處學輔中心核心工作為綜理全校

師生心理衛生工作，並以三級預防架構

出工作方法(第一級：心衛活動推廣、

導師工作；第二級：心理諮商、團體輔

導工作；第三級：危機處理)，及資源

教室服務。然目前學輔中心業務除原核

心業務外，尚有就業服務與畢業生服

務、僑生業務、原住民學生輔導、學生

申訴與性平申訴…等。因核心工作外業

務多，有可能模糊學輔中心的工作定位

與專業績效。 
5. 學務處衛保組現有空間規劃雖設有三

張病床及一張診療床，提供身體不適的

師生休憩，但因缺乏區隔空間，導致行

政辦公區與病床休憩區彼鄰，亦容易影

響生病同學休息。 
6. 人力不足，影響專業績效。 

Opportunities: 
潛在外部機會 

Threats: 
潛在外部威脅 

1. 藉由教育部訓輔款補助，強化學生安全

措施，營造健康活力校園。將業務目標

建立在輔導全校師生預防工作的專業

理念，使得各項專業得以依師生不同層

次之需求循序發展。 
2. 與軍訓室並為處理學生問題之第一

1. 學務處業務須常與其他單位配合，須加

強各項業務協調之橫向溝通。 
2. 學生參與活動之意願不高，各項生活教

育宣導活動同學參與度及配合度低，使

相關業務宣導之目標常無法達到預期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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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若遇需進一步處理或輔導之個案，

則將轉介至學輔中心或系上處理後續

輔導。 
3. 提供學生「校外宿舍」資訊服務，並建

立校外租屋管理制度，以確保同學校外

租屋安全。 
4. 強化學生宿舍規劃及提昇學生宿舍服

務之內涵。推行宿舍修繕 DIY。培養學

生簡易修繕技能，強化生活 EQ。 
5. 建立制度化、系統化、電腦化的學務系

統。利用電腦透過行政 e 化，提昇

行政效率，加強服務學生工作。

透過加強線上登錄及線上申請功能，

所有申請及基本資料蒐集業務均能透

過網路達成，建構完整之學務系統。

6. 提供三種輔導介面供被輔導者選擇：網

際網路即時輔導、電子郵件輔導及輔導

線上預約。被輔導者可以利用網路網路

的便利，選擇最適合自已的方式與輔導

員取得溝通及得到幫助。 
7. 建立畢業生就業資料庫，加強師生聯

繫，以提升本校各行各業之資源，進而

邁向校際化及國際化。 

3. 學生請假次數太頻繁，恐造成學習效果

之低落。 
4. 本校學輔中心的專業形象與地位會受

到其他努力提升專業形象的大學而有

所不足；期望本中心能朝向提升專業地

位的路上推進，讓學生與導師們能夠因

為信賴學輔中心的專業而來參與相關

活動，進而解決學生問題。 
5. 畢業生就業服務之挑戰，「就業力」為

目前大學評鑑的重要指標，目前就業服

務與畢業生服務工作劃歸學生輔導中

心，配有工作人員一名。然鑑於他校就

業服務與畢業生及校友服務皆有單獨

之組別，配有人力數名，專職規劃與執

行業務，本校學輔中心的就業輔導工作

勢必面臨人力不足的挑戰。建議學校在

未來可考慮獨立就業組或仿效他校，將

原”學生輔導中心”正式更名為”諮商與

就業輔導中心”，以利組織效能的提升。

圖 5-7  學務處之 SWOT 分析圖 
 

3. 理念與目標 
(1). 行政理念： 

學務處工作重點在於服務學生，提供廣泛的學習機會，幫助學生身心健

全發展，以補專業教育之不足，尤其重視學生人格之養成。行政業務涵

蓋學生之食、衣、住、行、育、樂，因此顯得繁雜且瑣碎；舉凡全校諮

商服務、學生社團、學生宿舍、校園安全維護、各重大活動、校園健康

生活、就學貸款、交通安全、春暉工作、校外租賃、衛生飲食…等，皆

是學務處的重點工作。 
身為開南的一份子應具備人文與道德素養、健康的身心，生活與學習的

能力，寬廣的胸襟、鄉土的情懷、國際的視野，秉持以人為本位、尊重

個體發展差異性的態度服務學生，使學生在溫暖、接納的環境中，增進

內在潛力，進而解決其生活及學習上的各項難題，這就是學務處培育本

校學生教育的願景。 
本處擬以新的思維、新的作法，採納新的經營策略，建立新的價值觀念，

形成新的學校文化，發揮教育新的功能，而加強同學對學校認同與歸屬

感、尊重學生自治、培養崇法守紀精神、培養高雅領袖氣質及服務人群

的胸襟、保障學生權益、建立學生突發事件之預防機制、高度關懷弱勢

學生、增進學務工作人員之專業能力、維持高優質的服務效能及熱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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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注重溝通和諧，將是未來學務同仁共同努力的目標。 
(2). 業務目標： 

學務處由課指組、生輔組、學輔中心、衛保組共同組成，其業目標分述

如下： 
A. 課指組： 

(A) 協助制定社團法規：公民社會一切以法為依歸，不符合時代的

法規要適時修正或廢除，如有新的需求則需要制定新法規以因

應新的環境，在制定過程當中應尊重大學法精神要有學生代表

參與，例如社團輔導、經費補助辦法、活動空間規劃、社團檔

案競賽辦法等。當然有關學生會、畢聯會、系學生會的組織運

作法規，因採取行政、立法、司法三權分立制度，有自己的監

督體系。運作良好互相制衡，尊重其組織機器之運作。 
(B) 服務教務的推廣：為培養學生負責、自律、勤勞、服務與互助

合作之美德，特訂定服務教育課程施行辦法，藉本課程之實施，

引導同學們，除了傳統的課堂學習之外，也可以透過各種服務

學習，建立服務觀念，確立服務態度。更期望同學藉由親身參

與的過程中，培養良好的品德修養和服務的美德，從而養成自

律和互助合作的好習慣，並建立正確的服務觀念和愛校的精

神，藉以提升生命的價值。 
依本校「服務教育課程施行辦法」規定，服務教育課程執行方

式，（一）實施對象：日間部大一至大二學生（大二轉學生於原

就讀學校未修習服務教育課程，轉入本校仍應配合大一新生於

第一、二學期每週參加服務教育課程授課）。（二）日間部大一

至大二學生由各班導師執行服務教育課程。（三）日間部大一至

大二學生服務教育課程總計施行四個學期，凡修習學士學位

者，於一年級至二年級修習服務教育課程，每學年上、下二學

期，每星期實施一小時（服務時間為中午 12:00~13:00，該時間

不排課），日間部服務教育課程為必修「零學分」。 
B. 生輔組 

(A) 提升學生宿舍的輔導品質與效率、延續生活教育功能，使用「線

上申請系統」，提高宿舍申請效率。學生宿舍分配，採網路線上

申請，以簡化作業流程，節約人力、物力、財力等，並配合學

校推動資訊電腦化。 
(B) 提高宿舍網路連線頻寬，提升網路聯繫速度：便捷效能之資訊

規劃，提高校園網路連線頻寬，提供優質快速的資訊服務品質。

建置宿舍無線網路環境，提供最佳學習與住宿環境。 
(C) 營造更多元化的生活環境，增添藝術涵養，提升人文氣息。於

宿舍各樓層增添圖畫，選擇校園內較有意義、具特色之景點或

建築物裝置公共藝術，創造校園藝術氛圍、人文氣息。也會定

期舉辦電腦及藝文活動比賽，充分結合資訊與藝術的運用。 
(D) 提昇宿舍生活品質，確立「生活即教育」之理念。組織及督導

學生自治會維護宿舍環境整潔、安全及安寧，並定期辦理各項

活動，積極服務宿舍同學。舉辦宿舍防護團演練並辦理活動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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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促進同學情誼。 
(E) 推展法治觀念，並從實踐中培養學生自治的精神。其目標在與

通識課程密切配合，達到轉換同學學習環境，發揮全人教育功

能。並落實相關活動，培養民主之精神。同時，透過海報競賽、

專題演講，積極宣傳各項春暉專案、智慧財產權及加強人權觀

念的宣導，並定期舉辦「民主法治教育訓練課程」。 
(F) 落實校園安全計畫： 

a. 成立「校安中心」落實「校園事件通報系統」，已完成「校園

安全網」之 e 化系統。本校校園網路已架設完成，可妥善運用

「開南大學校安事件即時通報表」。已成立「交通服務隊」之

任務編組小組，隨時加強交通安全服務。 
b. 「校園事件通報系統」並掌握最新訊息，結合科技與資訊的

運用，於第一時間，提供最新數據，避免人員傷亡，充分保障

師生安全。 
c. 督促各系教官加強學生安全教育宣導，並建立完整資料。蒐

集有關安全資料及各校發生之案例（如消防、交通、防身），

公告週知。 
d. 加強校內、外週邊交通安全執行。加強校外騎乘機車戴安全

帽與遵守規定停放汽機車之宣導，保障學生命安全。同時，嚴

格取締違規同學，並由管區派出所交通隊加強取締、路檢。每

學期舉辦相關講座，加強學生交通安全觀念，以降低及預防交

通意外事故發生。 
e. 適時防止及處理意外事件。以維護學生安全結合，並可減少

災害損失。其具體措施在經由學校行政組織，透過宣導影片，

加強宣導及辦理實際演練，以提高消防、防震警覺，熟稔防震

措施及避震方法，確保人員生命安全，減少災害損失。每學期

固定舉辦防護團演練，配合消防單位之實地操練，加強學生緊

急事故處理之知能。 
f. 落實學生安全教育，加強春暉各項宣導。並聯合週邊學校之春

暉社團，拓展交流，或可製作問卷，如：實施菸害防制問卷調

查，春暉常識之有獎徵答活動，以作為本校禁菸禁毒防制、勸

導之參考。 
C. 學輔中心 

(A) 掌握社會及生活訊息，隨時將材加入輔導單元，形塑健康的校

園文化。 
(B) 積極推動資訊社會(e-life)，透過完整的校園資訊系統為架構，並

配合暢通的行政溝通管道，針對學生的學習問題、情緒智能與

生活行為三大領域，建構完整三級預防機制，以促進學生健康

成長、快樂學習。 
(C) 規劃教師輔導學生職責與功能，激勵全體教師參與輔導工作。 
(D) 增進教師教學與輔導效能，融入輔導理念，提升教學品質。 
(E) 彈性調整學輔中心行政組織，支持教訓輔互動模式與內涵。 
(F) 結合學校、家庭與社區輔導資源，建構學校輔導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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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衛保組 
(A) 推動衛生教育宣導活動及講座每年至少 10 場。 
(B) 提升衛生保健相關知能。 
(C) 推動急救訓練活動，建立健康活力校園。 
(D) 每天皆有醫師駐診服務。 
(E) 監督餐廳衛生安全，使全校教職生用餐無後顧之憂。 
 

4. 策略與做法 
(1). 課指組： 

現代社會發展之快速與多元化，使得課指工作充滿挑戰性，並需有相當

之專業能力方能勝任。社團申請活動，每一項均需由人工判斷、審核、

建議、輔導；一個學生出問題、一件意外事件產生，甚或社團活動發生

狀況，都可能必須花費一個工作人員一整天或更多的時間去處理，人力

需求量之龐大可見一般。本校課指組在此方面面臨相當艱鉅之挑戰。學

務處身為全人教育之重要一環，仍將繼續努力，克服種種不利條件，化

被動為主動，積極為本校學生建構一優質的校園文化與生活環境。 
A. 辦理藝文及音樂活動涵養人心。 
B. 獎助社團從事社區服務和區域性的校際交流。 
C. 進一步結合課外活動與通識教育，規劃「社團經營實務」等通識課程。 
D. 積極輔導學生自治團體。 
E. 學生社團多元化發展。 
F. 活動中心的有效管理與設施改善。 
G. 發展全人文教育。 
H. 培養國際觀視野的氛圍。 

(2). 生輔組 
教育之本質在於傳佈知識及教化學子，但是教育內容及方法，則隨教育

理論之發展及時代之需要而有改變。因此，在孕育多元文化發展環境的

前提下，應先讓受教者充分了解不同價值觀的意義及影響，並建立基礎

的行為規範至為必要。基於對生輔工作發展所應有之理念，應當訂定業

務目標，重視創新和管理發展，並鼓勵發展特色，其目標在與通識課程

密切配合，達到轉換同學學習環境，發揮全人教育功能，其策略：  
A. 建立具有核心價值之校園文化。 
B. 人際和諧來自於相互尊重，溝通和諧，同學於畢業前，應養成學習之

認知態度，個人可因而持續提昇自我，人生當可更為充實，群體亦必

臻進步，並重視品德教育，注重學生良好生活習慣之養成。營造優質

學習與生活環境。 
(A) 結合校內資源建構安全、健康、適性及正義、紀律關懷與尊重

等精神的溫馨校園，以使學成為具有生命共同體情感的社群。 
(B) 應逐步朝向與校外各單位、社區等機構協同合作，以發揮整體

教育功能。 
C. 提升學生宿舍的輔導品質與效率、改善生活環境與機能。  

(C) 建構宿舍藝術環境，創造宿舍藝文氣息。 
(D) 學生宿舍分配，採網路線上申請，結合學生資料之整合，獲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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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 e 化管理制度。 
D. 強化校園安全。 

校園安全為不容忽視之課題，如何讓學生於校園內、外獲致舒

適及安全的環境，其策略： 
(E) 加強校內、外週邊交通安全執行，由軍訓教官及校安中心人員

實施二十四小時值勤及定時校園巡查外，每年定期辦理宿舍逃

生演練及防護團演習。 
(F) 加強校外騎乘機車戴安全帽與遵守規定停放汽機車之宣導，保

障學生生命安全。 
(G) 嚴格取締違規同學，並由管區派出所交通隊加強取締、路檢。 

E. 適時防止及處理意外事件。 
本校成立「校安中心」，並已建構完成「校園安全守護網」系統，於

第一時間處理緊急事件，充分保障及維護學生生命安全，其策略：  
(A) 經由學校行政組織，透過宣導影片，加強宣導及辦理實際演練，

以提高消防、防震警覺，熟稔防震措施及避震方法，確保人員

生命安全，減少災害損失。 
(B) 每學期舉行交通安全週，邀請安駕交通教育中心演講及實地操

演，積極宣導交通安全教育，以減少意外事件之發生。 
F. 推展民主法治及重視人權觀念，並從實踐中培養學生自律、自治的精

神。 
G. 落實生活教育，強化輔導之功能，強調品德教育之重要。知識經濟時

代之特性，表現在專業學術快速發展，以及因資訊科技發展，使得知

識傳佈迅速廣被；因而學生所接觸層面不僅只是專業知識，亦包括非

專業層面之學科知識及生活資訊，因此，輔導人員應當和學生同步學

習、成長，否則將無法有效輔導學生，其策略： 
(A) 加強學生出勤狀況之考核。 
(B) 配合導師與家長之溝通連繫，輔導學生專心向學，導正偏差之

行為。 
(C) 重視學生校內外輔導，不定期出刊相關資訊及印製手冊，以加

強與學生雙向聯繫交流。 
H. 強化學生 EQ。 

(A) 提升宿舍生活品質：落實點名制度，與家長保持電話聯繫，適

時掌握學生最新情況。 
(B) 舉辦座談會及宿舍意見反映管道，建立住宿學生相關資訊，建

立雙向溝通。 
(C) 確實做好交接程序，讓宿舍幹部經驗傳承，以利宿舍管理之銜

接。 
(D) 學生宿舍分床位分配，採網路線上申請，申請作業更便利。 
(E) 提高宿舍網路連線頻寬，提升網路聯繫速度。 
(F) 建構宿舍藝術環境，創造宿舍藝文氣息。 
(G) 推行宿舍修繕 DIY，讓同學學習自己動手，維護居住環境的品

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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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成立「校安中心」落實「校園事件通報系統」： 
(A) 配合「校安中心」交通事故統計，每學期定期檢討與改進。 
(B) 督促各系教官加強學生安全教育宣導，並建立完整資料。 
(C) 加強校內、外週邊交通安全執行、適時防止及處理意外事件。 
(D) 邀請校外交通安全單位至校講習。 

J. 防護團演練：定期辦理消防逃生之訓練及講座等。 
K. 生活教育宣教：透過廣播、課堂或班、集會中加強各種事項宣導。 
L. 實施校外住宿輔導座談會，並舉辦租賃座談會，落實訪視成效。 
M. 學生操行成績評審規定之擬定與時程管制：學生操行時程之管制成

效。 
N. 召開學生奬懲委員會，及學生獎懲建議相關事項。 
O. 辦理就學貸款、學雜費減免、弱勢學生助學計畫、急難救助、學生意

外緊急事故等，高度關懷經濟弱勢學生，使其安心就學。 
P. 受理學生平安保險，含保險及理賠，照顧發生意外之同學。 

(3). 學輔中心 
就學校整體與實務經營角度來看，本校學輔中心工作之具體策略如下： 
A. 加強心理衛生之推廣與預防，落實初級、次級預防工作，強化三級工

作之應變能力。 
B. 永續經營資源教室相關服務，推展身心障礙學生之輔導服務，並於校

園中倡導身心障礙學生就學與生活權。 
C. 強化導師輔導知能，深化導師功能，建構完善之導師輔導體系。 
D. 實施生涯規劃輔導，提供學生多元化之生涯觀念。 
E. 積極運用心理測驗，協助學生了解自己的秉賦與特質。 
F. 結合輔導實務與研究，提供多元、深化之輔導服務。 
G. 成立學輔志工團隊，推展輔導服務工作。 
H. 落實生涯及就業輔導工作，提昇學生未來職場之競爭力。 
I. 充實學輔中心小型圖書室，分享輔導相關資源。 
J. 運用暨有資源，協助社區發展工作。 
K. 整合社會資源，建立生涯及就業輔導網絡。 

現階段學輔與諮商工作之具體工作項目包括， 
A. 加強心理衛生之推廣與預防，落實初級、次級預防工作 

(A) 辦理各式心理衛生與生命教育講座。 
(B) 努力推行個別諮商輔導服務。 
(C) 辦理學生自我成長團體、人際關係探索團體、學習策略工作坊、

心靈/性別電影院、心靈加油站-讀書會。 
(D) 承辦教育部專案，辦理輔導人員之輔導知能工作坊。 
(E) 強化導師輔導知能，深化導師功能，建構完善之導師輔導體系。 
(F) 針對導師需求，精心規劃導師輔導知能研習課程，增強輔導知

能，強化導師制之功用。 
(G) 鼓勵導師參與校內外輔導知能研習，強化導師輔導知能，以期

發揮導師輔導效能。 
(H) 辦理全校導師會議、大一導師會議、大四導師會議、身心障礙

學生導師會議、系主任導師會議等，經由各式導師會議逹成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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念溝通與情誼交流之目的。 
(I) 優良導師甄選及獎勵績優導師。 

B. 實施生涯規劃輔導，提供學生多元化之生涯觀念：辦理升學、生涯及

就業相關講座，引導與啟發學生未來生涯發展方向。 
C. 針對應屆畢業生，配合教育部實施畢業生流向問卷調查，並作為規劃

相關生涯輔導措施之依據： 
(A) 辦理校園徵才系列活動，如就業博覽會、企業說明會、求職系

列講座。 
(B) 舉辦生涯規劃系列講座。 
(C) 辦理生涯探索工作坊。 
(D) 永續經營資源教室，推展身心障礙學生之輔導服務： 
(E) 辦理身心障礙學生生活、學習、生涯及就業輔導。 
(F) 採團體或個別輔導方式，辦理身心障礙學生課業加強與重點輔

導，並特別重視學生在情緒上的反應及學習效果。 
(G) 注重群性輔導，辦理聯誼活動、自強活動，鼓勵身心障礙學生

多參與團體活動，融入群體生活。 
(H) 倡導身心障礙人士之生命、生活、教育與就業權，藉由各種校

園活動，提倡生命教育與人權平等之理念。 
(I) 結合輔導實務與研究，提供多元、深化之輔導服務積極辦理心

理衛生輔導工作，逐年增聘各領域專才之輔導老師，強化輔導

服務。 
D. 推廣志願服務精神：培育學輔志工團隊，宣導助人理念，辦理志工訓

練課程，推展輔導服務工作： 
(4). 衛保組 

A. 推動衛生教育宣導活動及舉辦相關講座。 
B. 培訓提升衛生保健相關知能，聘請優良講師。 
C. 配合衛生署政策，落實校園衛保工作。 
D. 營造健康校園環境： 

(A) 召集及培訓有志於健康的校園志工，希望藉此將正確衛生保健

觀念影響周遭同學、朋友，營造健康校園生活，進而影響家庭、

社區達到全人健康目的。 
(B) 召集及培訓有志於健康的校園志工。 
(C) 檢選本校健康相關問題，利用網路海報及活動進行衛生教育宣

導。 
(D) 導正錯誤健康觀念，影響其健康行為。 
(E) 參與鄰近社區舉辦之大型活動，可組隊協助健康觀念的宣導或

緊急救護支援，進而與鄰近社區結合行程健康支持網路。 
E. 提供專業服務以維護學生及教職員工之身心健康 
F. 提供衛生保健資訊服務 

(A) 製作保健櫥窗並聯繫各級衛生機關、獲取衛生資訊及保健資

料，加以印製並陳列於保健資料專櫃中，供師生自行取閱，以

吸收保健知識。 
(B) 編製學生健康指引，以增進學生對於罹患率較高健康缺點的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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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識。 
(C) 隨時提供學生健康諮詢服務與指導。 
(D) 舉行保健講座、聘請專家蒞校演講，以及辦理衛生宣導週活動，

以加強學生保健知識。 
G. 實施醫療服務 

(A) 每日提供傷病診療服務及意外傷害、重病轉診服務。 
(B) 支援各項活動之醫療、急救工作。 

H. 推動急救訓練活動，培養種子教師。每學期舉辦急救訓練營活動，而

每學年鼓勵安排學生參加跨校合作高級急救員班及急救教練班。 
I. 訓練本校教職員工救護知能，並能取得救護證照。 
J. 校醫駐診服務：與桃園地區教學醫院合作安排醫師每天駐診服務，保

障全校師生健康。 
K. 與生輔組密切配合，吃出健康，吃出衛生。 

(A) 每週不定時檢查餐廳衛生，針對校內餐廳實施檢查，並公佈、

追蹤輔導改進其缺點。 
(B) 每週油質檢測、餐具殘留檢驗、每月抽檢餐廳大腸桿菌數及總

生菌數。 
(C) 每學期固定辦理餐廳衛生講座。 
(D) 推動衛生教育與健康促進工作。 

 
5. 行政支援 

(1). 經費運用： 
學務處主要活動經費來源每年為度教育部補助之訓輔專款（教育補補助

款及學校相對應的補助款），以歷年制，予四組合理分配運。除教育部補

助經費外，課指組仍編列相關費用如：慶典活動費、研究訓練費、社團

活動費、社團設備費…等，輔導、補助社團得以讓社團發展更茁壯；學

輔中心亦依不同屬性需求，另向有關單位申請補助用以推動相關業務活

動。 
(2). E 化作業系統： 

A. 於網頁中提供相關法規、成員介紹、業務服務、最新消息、表格下載、

住宿資訊供學生查詢，開發整合兵役、獎懲、宿舍申請及學生資料。 
B. 就學貸款系統採用台灣銀行學生就學貸款系統，提高學生就貸資料之

準確度，加速學生資料建檔及審核之速度。 
C. 學生宿舍分配，採網路線上申請，結合學生資料之整合，獲致全方位

e 化管理制度。 
D. 提供網際網路即時輔導、電子郵件輔導及輔導線上預約三種輔導介面

供被輔導者選擇。被輔導者可以利用網路網路的便利，選擇最適合自

已的方式與輔導員取得溝通及得到幫助。 
(3). 人力資源分配與分工 

學務處目前人力 24 人，綜合本處心的理念目標、法規制度、行政運作、

業務績效與發展規劃這幾個層面來看，目前的人力資源分配與分工尚能

勉力完成學校的期待，若在未來中長期發展能解決「人力不足」與「行

政與專業角色混淆」之困難，將有助提升學務處的組織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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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未來發展之具體建議 
學務工作重點在於鼓勵學生、關懷社會、服務人群、輔導學生偏差行為，培

養法治精神，加強對學生的鼓勵以激發學生的潛能，並致力全人教育之推展，

建構一優質之校園文化。並朝向下列目標努力： 
(1). 輔導學生社團，激發社團潛能： 

希望藉由火車頭理論輔導學生社團。由於本校社團絕大多數缺乏經驗，

未來輔導工作將以結合有經驗的代表性社團進行示範與帶動，激發更多

社團的潛能，使得本校社團的發展能夠從一元的特色變成多元的特色。

提高學生社團與他校的互動，進一步地觀摩與學習。降低社團在財務上

對學校的依賴，使社團將本身的特色轉化成與社區互動的資源，強化社

團經營上的財務彈性。 
(2). 健全導師輔導機制，強化校園輔導體系： 

A. 修訂導師工作相關法規，健全輔導與獎勵機制，鼓勵全校教師加入輔

導行列，強化校園輔導體系。 
B. 積極宣導學輔中心相關支援與服務，增強學輔中心與導師們之合作與

互動。 
C. 建置導師專屬網頁，提供導師快速、方便、完整、豐富之輔導資訊，

協助導師輔導工作之進行。 
D. 積極推動學生對導師制度推行成效之評鑑工作，作為未來發展方向之

參考。 
(3). 強化導師輔導知能： 

A. 針對導師需求，精心規劃導師輔導知能研習課程，提高導師參與 率，

增強導師輔導效能。 
B. 配合教育部年度工作重點，研議導師輔導知能主題，多元強化導師輔

導知能。 
C. 鼓勵導師參與校內外輔導知能研習，提升相關輔導知能。 

(4). 建全心理衛生三級預防體系： 
A. 積極辦理心理衛生講座，加強宣導心理衛生觀念。 
B. 辦理學生自我成長相關團體，提昇學生解決問題能力。 
C. 持續辦理個別諮商輔導服務，協助學生解決問題。 
D. 建構校三級預防機制，強化危機處理能力。 

(5). 積極運用心理測驗，協助學生了解自己的秉賦與特質： 
A. 有效運用心理測驗，幫助學生自我探索，了解自己的興趣、能力與價

值觀等人格特質。 
B. 以班或系為單位，大範圍實施心理測驗，協助篩選異常之學生狀況，

主動了解與追蹤，並與系相互合作，完成橫向聯繫，協助學生改善問

題與狀況。 
(6). 實施生涯規劃輔導，提供學生多元之生涯觀念： 

A. 辦理升學、生涯及就業相關講座，引導與啟發學生未來生涯發展方

向。 
B. 辦理企業參訪，提供學生實地瞭解就業職場之機會。 
C. 針對應屆畢業生，實施生涯規劃意向問卷調查，作為規劃相關生涯輔

導措施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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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辦理校園徵才系列活動，如企業說明會、就業博覽會，協助學生順利

就業。 
(7). 充實學輔中心小型圖書室，分享輔導相關資源： 

A. 逐年購買心理、生涯及就業輔導等相關書籍及雜誌，以期成立學輔中

心小型圖書室。 
B. 結合相關大專院校學輔資訊，建立網路系統。 

(8). 堅持資源教永續經營之理念，將身心障礙學生補助款專款專用，確實推

行身心障礙學生之教育權，並努力倡導友善校園。 
(9). 強化住宿服務，提升宿舍效率 

A. 因學生人數逐年成長，宿舍業務及住宿生人數遽增，未來擬成立獨立

之住宿服務組，以提升宿舍服務品質。 
B. 研發住宿學生網路請假系統，以節省人工請假及點名之冗長時間。 

(10). 提升 e 化功能，達到聯繫服務之功能： 
A. 研發學生請假及缺曠課統計登錄系統，迅速得知學生是否有請假或曠

課情形，即時通知家長。 
B. 再加強校園安全機制之多向聯繫功能，建立轉介系統結合學生輔導中

心資源，朝向全面、Ｅ化的輔導體系發展。 
C. 建立轉介系統，結合輔導中心及衛保組現有資源與轉介管道。 
D. 心理衛生教育之推廣及建立全校心理衛生工作網，目前實施方式以多

面向之成長團體作為培養義務輔導人員之管道，並藉此發展可行而容

易推廣之實際輔導操作手冊。 
(11). 強化學生溝通管道，推廣校園活動，提高法治觀念： 

A. 定期舉辦校外租賃輔導講座，並結合房東召開座談會。 
B. 結合地方警分局、消防單位、安駕教育中心等公私立單位，加強對學

生安全觀念的宣導及訓練。 
C. 加強急救教育之推廣，培養急救種子部隊。 

(12). 增加醫療設備，提供全校師生更好的服務： 
A. 用現有健康檢查資料為基礎，進行學生身心健康狀態之追踨，以建立

長期性之資料。 
B. 建議增聘專職營養師，負責執行校內餐廳及販賣部每日衛生檢查及餐

飲衛生教育宣導，並招募本校觀光系學生培訓志工，以協助學校餐飲

衛生品質監督工作。 
(13). 使大學醫療資源能與政府民間充份結合，發展身心健康之校園： 

A. 積極與桃園地區教學醫院合作，每天提供醫師駐診服務，積極配合教

育部當年活動主題，設計各種適宜大專生之衛生教育活動。 
B. 新生健檢與桃園地區教學醫院合作，對學生健康問題之追蹤及缺點矯

正不遺餘力。 
 

7. 未來三年之中長程規劃 
(1). 培養學生能力與導引學生合宜的價值觀及籌辦多元化且實用的研習課

程，包括活動企劃、溝通技巧、刊物編輯、議事研習等課程。社團方面

鼓勵辦理相關的學術、文化等講座課程，提升本校學生的學術的氛圍，

提升全人文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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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形塑國際觀的校園文化，結合師生力量共同參與「藝術季」、「音樂會」、

「電影節」等活動，經由各個活動的參與，從活動中學習，並培養學生

的國際觀。 
(3). 培養社團關懷社區公民意識，服務學習教育課程在校推動後，故然會在

學校與社區激起廣大的廻響，具體策略在以希望未來能帶動有熱忱的師

生加入服務社區的行列，進而由各學系提供多樣性的服務學習課程項

目，將學生專業學習與社區服務做結合。  
(4). 加強宿舍設備網路查報修繕系統。可節省人力資源，提高宿舍修繕之效

率，更新現有電腦硬體設備，朝向 e 化目標。 
(5). 結合社區，倡導自治幹部為社區服務之宗旨。植基於「人本與服務」之

理念下進行，以培養學生服務之人生觀。具體措施：不定期與桃園社區

結合，拓展交流空間，以達服務之宗旨。 
(6). 賡續推動校園安全教育，擴大宣導活動，召募義工、志工同學協助執行

校園安全，並擬協調桃園地區中原大學、元智大學、交通大學等聯合舉

辦。 
(7). 建立制度化、系統化、電腦化的學務系統。利用電腦透過行政 e 化，提

昇行政效率，加強服務學生工作。透過加強網站線上登錄及線上申請功

能，所有申請及基本資料蒐集業務均能透過網路達成，建構完整之學務

系統。 
(8). 建立學校與週邊社區交通安全網，與派出所、消防局、醫院成立 24 小時

聯絡網，密切掌握交通安全狀況，以維護學生行的安全。 
(9). 提供多元、深化之輔導服務，推展三級預防工作： 

A. 建構合適本校之三級預防機制，推展三級預防工作。 
B. 積極辦理情緒管理、人際關係、情侶溝通、悲傷輔導、生涯規劃、求

職準備等多元化之團體工作坊，全方位協助與輔導學生。 
C. 導師輔導工作網路化、廣度與深度的加強。 
D. 建置個案管理系統。 

(10). 持續深化資源教室服務功能，確實推行身心障礙學生之教育權，培育資

源教室志工，並矢志倡導友善校園。 
A. 擴大招募學輔中心志工，宣傳助人理念。 
B. 辦理志工培訓課程，推展輔導服務工作。 

(11). 落實生涯及就業輔導工作，提昇學生未來職場之競爭力： 
A. 組織建全化：建議將就業服務獨立成學務組下一個組；或仿效元智大

學，擴大學輔中心定位，中心下設二大組，將學生輔導與就業輔導正

式功能性組織區分。 
B. 配合通識「生涯規劃」課程，積極規劃及提供相關服務，建立大一生

涯探索、大二生涯抉擇、大三生涯投入、大四生涯準備完整之生涯體

系，協助同學掌握自我人生。 
C. 加強提供國內外升學、暑期工讀、專長培訓課程等各項生涯相關訊

息，持續辦理就業博覽會、校園徵才活動，整合相關資源，協助學生

認識職場世界，建構完整之生涯服務管道。 
(12). 推動衛生教育宣導活動及舉辦相關講座。 
(13). 積極推動健康衛教活動，加強推廣衛生教育，將癌症防治、肝炎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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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養保健、傳染病等或年度宣傳重點列入定期健康保健講座之課題，提

供多元化衛生教育。 
(14). 新生健檢實施率達 100%，落實全校學生健康管理。 
(15). 積極與桃園地區教學醫院合作，每天都有醫師駐診服務積極配合教育部

當年活動主題，設計各種適宜大專生之衛生教育活動。新生健檢與桃園

地區教學醫院合作，對對學生健康問題之追蹤及缺點矯正，持續進行。 
(16). 發展多元化的健康促進策略，協助衛生單位加強餐飲衛生教育之推廣，

服務社區民眾，建立優良之學校社區環境。 
 

8. 預期效益 
(1). 學生社團活動的蓬勃發展，讓社團有多元的特色，注重社區服務的輔導，

將有助於學校與各地社區之交流，學校整體形象的提升，增加學校能見

度，與促進對學校之認同。 
(2). 優美的文藝活動提升校園文化氣息，端正校風，並打造整體開南社區意

識。 
(3). 學生法治精神、團隊精神工作道德的建立，有助於提振本校畢業生進入

就業市場的競爭力。 
(4). 提升住宿品質與服務，增進住宿同學向心力。 
(5). 建立全方位輔導網絡，架構本校完整之三級預防體制，適時有效處理學

生問題。 
(6). 擴展學輔中心志工團，並藉此提昇本校學生服務社會的能力。 
(7). 提供個別諮商、心理測驗、成長團體、圖書借閱.....等服務，幫助學生自

我探索、追尋人生意義、解決情緒困擾，增進生活適應，以及完成生涯

規劃。 
(8). 導師輔導工作之推展，可培養全體教師皆具有輔導理念與能力，引導學

校教師善盡輔導學生責任。 
(9). 持續落實身心障礙學生生活與學習之協助工作，提升資源教室服務功能。 
(10). 提升開南大學畢業生之就業競爭力及豐富畢業生就業資料庫，加強與校

友會聯繫，有助於開展本校學生進入就業市場的機會，進而提升開南大

學的社會形象。 
(11). 結合產、官、學界，建立學輔資源庫，以提升學校學輔資源，進而邁向

校際化、國際化。 
(12). 全校教、職、生有健康安全之校園環境。 
(13). 新生健檢資與合作醫院落實合約精神，使健檢資料經由全面電腦化而能

持續追蹤管理。 
(14). 可隨時提供緊急救護醫療資訊，使醫療保健業務績效化，完善緊急醫療

系統。 
(15). 結合醫療與膳食衛生，使全校師生均能身心健康。 
(16). 加強健教合作，培養種子教師，推廣健康之醫療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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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總務處 
1. 現有組織架構：處本部（總務長） 
事務組（組長 1 名、專員 1 名、辦事員 2 名、書記 1 名、約聘人員 3 名、清

潔人員 8 名、駕駛 2 名） 
營繕組（組員 1 名、約聘佐技 2 名、約聘人員 2 名） 
保管組（組長 1 名、辦事員 1 名） 
出納組（組長 1 名、組員 1 名） 
文書組（組長 1 名、書記 1 名） 

 
2. SWOT 分析 

Strengths: 
潛在內部優勢 

Weaknesses： 
潛在內部弱勢 

1. 現有同仁工作資歷均熟練，富有團隊精

神，並加強專職教育學習與磨練機會，

提升專業能力。 
2. 建立公文電子化及各類 E 化工作平

台，有效降低行政流程錯誤率。 
3. 家長對學校的設施水準期望高。 
4. 其他處室對本處期待及依賴甚高。 
5. 本處員工均抱持熱心服務之態度，服務

同仁、學生、家長。 
6. 成立校園空間規畫小組，討論空間分配

事宜，各棟建築無障礙空間設計，建構

E 化與國際化設施（增設多媒體教室設

備、無線上網、心靈音樂小站、跑馬燈、

電視牆全天候播放 CNN 新聞…）。 
7. 提供設備完善國際會議廳、教學教室、

實驗室供給全校師生使用。 
8. 研究室數量眾多可加強增進師生互

動，提供學校研究風氣。 

1. 實務面繁雜，承辦人員行政法令專業訓

練待加強。 
2. 行政業務整合仍嫌不夠，有賴各處室充

分配合。 
3. 部分組別缺乏完善法令及快速作業流

程， 仍須加強。 
4. 行政辦公大樓獨立與教師互動較為不

便。 
5. 資訊設備維修管理不易；且車位動線設

計不夠完善，本學期均已改善。 
6. 各單位不熟悉報修系統，造成維修速度

較慢，易遭學生及家長招怨。 
 

Opportunities: 
潛在外部機會 

Threats: 
潛在外部威脅 

1. 公開招標，採購流程公正透明，中央信

託局代辦多項採財物採購案可運用。 
2. 高鐵免費接駁專車及桃園客運於本校

校園設站。 
3. 修繕採購辦法規章完善、流程明確，無

利益團體介入，可保障高品質、節省學

校開支。 

1. 與家長、學生接觸機會較少。 
2. 人工作業流程繁複、控管不易，導致學

生、家長、廠商頗有怨言，已積極改善。

3. 各類採購及維修承辦廠商工作時程較

難掌控。 

圖 5-8  總務處之 SWOT 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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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理念目標 
一個組織的文化，已經形成的制度，應引導它從正面發展，以導正一個

組織的文化內涵，凝聚共識，目標一致：多溝通、多交換意見，共同做好事

情，觀念上或是效果上都會比較容易產生實質的效益。讓每個人的力量都能

發揮，相信組織的成效會是相當大的；快速有效的解決問題。團隊思考：一

個學校的行政團隊，若每個人都能善盡自己的職責，發揮團隊的精神，就能

產生教育的最大效果，以績效來爭取資源，活動及計畫的規劃務必讓學校每

一個人都能受惠，建立新願景，可以期許為有效能的行政團隊。 
總務處係一全校性的服務支援單位，我們的工作原則是“主動服務”，本

著追求行政革新致力效率之提升，促進教學研究環境品質之改善、服務全校

師生之理念，朝行政程序的簡化、行政效率的提昇、行政人力的精簡、行政

作業的電腦化、經費的開源節流等目標推動，並提供完善的綜合協調支援及

服務等工作。除了維護學校的正常運作外，在學校追求卓越的成長與發展過

程中，提供積極性的服務。總務處下依業務性質分設五組:事務組、營繕組、

保管組、文書組、出納組，掌理有關之總務行政事項。 
4. 策略與目標 

總務處是直接與外界接觸的第一線，可以說是學校的「門面」。校園內教

學環境、學術研究、安全完善的校園品質等皆需要總務處積極配合，為了提

昇本校行政服務品質，希望透過單一服務窗口有效地提供學生、教職員各項

服務，總務處具體地將學生的生活管理方面做一整體性的規劃。舉凡網路的

設計、讀書的環境、以及學生宿舍的區隔化等，皆係為使多元的環境與設備

來滿足不同的需求，這也是未來多元社會的趨勢。 
校園各館普設網路連結點、讓學生能夠很方便的連接上校園網路搜尋所

需資訊，希望藉此提高學生的學習環境與效果之外，亦希望各教學單位能夠

鼓勵老師從事、運用各種網路資訊媒體等設備與技術來協助教學。一個有效

能的總務是確保教學研究、學習及各行政單位需求成功最大的保障。本處持

續以創造一個優美學術環境、迅速的行政支援及建構人性化空間為目標，締

造良好的人文學習環境。 
 

5. 行政支援 
本處負責業務範圍龐雜，但卻十分重要，諸如建造校舍、現金支出與往

來、公文傳遞與歸檔、校產、校舍管理、採購執行、校安維護、校園清潔、

修繕及保養等等事務，本處以最有限的人力物力，作最有效的資源運用與分

配，創校至今，勞心勞力，不敢稍有懈怠，雖然本處人員本著隨傳隨到、日

以繼夜的精神為大家服務，不可諱言的是以上多項作業，仍屬人力作業階段，

服務成效雖無法達到眾人滿意的程度，但本處將盡極大努力服務全校師生。 
E 化在現今科技社會已勢在必行，鑑於各處室人力有限，也非程式設計

專才，無法自行研發出 E 化管理系統。由資訊科技中心統籌各單位所提出之

電腦化需求與標的，配合學校法規制度，分階段建置各單位電腦作業管理系

統，以其全校 E 化使用統一介面，並能整合資源作有效分配。 
本處的人力資源優勢是人員流動力低、配合度高，勤務、值勤性質的工

作可以妥善達成；但其劣勢是人員平均年齡偏高、平均學歷較低，制度規劃

層面能力較不足，這也是與其他處室最大不同之處，如何利用優勢領導統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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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向上提升人員素質，是本處面臨最大的挑戰課題，也是正在改善的目標。 
另外，各單位承辦人員對校內辦法、規則、作業流程及各表單未能充分

清楚與熟悉使用規則，加上人員流動頻繁、新人訓練交接未能徹底落實，間

接造成本處請購、盤點、財產保管、門禁管控等行政作業效率與品質受影響。 
本處為落實人力精簡，保管組、採購組，僅一人負責相關業務。年齡層

偏輕，經驗不足，加上總務工作鉅細靡遺，訓練新人正式上手仍需一段時日，

若人員休假、留職、離職、轉任、退休等，將會造成職務交接困難，是本處

一大隱憂及難題。 
 

6. 未來發展最優先解決之問題： 
(1). 配合產學合作需求規劃設立育成中心。 
(2). 已建置大型會議廳 4 間，讓校內可舉辦國際化學術研討地點及提供學生

社團有良好的場所空間。 
 

7. 未來三年之中長規劃 
(1). 中程計畫： 

A. 第二教學大樓卓越樓已於 97 年 3 月 26 日正式起用，其 B103、B110
會議廳提供專業設備及空間，均可在校內舉辦大型研討會等活動。 

B. 卓越樓 6 樓規劃為育成中心，提供校內、外產學合作落實理論與實務。 
C. 增設 30 間實驗室供各院系所老師學生研究討論，並持續規劃健康管

理學院實驗室 2 間。 
D. 卓越樓增設 42 間獨立研究室供各院系所老師學生研究討論，依教師

人數成長持續增設獨立研究室供老師運用。(全校共計有 275 間教師

研究) 
E. 97 學年第 1 學期將新設一院(健康管理學院)； 三系(保健營養學系、

銀髮養生環境學系、銀髮健康促進學系)，設於卓越樓 8 樓。 
(2). 長程計畫 

A. 受限全校建蔽率 15%之限制，影響校內未來規劃，已進行評估，申

請修正建蔽率 15%之上限以因應未來發展。 
B. 興建學人宿舍。 
 

8. 預期效益 
隨著本校系所漸增，學生人數與日遽增，為提供師生完善校園環境及達

到一流國際大學目標，上述所列目標勢必完成，故預期效益將達至百分之九

十五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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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研究發展處 
1. 現有組織架構 

根據「開南大學組織規程」第九條第四款規定：研究發展處設研究發展

組、交流合作組及出版組共三組，置研發長一人、秘書一人、各組各置組長

一人，並視業務需要置職員若干人。 
 
目前研究發展處組織人力為研發長一人，各組組長共二人，行政職員二

人。主要任務在規劃執行校務發展、建立研究獎勵制度、鼓勵教師爭取研究

計畫、發表論文、專書、出版具國際一流水準期刊等，使本校能逐步成為國

際一流、聲譽卓越、教學與研究並重的整合性大學。 
 
本處業務執掌如下： 

(1). 綜合業務 
主要辦理本處年度工作計畫及預算擬訂、相關業務規章之研擬與修訂、

提送校務會議、行政會議等之提案及工作報告，以及其他庶務性事務，

臚列如下： 
A. 公文收發及管理。  
B. 檔案、文件資料管理。  
C. 網頁製作及維護管理。  
D. 各項會議召開之籌備及記錄。  
E. 請購及經費核銷事宜。  
F. 財產物品保管及維護。  
G. 工讀生工作分配及管理。  
H. 臨時交辦事項。 

(2). 校務發展業務 
研究發展處負有研議本校中長期發展方向以及整合規劃校務發展資源之

任務，本處與校務發展有關之業務包括： 
A. 校務研究發展委員會之召開。 
B. 學校中長程發展計畫規劃與彙辦。 
C. 校務發展執行成效之評估與報告彙整。 
D. 校務興革事項之研究與規劃。 
E. 各單位、系所、中心創新發展事項之彙辦。 
F. 其他有關本校校務發展事項。 

(3). 管制考核業務 
為使學校各單位配合校務發展之推動，建立具體運作機制，本處負責統

籌協調各單位意見，並執行管考工作，必要時得隨時進行跨單位協商，

以使校務發展計畫順利推動，重點業務項目包括： 
A. 各單位中程校務發展計畫執行之列管及追蹤。 
B. 校務綜合自我評鑑規劃。 
C. 教學單位自我評鑑規劃。 
D. 行政單位自我評鑑規劃。 
E. 主管機關審查意見及檢討改進事項之列管及追蹤。 
F. 各類專案計畫執行情形之列管及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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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務發展各單位意見彙整與執行之管考。 
H. 智慧財產權宣導及各單位執行考核 

(4). 學術研究業務 
本校自創校以來，即致力於鼓勵教師學術研究能量之提升。九十三學年

度起，更禮聘傑出國家講座教授曾國雄校長，帶領教師研究訓練，亦有

諸多研究投入與成果，並藉由各種研究獎勵制度，激發教師專心於研究

工作。相關措施及辦法如下： 
A. 學術研究獎勵： 

本校為鼓勵教師及研究人員從事研究，關懷國家社會，特訂定「開南

大學專任教師及研究人員研究獎勵辦法」。凡專任教師及研究人員(含
留職留薪者)，以本校名義在國內外學術期刊或學術性會議發表研究

成果，或獲得專案研究計畫者，得依以上辦法向研發處申請獎勵。申

請期間自每年九月一日至九月三十日止。其它因學術研究成果而獲得

特殊榮譽者，得專案申請獎勵。近年來獎勵方式依循不同發展要點，

增列許多獎勵內容，以加強鼓勵研究。 
B. 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效 

在國科會研究計畫方面：本校專任教師申請 94 學年度國科會專題研

究計畫案，通過 21 件；95 學年度通過 25 件；96 學年度通過 26 件。

與 91-93 學年度相較，通過件數均逐年顯著增加。此外，國科會辦理

「大學生參與專題研究計畫」部分，94 年度獲得 2 件，96 年獲得 3
件。為鼓勵專任教師積極進行研究，亦訂定「開南大學校內專題研究

計畫補助辦法」。對於專任教師當年度向國科會申請專題計畫未獲通

過者，得提出校內專題計畫申請，每件研究計畫最高補助十萬元。九

十六年度辦理校內專題計畫結果，補助校內專題件數 13 件，補助

金額合計伍拾萬元整。  
C. 學術交流 

持續推動「國際學術交流」，以提升本校國際競爭力，自九十三學年

度校內成立國際事務中心專責進行本校對外國際交流相關業

務，本處並協助辦理之。  
D. 國際學術研討會 

為加強推動國際學術合作交流，本校定期舉辦大型國際學術研討會、

研習會或產學合作博覽會，藉以提升教師研究能力和本校學術聲望。

94 至 96 年度，由校內各單位主辦之學術研討會共 35 場，其中 96 學

年度舉辦之國際學術研討會議包括 The 2008 International Shipping & 
Logistics Conference、2008 第四屆資訊管理學術暨專案管理實務國際

研討會、2008 第三屆全球化與行政治理國際學術研討會、2008 國際

航空運輸暨飛航安全研討會等，均獲得學校經費補助。 
E. 專任教師出席國際性學術會議補助  

本校訂有專任教師出席國際性學術會議補助辦法，如專任教師

申請教育部或國科會未能獲得全額補助者，或奉派代表本校出

席國際學術會議者，均得提出補助申請。  
F. 產學合作 

為加強與產業界之合作，本校訂有「開南大學產學合作實施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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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鼓勵教師接受校外單位補助或委託，進行產學合作研究

計畫，或人員訓練、技術移轉等專案計畫，以強化與實務界之

合作關係，落實理論與實務兼具之目標。此外，為延攬產業界

實務人才到校任教，亦訂有「開南大學聘任專業技術人員擔任

教學辦法」。94~96 年度，本校承接各產、官、學（國科會除

外）之產學合作專案計畫，分別為 16 件、16 件及 33 件，呈現

穩定成長的趨勢。尤其 95 學年度起本校獲得教育部核定「重

要特色領域人才培育計畫」，目前仍持續執行中。  
此外，本校已與 66 家企業、協會及醫療體系等簽訂合作備忘

錄，包括合作金庫銀行、宏碁股份有限公司、復興航空公司、

漢翔航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台北喜來登大飯店、東南旅行

社、敏盛綜合醫院、衛生署立桃園醫院、太平洋證券桃園分公

司、國語日報社語文中心、千翔保全等知名企業與機構，將可

為本校各學院及系所學生提供實習管道。  
G. 出版學術期刊 

本校目前發行的期刊中，較重要者包括「運籌與管理學刊」(Journal of 
Logistics and Management )和 IJISLM 國際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ormation Systems for Logistics and Management)，均有嚴格之雙

盲審稿制度，在傑出國家講座教授曾國雄的指導下，多年來已具成效。 
(A) 運籌與管理學刊：為半年刊，每年六月及十二月出刊，創刊至

今已發行 12 期，最近一期為第 6 卷第 2 期。指導委員 3 位，皆

為外校教授。編輯委員共 16 位，其中校外人士占 13 位，比例

超過 3/4。就最近五期而言，刊登稿件共 24 篇，其中內稿 5 篇，

故內稿比例僅 20.8%。在總編輯曾國雄教授的帶領下，已大幅

提升期刊內容水準，未來將申請收錄在 TSSCI。 
(B) IJISLM 國際期刊：為半年刊，94 年 11 月創刊至今已發行 5 期，

最近一期為第 3 卷第 1 期。編輯委員共 11 位，國外學者占 10
位。就發行之 5 期而言，刊登稿件共 33 篇，其中內稿 8 篇，內

稿比例為 24.2%。本期刊已於 97 年 5 月申請收錄在 ABI，未來

將持續朝 SCI、SSCI 之目標邁進。 
H. 強化研究中心運作 

為拓展本校國際學術合作網絡，強化教師之研究能力，提升本

校學術地位及知名度，目前已積極整合各學院系所之專業研究

師資，成立數個校級研究中心，定期辦理國際性學術研討會，

例如「開南大學航運、港埠與物流研究中心」成立以來，已舉

辦兩場國際性會議，更與國際上 9 所知名學術研究機構簽訂合

作備忘錄，並經常邀請國外知名專家學者蒞校參訪、演說。  
此外，96 學年度也通過成立「開南大學國際勞動與發展研究中

心」，該中心成立後將積極爭取政府相關機構資源，培育研究

國際勞動與國際發展之人才，並且逐步建立與亞洲相關學術研

究機構、國際組織、及國際非政府組織之合作關係，使該中心

成為亞洲地區相關議題研究之卓越機構。  
本校 95 學年度起獲得教育部核定「重要特色領域人才培育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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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目前仍在執行中，顯見本校研究團隊已開始展露研究能

力。  
I. 邀請國際知名學者來本校講學或專題演講 
為加強國際學術交流，提升師生學術水準，本校經常邀請國際知

名學者蒞校進行專題演講，96 學年度計邀請日本早稻田大學資

訊系玄光男教授等 16 名。此外，本校亦延攬德國知名漢學家慕

尼黑大學漢學系 Dennis Schilling 博士擔任華語文教學研究所所

長，以及邀請國際物流專家韓國仁荷大學李太雨教授 (Paul T. W. 
Lee)來物流與航運管理學系擔任客座教授。  

 
2.SWOT 分析 

Strengths: 
潛在內部優勢 

Weaknesses： 
潛在內部弱勢 

1. 本校由獲「國家講座」、「國科會傑出特

約研究獎」曾國雄教授領導，並持續聘

請學術地位崇高之教授群，大為增強本

校與產、學、研界及國際接軌之機會與

能量。 
2. 以全校、邁向國際一流大學為主軸之思

考觀點，使組員視野得以更擴展。 
3. 獲主管充份授權，業務執行空間富彈

性，有利於創造性思考。 

1. 同仁參與校務規劃、執行校務評鑑經驗

不足，成長潛力待發揮。 
2. 單位主管異動頻繁，行政經驗累積不

易，制度建立不易。 
3. 本處與政府、產、學、研界的聯結有待

加強(施政動態，及產業界最新趨勢)，
才能即時掌握最新訊息。 

4. 同仁宜多學習觀摩優良他校研發處業

務執行情形，以補不足。 
 

Opportunities: 
潛在外部機會 

Threats: 
潛在外部威脅 

1. 政府積極檢討現行高等教育運作規

範，賦予大學自主運作與發展空間。 
2. 教育部政策積極鼓勵學校走向國際

化，邁向國際一流大學的方向努力。 
3. 本校地理位置優異，鄰近國際機場，發

展相關研究具備有利條件。 
 

1. 本校過去之學術研究成果績效仍有努

力空間。 
2. 發展國際化的同時，亦需保有學校自我

特色(本校因屬新設學校，特色有待建

立)。 
3. 面對社會結構轉變，亟須建立務發展的

定位與特色，以精緻化、差異化，提升

競爭力。 
 

圖 5-9  研究發展處之 SWOT 分析圖 
 

3. 理念與目標 
研究發展處的業務性質由早期的著重於規劃層面，逐漸地提升為規劃及

考核並重。本處並體認在 e 世代知識經濟的浪潮下，唯有提升創新價值，才

能開啟本校競爭動力;處於高度競爭的社會也唯有強化專業及品質，才有可能

永續發展，本處因而逐漸由量的增加，轉型為「質」「量」並重的把關及推動

者。 
4. 策略與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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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處如何達成所欲追求之目標與特色，策略與做法 
(1). 校務發展規劃方面 

A. 鼓勵職員持續充實工作領域相關專業知識，期致力提升創新服務品質

與專業素養。 
B. 積極了解政府機關暨各部會，如教育部、經濟部、國科會、青輔會等、

以及其他大學校院、管理學會、產業界等單位機構之最新相關訊息，

以提升本校校務規劃發展視野與效能。 
(2). 學術研究風氣提升方面 

A. 積極爭取更多獎勵教師學術研究經費，訂定完善教師學術研究獎勵辦

法，鼓勵教師持續充實專業領域知識，致力提升素質，精進學術研究

水準與提倡研究風氣。 
B. 獎勵教師透過產學合作，從事研究，參與相關公民營機構之大型整合

專案計畫，提供新管理技術研究成果，以提升產業競爭力，培育出符

合產業需求的人才。 
C. 加強國際學術交流與合作(例:教師互訪授課、學術研討會、國際交換

學生等)。 
D. 與國外大學進行策略聯盟，經由國際合作促進交流，使學術研究發展

更邁向自由化與國際化。 
 

5. 行政支援 
(1). 訂定各項研究獎勵補助辦法，來提升本校學術研究風氣，鼓勵同仁研究，

獎勵傑出研究成果，並協助提升研究品質。  
(2). 協助訂定提升教師教學品質之獎勵措施，藉此提升全校教師整體教學水

準，邁向教學卓越前進。 
(3). 整合全校行政支援，如教學設備的提升，來協助教師提升教學及服務水

準。 
(4). 持續聘請國際級名師到校講學，藉此提升教師教學及研究能力。 
(5). 由名師帶領，協助教師爭取各項計劃，如國科會或產學合作計劃案。 
(6). 協助整體校務發展計劃。 
 

6. 未來發展之具體建議 
(1). 部門工作分配及人力調度上應再加強與補充，才能提升工作效率。 
(2). 擬請科技中心建立教師學術研究資料庫，讓教師可隨時登錄更新研究動

態與研究成果，以利本處有效率彙總全校教師研發能量。 
(3). 部門同仁宜多擴展國際化視野，對於政府施政政策與產業動向亦應即時

掌握。 
 

7. 未來三年之中長程規劃 
本校雖屬新設大學，但卻是大桃園地區唯一結合商業管理、觀光航管、

資訊科技、人文社會、健康照護五大學院為主要特色的大學校院，加上學校

地理位置佳、交通便捷（近高速公路、桃園火車站、高鐵、機場），有利於學

術交流。桃園縣是全國最大之工業縣，又擁有台灣之國際聯絡窗口—桃園機

場，掌握地利之便，適宜發展觀光、空運、物流等具有特色之產學合作。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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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位於於台北—桃園—新竹的台灣工商業主軸線，有助於學生未來畢業的就

業或進一步深造。 
因此本校將密切注意台灣政治、經濟及社會的發展脈動，結合在地優勢，

發展本校特色領域專業人才，並且以國際化為教學主軸，培養學生在面臨全

球化的挑戰之下，仍然擁有優異的就業競爭力。未來在研究發展方面，將從

「國際化」與「在地化」兩方面同時進行。 
(1). 國際化： 

A. 加強與姊妹校建立合作發展關係，包括簽訂學術合作、雙聯制學位、

互派交換學者與學生、共同舉辦國際研討會等。 
B. 已積極整合各學院系所之專業研究師資，成立校級研究中心，定期辦

理國際性學術研討會，藉以提升本校教師研究能量，增加本校知名度。 
C. 鼓勵教師積極參與國際學術研討會，或投稿國際知名學術期刊。 

(2). 在地化： 
A. 重視推廣教育，發展遠距教學課程，滿足桃園地區民眾進修與知識的

需求。 
B. 加強產學合作，鼓勵校級研究中心與政府機關及產業界建立良好的夥

伴關係，並且提供政策分析與建言，使本校的教學研究能掌握國家的

經濟及社會發展趨勢，並且滿足企業的需求。 
 

8. 預期效益 
(1). 未來學校在各項鼓勵研究措施的推動下，預期研究成果及國科會計畫案

將可大幅提升，尤其在國際級知名期刊(SSCI/SCI)方面。 
(2). 在各項獎勵教學的措施下，將可提升教師教學品質及水準。 
(3). 在國際級名師的講學及著手規劃出版具國際級水準之期刊 IJISL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ormation Systems for Logistics and Management)
之下，將提升學校國際知名度及學術聲望。預計 97 學年度將申請收錄在

ABI，未來將持續朝 SCI、SSCI 之目標邁進。運籌與管理學刊未來也將

申請收錄在 TS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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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人事室 
1. 現有組織架構 

人事室成立於 89 學年度，係為承辦人事各項業務，思考建構本校成為國際

一流卓越大學之人事制度與法規的方向邁進。設立初置人事室主任一人及組員

一名。 
92 學年度為配合人事行政局人事系統上線，人事室員額增編一名組員協助

人事業務之推動。 
94 學年度為配合本校全力投入改名大學，故本室再增編員額一名協助人事

業務績效提升。 
96 學年度為配合本校改大後人事業務擴展，故本室再增編秘書一名協助人

事業務績效提升。有關人事室歷年組織演變如圖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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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0 人事室歷年組織說明圖 

人事室 

89 學年度 

設有人事室主任一人 

組員二名，以承辦一般

性人事業務，人事系統

開發，及各項人事法規

之修正配合本校行政運

作

人事室 

90 學年度 

人事室 

91 學年度 

人事室 

92 學年度 

人事室 

93 學年度 

設有人事室主任一人 

組員一名，以承辦一般性

人事業務及各項人事法規

之建構為主 

人事室 

94 學年度 

聘專任副教授兼任人事室主

任，重新改建人事制度，整理

人事法規及統一人事行政流程

標準化、公開化及公平性。 

注重人力資源開發及人事人員

專業性之提升。 

組員三名，以承辦一般性人事

業務、執行人事系統開發、思

考各項人事法規之修正配合本

校行政運作、重視人員培訓及

提供教職員工績效評核之專業

指標，以俾本校人力資源充分

人事室 

95 學年度 

95 年 8 月改大成功所

有人事業務配合改大

後應建立之架構及運

作，如法規之修定各

項人事制度之建立 

人事室 

96 學年度迄今 

96 學年度增加秘書

員額乙名協助人事主

任一般行政業務及人

事業務之協助及聯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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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WOT 分析 
Strengths: 

潛在內部優勢 
Weaknesses： 
潛在內部弱勢 

1. 是人力精簡（92 年 5 月前僅有主任及一名

組員）但仍能勉力完成歷年之教職員總量

管制、聘任、考核獎懲、待遇結構、出國

訓練進修、升等改聘、專業績效及提升服

務品質等相關作業。 
2. 於 94 年 11 月由 104 人力銀行及其他管道

徵才，招聘一位新進人力並引進較為年輕

化及專業之人力配置，積極進行人事室相

關業務，並推動全校教職員教育訓練及進

修，以提昇本校教職員專業能力行政效

能。 
3. 大量延攬國內外具博士學位之優秀師

資，並特聘國際學界享有盛譽之著名學者

如韓國的黃興錫為客座教授、鄭丁旺為特

約教授、江善宗為特約教授、張保隆為特

約教授、李太雨、張康聰講座教授、Dennis 
Schiling 客座教授、張鴻章客座教授、上

原聡兼任客座教授。 
4. 邀請日本早稻田等名校學者蒞校短期講

座，韓國科學技術院管理學院院長李光炯

等人蒞校拜訪，進行學術交流，荷蘭

Erasmus University 國際知名教授 Jaap 
Spronk 造訪本校，早稻田大學資訊研究所

所長平澤宏太郎博士等人蒞校拜訪，進行

學術交流發表學術演說，本校邀請國際知

名學者蒞校進行大師講座，如 Gustav 
Wachter、Bernardo Villegas、James Harter
等。 

5. 為鼓勵本校教師吸收國內外學術新知，提

升學術研究及教學水準，促進國際文化交

流，特訂定本校優秀教師赴國外擔任交

換、訪問學者派遣辦法，並依該法所訂本

校每年選派至國外擔任交換或訪問學者

之專任教師名額為不超過教師總員額

2%，且派遣至麻省理工學院之交換學者名

額亦包含在前項比例中，每年不得超過二

名。 
6. 因本校學生數尚處於成長階段，故透過每

學期的職能研習等活動，促使職員能彈性

配合學校各項措施進行相關所屬及職務

1. 因為創校時間不長，行政人員平均年齡較

低，實務經驗及資歷較顯不足，因此在法

規面與執行面，須不斷評估修正，以因應

校務發展方向並提升績效。 
2. 分層負責表、業務職掌表、行政作業流程

表，應有更多研修及落實執行的空間，使

專業水平分化及層級節制的垂直分化和

標準化作業程序均能日趨建制化。 
3. 約聘人員與編制內人員在身份取得、進

修、考核、待遇敘薪、差假、保險、退休…
相關權益保障方面，均應有所區隔，以建

立完整有系統之管理脈絡。95 學年度約

聘人員服務滿一年且考核成績優良者得

轉專任職員，96 學年度約聘人員服務滿

一年者三分之一名額(約 13 名)得轉專任

職員，依考核成績排名轉任。 
4. 人事資料煩瑣、各種人員之進修、考核、

待遇敘薪、差假、保險、退休等，其相關

權益之源頭均來自身份上的法律地位不

同，故權益總歸戶，可考慮與自然人憑證

相結合，積極開發人事系統軟體，以提升

人力資源管理資料之精準度與運用之效

率，並可與教務師資系統相結合。 
5. 順應時代潮流，為推動終身學習使政府機

關、實業界、學術界能相互充分交流，擬

推動終身學習護照制，擴大學習之管道及

學術與實務結合與印證的機會，並能廣納

優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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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理人之業務職能作業。 
7. 教師智能研習會亦曾邀請中原大學前校

長尹士豪教授、教育部前次長楊 朝祥教

授、淡江大學徐錠基院長、台灣大學黃崇

興教授等著名學者至本校演講以促進教

師彼此間及與教育部及他校間之交流。 
8. 為迎接 E 化的時代，邁向全面 E 化的校

園，舉辦教職員資訊職能研習會；另亦舉

辦行政人員資訓課程之暑期進修。 
9. 為促進團隊和諧並鼓勵團隊士氣及凝聚

力，舉辦歲末尾牙餐會及新春團拜。 
10. 為提升研究及學習品質，促進師生溝

通，每位專任教師均配置有研究室，並明

定至少留校三天，以蔚成讀書及研風氣的

校園文化。 
11. 訂立各級教師升等年限，鼓勵教師升

等。 
12. 落實績效獎金之制度奬優汰劣。 
13. 重視行政核心職能提升 

Opportunities: 
潛在外部機會 

Threats: 
潛在外部威脅 

1.配合人事系統的啟用，使得教職員本身相

關訊息均能透過線上檢索，提供最即時的

訊息與服務。 
2.啟用指形辨識差勤系統，同仁將可以線上

方式即時查詢差勤及請休假等狀況，更確

實的掌握本身出缺勤資訊。 
3.簡化部份作業流程，逐步增加線上服務，

與學校一同進行中長程校務發展之簡化行

政需求相關業務。 
4.基本人事資料建置之系統化… 
 

1. 一般企業，完善的薪資福利制度決定了企

業戰鬥力！因為具有高度競爭性才能在

不景氣的洪流中突圍，交出漂亮成績單；

而這競爭力的來源即是－人才。學校因為

不是營利性組織，薪資也多半皆遵循教育

部的標準，所以只能在對教職同仁的尊重

與服務上盡心盡力，而且在學校財力許可

下逐步制定一些福利制度，才能留住優秀

的教職員工，也才能協助學校不管在教

學、輔導、研究能量與行政等工作上掌握

先機，出奇制勝。 
2. 94 學年度開始，國立大學校務基金的鬆

綁將會對私校延攬優秀師資產生重大的

衝擊，因為優秀的人才，往往是浮動性最

高、也最有自主之選擇性，私立學校的人

事單位更需清楚教育環境狀況，所以如何

營造校內同仁的向心力與歸屬感，共同創

建國際一流的學風，是人事室對所屬工作

未來中長期的挑戰與考驗。 
圖 5-11 人事室之 SWOT 分析圖 

 



 94

3. 理念與目標 
(1). 行政理念 

人事室是校內推動行政事務後勤重要單位之一，負責校內教職同仁的人

事相關工作，包括優秀教師延攬聘任、職員之晉用考核等，逐步將全體

同仁（教師、職員）以迄於學生融合於開南大家庭中，邁向以「學術研

究」、「教學品質」、「倫理輔導」三者均衡發展的未來方向。所以本室在

行政業務的倫理價值觀上，首重在使全室同仁體認到建立服務的工作

觀，其次是與其他行政或學術單位建立良性的互動合作關係，並了解全

校人員的業務執掌，適時尋求和諧的互動與合作，讓同仁能愛校如家、

以校為家，使學校具有國際一流大學之學風，並積極配合學校中長程的

發展規劃，逐步推動與完成人事所屬工作之相關流程與法規研擬。 
(2). 發展目標 

延聘具有專業素養及教學經驗暨國際一流之專任教師任教，以期提供開

南學子最密切的指導與學習，並帶動與培養現有師資成為卓越傑出之教

師，養成開南特有的學風。 
A. 激勵教職員工不斷吸取新知，關心社會脈絡與發展，方能教育出符合

21 世紀 E 世代發展、具有多層面思維及健全人格之的新知識青年。 
B. 藉由人事行政系統化與資訊化，減少作業時間與流程，提昇人員工作

效率與效能。 
C. 落實分層負責及依法行政的觀念，使教職同仁均能了解自身權利與義

務關係，減少摩擦並建構溝通順暢的行政環境。 
D. 以精銳的人力配合腦力的激盪與作業系統化之建制，營造全校教職同

仁對學校的向心力與高等教育的使命感，凝聚充滿活力與卓越學風的

校園文化，達到順暢的行政要求與校務發展。 
4. 策略與做法 

(1). 延攬國內外優秀人才至本校任教 
A. 本校 94 學年助理教授級以上之師資比例大幅提高至 86%以上，95 學

年助理教授級以上師資比提昇至 91%以上， 96 學年助理教授級以上

師資比提昇至 93.57%以上，可見本校師資日趨健全，迄今仍積極延

攬博士級或副教授級以上之專任優良師資。 
B. 遴聘講座教授、客座教授、元育教授與特約教授，以強化本校師資結

構，大量延攬國內外具博士學位之優秀師資，於 94~95 學年聘請國際

學界享有盛譽之著名學者如韓國的黃興錫為客座教授、鄭丁旺為特約

教授、江善宗為特約教授、張保隆為特約教授，96 學年特聘張康聰

講座教授、Dennis Schiling 客座教授、張鴻章客座教授、上原聡兼任

客座教授至本校任教，以提升學術研究風氣。 
C. 本校自 90 學年度起，即積極聘請多位外籍教授為本校學生授課。93

學年度更聘請韓國 Dngeui 大學知名教授黃興錫教授為本校企管系客

座教授、波蘭 The Karol Adamieck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in 
Katowice 之 Operations Research Department 的 Jerzy Michnik 為本校

企管系客座副教授；94~95 學年更是積極延聘國外師資至本校教學，

95 學年外籍教師已達 18 人，96 學年外籍教師目前已聘任專任教師

21 人、兼任教師 5 人，使得本校專業外籍師資陣容亦加完整，並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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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本校在國際化，愈趨完備。本校將更積極透過國科會簡訊網及相關

管道向海外延攬具有博士學位且傑出之人才。 
D. 本校於 96 學年積極向各國立大學借調優秀教師至本校任教，如政治

大學高安邦教授、林基煌教授、郭明政教授、車蓓群副教授；台灣大

學郭震坤教授、顏嗣鈞教授，清華大學黃宗煌教授。亦於產官學界延

聘優良具有豐富研究能力之師資，如李志恒教授。或具有特殊專長且

獲得國內外大獎之師資，如張世儫副教授。未來將更積極遍尋產官學

界優秀優秀師資至本校任教 
E. 積極延攬優秀兼任師資，本校於 96 學年聘請趙順文教授、魏幸雄教

授級專業技術人員、上原聡教授、范光群大法官…等等，以健全本校

兼任師資，未來將持續聘請優秀兼任教師。 
F. 為提高本校研究風氣，鼓勵本校教師增加研究能力，訂定本校專任教

師及研究人員研究獎勵辦法並頒發本校研究優良之教師研究奬勵

金。94 學年度專任教師及研究人員研究奬勵總核發經費為 509,361
元，95 學年度專任教師及研究人員研究奬勵總核發經費為 572,333
元，96 學年度專任教師及研究人員研究奬勵核發經費為 1,926,442
元，又本校於教師授課時數暨鐘點費核計辦法中特明訂本校專任教師

擔任國科會研究計畫或中央部會之委託計畫主持人或擔任碩士班學

生論文之指導教師而未領論文指導費者得申請授課時數減鐘，以俾教

師研究時間之增加，未來本校必能朝向教學與研究兼備之優秀私立大

學目標邁進。 
(2). 行政電腦化之建立 

A. 本校除全面公文電子化外，本室也於民國 95 年 10 月份起打卡系統提

供網路查詢功能。且於民國 95 年 11 月人事基本資料庫網路報到功能

完成並施行。預計於 96 年開發薪資資料網路查詢及保險網路申報等

功能。 
B. 人事室網站設計與管理：設置人事室網頁，將本校人事徵聘訊息、人

事作業流程及申請表格等資料暨人事法規公告上網，提供教職員工及

民眾進行線上查詢與申請作業，目前已完成網頁製作並已上線，每週

即時更新相關內容。 
C. 建構人事管理資訊系統：本校人事行政作業資訊化機制，方便進行檢

索與更新等服務，目前資訊科技中心已聘任經歷豐富之顧問協助本校

校務系統開發，95 學年度開發人事室之資訊系統亦有初步之人事資

料庫建制完成，96 學年度正式委託宏碁電腦公司開發本校人事系統

預計於 97 學年度正式起用。 
D. 行政人員：於民國 96 年 1 月起，要求全校行政人員於限定年限內考

取電腦軟體乙級證照，如表 5-6 所示，以提高行政人員專業職能，並

提昇行政效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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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5-6  96-99 學年度職員擬取得乙級電腦軟體應用概況表 
學年 
人數 

95 學年 96 學年 97 學年 98 學年 99 學年 

取得人數 17 19 28(擬) 29(擬) 42(擬) 

 
(3). 提昇行政服務品質措施 

行政服務品質攸關校務能否積極運行發展，唯有提昇行政支援效能，才

能搭配教學單位在學生的教學與老師的研究等方面均有突出的成果；因

此，人事室以提供同仁後勤支援服務為己任，為全校同仁提供相關的行

政服務。未來：本室將以下列幾項措施逐步提昇人事業務服務品質： 
A. 配合人事系統的啟用，使得教職員本身權益相關訊息均能透過線上檢

索，提供最即時的訊息與服務。 
B. 於民國 94 年 8 月啟用指紋辨識差勤系統，並於民國 95 年 10 月由本

校資訊科技中心自行開發出勤線上查詢系統，同仁除可自行上網查詢

本身當天出勤記錄外，也可向人事室查詢差勤及請休假等狀況，更確

實的掌握本身出缺勤資訊。。 
C. 安排老師及行政人員體檢，提供同仁基礎的健檢服務。 
D. 簡化部份作業流程，逐步增加線上服務，與學校一同進行中長程校務

發展之簡化行政需求相關業務。 
E. 繼續辦理職員資訊及公文處理等技能檢測，以了解職員對於本身工作

之熟悉程度，並適度規劃相關訓練課程以提升行政人員之素質。 
F. 進行行政人員服務態度及服務品質之問卷調查（分教師問卷及學生問

卷），以對於學校行政效率與品質進行分析與了解，並能對於日後人

力資源分配提供相關的參考依據。 
G. 95 學年度於人事室網頁上開闢行政服務品質意見反映專用信箱，追

求以「顧客滿意」為導向的組織文化，積極提升行政績效與服務品質，

追求卓越行政與溫馨校園。 
H. 96 學年度 8 月 29 日(三)舉辦新進行政人員教育訓練講習、並於 96 年

9 月 28 日至 9 月 29 日二天舉辦全校行政人員研習會，會中邀請台大

教授黃崇興、台大蕭全政、政大教授祝鳯崗、政大教授孫本初等著名

教師至本校演講以提升本校行政人員行政執行效率及培養優良的行

政服務品質。 
5. 行政支援 

(1). 人事系統資料庫之建制，以提升行政支援的品質與資料的信度。 
(2). 各單位組織架構與運作情況與相關制度 

各單位組織架構均依照開南管理學院組織規程之相關條文內容與規範辦

理，有關各單位人員之詳細業務執掌依開南管理學院分層負責表及單位

業務執掌表，訂定相關制度辦法，皆能依法行政及適時配合校務實際狀

況修訂條文內容，詳細法規制度內容請參考秘書室彙編之「開南大學法

規彙編」，本校法規彙編並置放於秘書室網頁中，可供教職員生及社會大

眾線上立即檢索。將來組織發展必要時可採專案的任務編組並配合績效

指標的建立，以提升效率及因應快速變遷的學術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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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師評審會及申訴評議委員會組成，均依法設置，顯示運作亦謹守法制。 
(4). 行政團隊的領導與執行能力，有愈趨年輕化的走向，每位主管多具全方

位之專長、經驗與人格特質，顯示具改大及邁向國際化學府所須的戰鬥

型團隊特色，可繼續延攬國內外優秀人才加入新的團隊。 
(5). 行政運作穩定性方面，編制內新聘人員以大專以上且具電腦軟體乙級証

照及相關工作能力者優先晉用，務期繼續提升人力素質。由實際運作情

形以觀，學校成立初期正式編制專任人員晉用較多，93 學年後到職者則

以約聘為多。擬積極訂定約聘人員之相關建制，以適才適所。在離職率

方面，因年輕學校行政同人普遍較為年輕，故生涯規劃變動性大。為穩

定行政人員流動率 95 學年度起約聘人員服務滿一年且考核成績優異者

得轉任專任職員，96 學年度約聘人員服務滿一年者三分之一名額(約 13
名)得轉專任職員，依考核成績排名轉任。 

(6). 學校對行政人員之考核、獎懲管控的措施與執行方面，本校對於行政人

員於每學期均能依照校務所需舉辦校內行政人員職技研討會，遴聘校內

外專家學者到校進行演講或是課程教授，以提升業務處理之效率與品

質。職員考核自 94 學年度以來，每學期均確實實施考核評量，其考核成

績將作為晉級、發放獎金之依據。為積極提升人力素質並激發潛能，擬

研訂績效獎金制，落實檢討考核指標及差假加班之計算基準以廣納人才。 
(7). 行政人員待遇薪資結構，本校編制內的採依學歷分級提敘。薪資結構於

89 年後於 90、93 年分別調整，惟 90 年只調本俸並未調加給，93 年則將

行政人員加給不採分級年資提，而修訂開南管理學院教職員工薪津計算

標準表，行政人員加給相關職稱採一致化。為提高本校技術職務之專業

性並留住專業職技人員，已於 95 學年度訂定「開南大學職技員工津貼發

放辦法」。 
(8). 行政人員出國、訓練、進修，進修之行政人員日益增多，出國者較少，

但制度上仍予其留職停薪的保障。相關訓練日後擬採認證制，以擴大學

界、實務界、產業界之交流。 
(9). 提昇行政服務品質措施，研擬績效制時應注意內部平衡性與外部競爭

性，個人績效與組織績效之聯動性。在設定績效化指標時，應納入期待

理論、公平理論、增強理論等之基本架構。 
6. 未來三年之中長程規劃 

(1). 教師質量的提昇 
A. 專任教師延聘以博士學位且適才適所為優先考量，以提昇學術研究品

質，多方面延攬優秀師資到校任教，造福開南學子，如表 5-7 所示。 
B. 配合學生數，按年提聘優秀師資任教，每年日間部生師比擬維持 25

以下，全校日夜間總生師比擬維持 32 以下，以使學生均能得到最佳

的教學成效與生活輔導。 
C. 計算生師比時兼任教師以四名折算一名專任計，但以兼任計列之教師

折算數不得超過實際專任教師數的三分之一，超過者不計。參閱相關

表列之量化資料，可得知本校兼任教師與專任教師比已日趨改善。未

來仍應繼續努力，持續降低兼任老師的數目，且儘量提升高職等教師

之比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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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5-7   96-99 學年度聘僱教師概況表 
學年度 教授 副教授 助理教授 講師 專任總計 兼任教師

96 33 71 158 18 280 148 
97 48 77 153 17 195 150 
98 54 91 136 14 295 150 
99 59 106 120 10 195 150 

 
D. 計算生師比原則須注意教師人數，含專兼任老師。專任教師含專任教

授、副教授、助理教授、講師、依大學聘任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辦

法規定聘任之專任專業技術人員、以及擔任軍護課程之軍訓教官、護

理教師，但不包括助教。至計列實際生師比之學生數，以該學年度具

正式學籍在學學生（不含延畢生、休學生、外籍生）計算，且碩士班

（含碩士在職專班）學生加權兩倍計列，博士班學生加權三倍計列。

以此標準，可參見所列相關圖表，本校生師比已有改善之趨勢，未來

應可持續改善。 
E. 已訂定「開南大學專任教師在職進修辦法」，積極鼓勵講師報考博士

班，並訂有兩年落日條款，以提昇教師素質。並積極鼓勵老師參與校

內延攬授課之國際大師課程，與知名學者一起學習聽課討論互動，努

力針對研究課題發表國際期刊論文（SSCI/SCI），爭取直接論文升等

之機會，發表於國際期刊論文（SSCI/SCI）及相關有審稿制之著名刊

物學校並有配合獎補助款之條文訂定與制度實施。 
F. 配合教務處及學務處強化激勵效能，辦理教師教學服務考核及教學傑

出教師與優良導師遴選活動，以落實獎優汰劣制度。          . 
G. 通過「開南大學講座教授設置辦法」，設立「講座教授」制度，講座

教授每年發給新台幣四十萬元之研究講助費；傑出講座教授每年發給

新台幣壹佰萬元之研究講助費，延聘國際級一流名師到校任教指導，

儘速邁向國際化之一流大學。 
H. 為提升本校教師之素質，鼓勵在校教師考取博士班，並可依本校教職

員留職停薪辦法及本校專任講師進修博士學位施行辦法，本校專任講

師，考取國內外大學博士班，得申請在職進修，惟於就讀之前四年期

間內，得自擇兩學期以上辦理留職停薪專心進修，以利儘速取得學

位。並預計於民國 98 年，本校師資將全數為博士資格以上。以下分

別針對講師進修博士之教師做出分析統計如下表 5-8 所示。 
I. 配合教務處各項措施強化激勵效能，辦理教師教學服務考核及教學傑

出教師與優良導師遴選活動，以落實獎優汰劣之原則。 
J. 通過「開南大學講座教授設置辦法」，設立「講座教授」制度，講座

教授每年發給新台幣四十萬元之研究講助費；傑出講座教授每年發給

新台幣壹佰萬元之研究講助費，延聘國際級一流名師到校任教指導，

儘速邁向國際化之一流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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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8  97-99 學年度擬講師進修博士表 
學年度 97 98 99 
講師人數 18 15 13 

進修博士學位人數 16 13 9 
進修博士/講師人數 88% 86% 69% 

註：本校自 92 學年度起，不再聘任講師級之專任師資。兼任教師，除特殊領域外，亦

不聘任講師級師資，所有兼任教師皆需具有助理教授以上之資格。 
 

(2). 職員進修與獎勵 
A. 配合學生數增長，聘任學有專精之職員服務師生及校務行政工作。新

聘人員以大專以上且具電腦軟硬體及相關工作能力者優先晉用，並依

考核成績優秀之約聘人員依序改任為專任行政人員，如下表 5-9 所

示。 
B. 已訂定「開南大學行政人員在職進修辦法」，鼓勵職員利用公餘時間

從事學位或學分班之研修，如下表 5-10 所示。 
C. 為使學校達到國際化目標，聘用行政人員時人除著重其道德品行外，

對其外語溝通能力極為重視，並鼓勵在職同仁在職進修，增加其學識

與專業素養，響應社會職場要求具備第三語言，並鼓勵多考取相關證

照增加自身附加價值。本校於民國 96 年 1 月 9 日第 96 次行政會議修

正通過「開南大學職員獎懲辦法」第十二條，職員須具備電腦軟體應

用乙級證照，並於同年 96 年 4 月 13 日 第 5 屆董事會第 2 次會議修

正通過「開南大學約聘人員聘用辦法」第九條，新進約聘人員須具備

電腦軟體應用乙級證照資格，為提升本校行政人員之電腦技能。且為

輔導同仁考取此證照，特請推廣教育部聘請本校資管系老師開立乙級

電腦軟體應用證照班，協助同仁考取證照，並酌予補助該課程費用。 
 

  表 5-9  96-99 學年度擬聘職員概況表 
學年度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編制員額 49 62 60 77 67 47 60 67 79 89 99
約聘人員 2 6 23 11 48 87 77 80 68 58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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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0   97-99 學年度擬行政人員進修概況表 
 
 
 
 
 
 
 
 

 
 
 
 
註 1：進修人數以每學年度結束日計算。 
註 2：當學年度進修學位之人數包含當學年度已取得學位之人員。 

 
 

(3). 人事資訊公開化 
A. 訂定本校職員遴聘審核及升遷考評標準，以公開方式激勵同仁，並符

合公開公平的原則，於 95 學年度完成相關辦法修訂並落實執行。 
B. 制訂本校職員考績獎金制度與相關辦法，爭取董事會編列預算，落實

考績獎懲，產生良性競爭，進而提昇行政效能。本校於創校起即開始

落實教職員考核制度，依據考核結果發放年終獎金及晉敘等事宜。更

於 94 學年度修訂本校教職員考核辦法，除明確修正考核指標外，更

增列考績優等等第，以獎優汰劣出適任與不適任之人員，予以公平合

理之獎懲考核方式。    
(4). 人事待遇薪資結構 

A. 推動人力聘用多元模式，如季節性、短期性、專案性之臨時約聘人力

等制度，以舒緩機關員額成長壓力。 
B. 津貼屬經常性質，如外籍老師房屋津貼等，已納入薪資內以為建制，

已於 94 學年度訂定本校教師鐘點費、加給、津貼及招生績效奬金標

準，且落實核發。 
C. 績效奬金屬專案性質，非例行性，報請董事會通過即可。95 學年度

訂定出教師績效評量辦法，依教學評鑑之優劣核發年終績效奬金，未

來擬納入教師研究及服務等項目之績效奬金，落實績效制度奬優汰

劣。 
D. 因專業加給亦考慮採專案性質，以適應各種不同專業專案之需要，本

校亦預計 95 學年度訂定出相關規定，未來擬走向薪資技能本位制之

薪資結構，並於 96 學年度已訂職員專業技術人員之專業加給並已落

實核發，以俾招募更多優秀之專業技術人力加入行政團隊。 
E. 為延攬優秀人才到校服務，校外之資歷除教育行政年資以外，擬適度

採認，本校職員得因取得較高學歷而改敍。 
F. 短期契約工的身份權益、聘用及相關業務外包績效考量，而本校已於

 97 學年度 98 學年度 99 學年度 

進修博士學位 2 2 2 

進修碩士學位 6 9 12 

進修學士學位 1 1 1 

進修專科學位 0 0 

進修人數 9 12 15 

總人數 150 151 152 

進修人數/總人數 6% 8% 10% 

取得學位人數 7 7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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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學年度落實外包績效且人員原則上遇缺不補，未來勞務性工作將

全面改為外包制。 
G. 聘用人員與編制內人員之相互調動，其身份上的權益轉換在 95 學年

度並因精確評估已落實。期未來人力資源之分配依員額配置表之訂定

而更趨效率化。 
(5). 終身學習教育： 

A. 建構本校成為學習性組織，推動團隊學習，組讀書會，推動學長制、

師徒制，以帶動校務發展。 
B. 自 90 學年度起每年至少舉辦一次全校教師座談會及全校職員行政知

能研討會，未來將持續增加，各針對特定議題，邀請國內外著名專家

學者講授綱要並分組進行研討，以期教學相長。 
C. 製作教職員終身學習護照，鼓勵教職員工參與本校、政府或民間機構

研習課程以自我充實，增長知能並帶動校園內之學習氣氛。 
D. 自 95 學年度起參加福智基金會所舉辦各項成長營活動，並將其列入

本校教職員教育訓練項目，藉由該活動以提昇本校教職同仁於心靈成

長與洗濯，共創和諧美好的開南園地。 
 

7. 預期效益 
目前我國已經加入 WTO，教育也將會面臨國外教育機構的強大衝擊，尤

其是私立大專校院，這是一種機遇也是一個挑戰。外國的知名教育機構如果

能夠進入華人市場，必將會爭奪我們的優秀師資及優秀生源，所以我們更必

須將教師與學生當作學校最寶貴的資源，並透過各種方式，提高學校的知名

度，進而對校內職員實現人力資源的充分利用，更加優化當前校園人事管理

的模式，才能維持學校持續且穩定的長遠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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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秘書室 
1. 組織架構與業務執掌 

(1). 組織架構： 
 

 
 
 
 

 
 
 
 
 
 

(2). 業務執掌： 
 

  表 5-11  秘書室組織成員職掌表 

職稱 姓名 業務執掌及工作項目 代理人 

主任 
秘書 

李汾陽 

1.承校長指示處理有關校務行政事項。 
2.本校各單位公文之呈轉。 
3.承校長指示辦理校內各項業務之協調事宜。 
4.督導性別平等委員會業務事宜。 
5.協助經費稽核委員會業務事宜。 
6.督導秘書室辦理各項業務。 
7.秘書室業務興革之研議。 
8.本校與校外之聯繫與溝通。 
9.本校新聞稿發佈及媒體聯繫事項事宜。 

陳貞吟 

校長室 
專員 

顏嘉信 

1.校長函電及機要文件之處理。  
2.校長參加校內會議登記與聯繫。 
3.校長會客及來訪外賓安排與接待。 
4.校長重要活動與宴會之安排。 
5.校長中外文文件陳核處理。 
6.校長室一般公文陳核處理。 
7.校內外訪客之時間安排。 
8.校長行程之安排、聯繫及登錄。 
9.校長致贈禮〈獎〉品之訂購、準備與分發。 
10.校長室預算編列、控制。 
11.校長指示事項之列管追蹤。 
12.校印與校長職章之保管、用印。 
13.其他臨時交辦事項。 

柳紹鈞 

校長室 
秘書 

柳紹鈞 
1.校長函電及機要文件之處理。  
2.校長參加校內會議登記與聯繫。 

顏嘉信 

圖 5-12 秘書室組織架構圖 

專員一人 

辦事員一人 秘書二人 

校 長 主任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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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稱 姓名 業務執掌及工作項目 代理人 

3.校長會客及來訪外賓安排與接待。 
4.校長重要活動與宴會之安排。 
5.校長中外文文件陳核處理。 
6.校長室一般公文陳核處理。 
7.校內外訪客之時間安排。 
8.校長行程之安排、聯繫及登錄。 
9.校長致贈禮〈獎〉品之訂購、準備與分發。 
10.校長室預算編列、控制。 
11.校長指示事項之列管追蹤。 
12.校印與校長職章之保管、用印。 
13.其他臨時交辦事項。 

專員 陳貞吟 

1.主秘交辦事項暨其他行政業務之處理。 
2.校務會議、行政會議及資料彙整安排事宜。 
3.校務會議、行政會議記錄、陳核。 
4.彙整修正本校組織規程及報部業務。 
5.修正行政作業流程相關事宜。 
6.定期更新法規彙編及法規公告。 
7.校內公文核轉。 
8.辦公室公文檔案管理。 
9.校印信檔案管理。 
10.本室年度預算之編列及核銷控管。 
11.本室財產保管 
12.其他臨時交辦事項。 

李汾陽 

辦事員  

1.主秘交辦事項暨其他行政業務之處理。 
2.辦理重要慶典活動貴賓之請柬印製、寄發及統

計。 
3.協助行政作業流程相關資料之彙整。 
4.協辦教育部訪視接待、會議及資料彙整安排事

宜。 
5.本室評鑑資料彙整。 
6.協辦各類會議之準備工作。 
7.本室外來文之收發及辦理。 
8.校內公文收發登記。 
9.本室網頁更新及工讀生之管理。 
10.定期更新本校大事記。 
11.定期編印寄送「開南校訊」。 
12.本校零用金管理、公關禮品之登記。 
13.其他臨時交辦事項。 

 

 



 104

2. 現況及自我評估 
(1). 現況： 

A. 公文處理及檔案管理 
(A) 公文處理（依行政院檔案管理手冊之文書處理流程運作） 
(B) 校內各單位公文往返，均配合收發文簿處理。 
(C) 依本校公文分層負責明細表處理並依規定授權決行，簡化公文

行政作業流程。 
(D) 來函完成簽辦之公文送文書組歸檔，影本由本室歸檔備查。 
(E) 創稿文件由文書組歸檔。 
(F) 推動電子公文系統。 

B. 檔案管理（依下列分項管理） 
(A) 校務會議記錄。 
(B) 行政會議記錄。 
(C) 行政協調會紀錄。 
(D) 法規委員會議紀錄。 
(E) 董事會會議記錄。 
(F) 秘書室簽呈（創稿）。 
(G) 秘書室簽辦單（來函）。 
(H) 開南大學法規彙編。 
(I) 開南大學行政作業流程。 
(J) 開南大學分層負責明細表。 
(K) 文教新聞剪報。 
(L) 其他學校校訊。 
(M) 開南校務 e 週報（93 年 11 月底改版為開南校訊）。 
(N) 高教技職簡訊。 

C. 行政作業電腦化建立（含單位網站設計及管理） 
(A) 協助電子公文系統之推動。 
(B) 配合本室網頁及本校區域網路並提供資源分享，提高行政業務

電腦化效率。 
(C) 本室網頁定期更新。 
(D) 配合網路系統，將本校法規彙編、行政流程、重大會議記錄等

資料上網公告。 
(E) 配合 e 化，不定期發出秘書室公告，提供全校師生及職員最新

的活動訊息。 
D. 提昇行政服務品質措施 

(A) 彙整政府最新公佈之教育法規及校內各項會議制（修）訂之規

章，於每月月底定時更新「開南法規彙編」，並於網頁公告刊登

電子檔。 
(B) 制定各單位業務分層負責明細表，簡化公文流程作業時間，並

配合本校組織章程之修訂獲各單位業務內容之調整，適時增補

修正。 
(C) 訂定行政單位業務標準作業流程，將電子檔上網登載於網頁，

使全校師生了解各項申請作業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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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不定期發出秘書室公告，詳列校內各重大訊息及活動，做好橫

向聯繫之工作。 
(E) 協助辦理行政知能研習會，落實在職訓練，增進同仁對各單位

業務之瞭解及聯繫。 
(F) 成立公關小組，負責外賓接待、攝影及發布新聞稿等相關事宜。 
(G) 成立學生服務專線（專線分機：1204），瞭解學生需求，以加強

同仁之服務品質及熱誠。 
E. 單位會議及相關委員會運作：秘書室目前以召開「行政協調會」、「行

政會議」、「校務會議」及「個別會談」等方式與其他校內單位進行業

務會商，就有關校舍興建及重要校務發展等議題，由校長主持進行協

商，單位會議及相關委員會運作均按法規流程進行。另外，亦不定期

分別與系主任或教、學、總、研發等各教學或行政單位首長及相關職

員就相關議題，諸如交通車、宿舍、軟硬體建設、學生課務、註冊等

議題修訂法條或交換意見，務必使校內事務之推展暢行無阻。 
(2). 自我評估（優點與缺點） 

A. 優點 
(A) 秘書室為幕僚單位，稟承校長指示，積極協調各系所、處、室、

部、中心業務之推展，以任務為導向，不拘泥於僵化行政程序，

運作情形良好。 
(B) 已建立「法規彙編」、「行政作業流程」等典章制度，並能適時

修正。 
(C) 各項會議之召開、記錄、追蹤、考核，均能落實，完成校務成

長臨時性任務能力，績效顯著。 
(D) 校內各項重要活動，均能主動發布採訪稿及新聞稿。 
(E) 積極推動公文電子化。 

B. 缺點 
(A) 本校各單位間橫向聯絡主動積極服務學生之實際工作與形象宣

傳尚待提昇。 
(B) 文書組於總務處轄下組織，無法顧全各單位間業務之協調聯繫

（如收發文）及行政效率的提昇。 
3. 理念與目標 

(1). 行政理念 
A. 以大學之格局，研修典章制度。 
B. 以前瞻性之眼光，建立行政流程。 
C. 以整體性之角度，協調溝通推展校務。 
D. 以系統化之思考，提昇行政效率。 
E. 配合未來整體發展，形成卓越開南特色，成為國際一流大學。 

(2). 業務目標 
A. 提昇行政服務品質，做好各單位溝通與協調。 
B. 提昇校務會議、行政會議議事效率及後續執行作業。 
C. 推動分層負責制度。 
D. 簡化公文行政作業流程。 
E. 協助推動校務行政電子化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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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本校法規彙編之彙整更新。 
G. 加強公關業務，提昇開南形象。 
H. 建置全校危機處理機制。 
I. 加強行政人員服務理念。 

4. 策略與做法 
(1). 加速全校 E 化效率 

A. 建立全校電子網路連線，廣泛利用網路、電子郵件及電子公文系統作

為資訊流通的媒介，以節省人工傳輸之時間，簡化行政作業流程，並

定期舉辦網路競賽及活動，促使同學每日收訊，以達行政、教學連貫

一致之目標。 
B. 全校建構無線寬頻網路，以行動上網加強教職員與同學間之資訊彙

集，並進行網路教學討論，提高網路使用率。 
C. 定期舉辦教育訓練，鼓勵教職員生參與各種資訊化課程（文書處理、

網頁製作等相關電腦課程），提昇教職員生電腦基礎能力。 
D. 配合政府措施，推廣網路身分認證，享受政府 E 化服務，進而讓自

然人憑證廣泛使用於校內各行政、教學資訊系統中，以達全校推行 E
化之成果。 

E. 成立「總務馬上辦維修系統」、「電腦報修系統」等各式網路通報系統，

讓全校教職員生可直接透過網路提出維修申請，以節省時間，提高行

政效率。 
F. 建構學生資訊系統，將「註冊選課」、「招生資訊」及「住宿申請」等

多種不同之程序 E 化，以提高作業效能，並達成公開透明之成效。 
(2). 提升行政服務品質 

A. 訂定全校績效管理制度與辦法。 
B. 推動行政滿意度問卷調查。 
C. 校內廣設有線電話，以隨時提供教師及同學撥打電話，通知各行政單

位，以有效掌握最新情況，並進而提高行政服務效率。 
D. 配合教育部訓輔制度，建立學生申訴中心及電話申訴制度，使學生能

專心向學，不為行政瑣事煩惱，進而達到提昇行政人員服務品質之目

的。 
(3). 簡化行政流程，提升行政效率 

A. 積極推動分層負責，公文簡化減量。 
B. 配合自然人憑證，推動公文線上簽核作業。 

(4). 凝聚全校教職員的向心力 
A. 利用適當機會凝聚共識，增進對行政理念之認知及瞭解。 
B. 邀請校外諮詢委員提供改善補強建議。 
C. 持續每年參訪他校，汲取成功經驗。 
D. 定期舉辦教育訓練及教職員餐會。 

(5). 建立媒體公關，提升學校形象 
A. 研擬成立公關室，專責拓展對外關係。 
B. 推動成立校友服務中心，建構募款網路。 
C. 積極舉辦各項活動，回饋鄰近鄉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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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行政支援 
(1). 推動校務行政電子化業務，提升校內電子網路資訊系統的使用率 

A. 廣泛利用網路、電子郵件及電子公文系統作為資訊流通的媒介，並定

期舉辦網路競賽及活動，促使同學每日收訊，以達行政、教學連貫一

致之目標。 
B. 全校架構無線寬頻網路，以行動上網加強教職員與同學間之資訊彙

集，並進行網路教學討論，提高網路使用率。 
C. 不定期利用電子郵件發布校內訊息，讓全校教職員生能在最短的時間

獲知最新的消息。 
(2). 提昇行政服務品質，做好各單位溝通與協調 

A. 定期舉辦教職員工教育訓練，增進其對行政理念之認知及瞭解。 
B. 建構學生服務專線，提供學生一個意見疏通的管道，並有效地處理各

種突發狀況，平撫學生情緒。 
C. 定期發行「開南校訊」，提供全校教職員生各項活動訊息。 
 

6. 未來發展之具體建議 
(1). 塑造開南新形象 

A. 發展國際一流的形象：建立國際一流學府；建構國際化學習環境；增

聘國際一流名師；吸引國際留學生。 
B. 塑造至誠關懷的形象：至誠核心價值；全人通識教育；道德倫理規範。 
C. 塑造優質教學的形象：建構國際化全英語學習環境；增聘國際一流名

師；營造學群系所特色；架構學程模組；開拓跨領域、多學程之學習

空間；營造全方位思考之自由學風。 
D. 塑造學術卓越的形象：建構學術研究團隊，以重金獎勵方式鼓勵教師

發表國際性論文。 
E. 塑造社會服務的形象：成立開南親善大使服務團隊；落實倫理品德教

育；擴展產學建教合作。 
F. 塑造運籌管理的形象：建構國際化學習環境；行政管理制度 E 化；

建立知識管理系統；培育兼具國際觀與創新思維之前瞻判斷的國際一

流人才。 
(2). 建立媒體公關及學校發言人制度 

A. 建立本校統一發言人制度。 
B. 掌握校務訊息，即時或適時提供新聞單位。 
C. 建立新聞稿電子傳輸系統。 
D. 文宣資料的製作。 
E. 建立與新聞媒體之關係。 

(3). 建構政府、企業及社會關係網路 
A. 建置政府相關人員聯絡名單。 
B. 建置企業界相關人員聯絡名單。 
C. 建立初步關係（電話聯絡或登門拜訪）。 
D. 配合建教合作方案建立公關。 

(4). 發行開南校訊 
A. 持續發行「開南校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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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組成開南校訊電子報網頁策劃小組。 
C. 規劃開南校訊電子報軟體運作。 

(5). 建立危機處理機制 
A. 完成危機事件校內通報系統。 
B. 校園事件通報管理系統之運作。 
C. 通報電子化（校安即時 call）。 
D. 發言人統一對外發言。 
 

7. 未來三年之中長程規劃 
(1). 總體計畫：推動「務實發展、進步卓越的開南大學」。 

A. 計畫緣起：本校依照九十七年至九十九學年度校務發展重點計畫，訂

定出本校未來發展方向。本校未來發展之總體目標為「務實發展、進

步卓越的開南大學」，在此目標前提下，研擬提昇開南形象計畫，塑

造發展特色之大學的形象，並建立媒體公關及學校發言人制度、發行

開南校訊、拓展政府、企業及社會關係網路等，在整體的規劃與真誠

的治學理念之下，逐步提昇開南未來整體形象，創造有口碑的開南特

色，並提升在ｅ世代競爭環境應具備之國際化水準，以期成為務實發

展、進步卓越的大學。 
B. 現況說明及分析：本校創校至今八年，在艱辛的歲月中，步步成長，

基礎性的工作，逐漸完成。有關塑造開南卓越形象及建立學校發言人

制度方面，有待努力。在未來三年的校務發展計畫中，將列為重點項

目，逐步實施，實屬必要。 
C. 計畫目標 

(A) 配合未來整體發展，形成卓越開南特色，成為務實發展、進步

卓越的大學。 
(B) 規劃對外公關活動，提昇開南整體形象，邁向以「學術研究」、

「教學品質」、「就業輔導」三者均衡發展之卓越大學。 
(C) 打開全國及國際知名度，提高國內新生報到率與國際學生入學

人數，除發展全英語教育環境外，亦將以培育兼具國際觀與創

新思維之國際人才為目標的一流學府。 
D. 計畫整體架構及分項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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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計畫整體架構： 
圖 5-13 秘書室未來計畫執行發展架構圖 

 
 
(B) 依目標計畫整體架構研訂五項分項計畫 

a. 塑造開南新形象計畫。 
b. 建立媒體公關及學校發言人制度計畫。 
c. 建構政府、企業及社會關係網路計畫。 
d. 發行開南校訊計畫。 
e. 建立危機處理機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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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預期效益 
在未來校務發展重點計畫項下，透過系、所、中心、研發團隊之協助與行

政服務之成效，塑造形象並確立形象具體目標，藉由訂定形象名稱、形象

標語，甚至創造開南代表性象徵之吉祥物等方式，經過發言人制度之建

立，將這些具體形象目標對外宣傳、發布新聞，以提昇學校知名度，進而

達到學校教育總體發展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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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會計室 
1. 現有組織架構 

本室於民國八十九年成立，為本校一級單位，目前組織人員規模不大，尚

未分組，未來將依組織章程之規劃分為會計組、預算組及審核組，使組織更健

全，朝向專業分工，目前共有人員 5 人。 
(1). 組織架構與業務職掌 

 
       表 5-12  會計室歷年組織人員配置情形表 

人員配置情形 
學年度 

主任 組員 辦事員 
合計 備註 

89 1 2  3  
90 1 2 1 4  
91 1 2 1 4  
92 1 2 1 4  
93 1 2 2 5  
94 1 2 2 5  
95 1 1 3 5  
96 1 1 3 5  

 
表 5-13  會計室組織業務職掌說明表 

職務 業務職掌及工作項目 備註 

綜合業務 ‧本室及各單位彙辦之綜合性業務  

預算 
‧教學單位年度預算收支編列 
‧行政單位年度預算收支編列 
‧教育部整體校務發展獎補助款之規畫編列 

 

審核 

‧教學單位預算收支之執行與控制之審核 
‧行政單位預算收支之執行與控制之審核 
‧推廣教育各項計畫經費收支之執行與控制之審核 
‧國科會計畫收支之執行與控制之審核 
‧產學合作及專案計畫經費之執行與控制之審核 
‧教育部整體校務發展獎補助款之執行與控制之審核 

 

會計 

‧編製傳票、月報表及各類帳冊等帳務相關業務  
‧年度決算 
‧各類憑證、帳冊之裝訂、備份及保管 
‧教育部整體校務發展獎補助款收支明細專帳專冊列管 
‧國科會計畫收支明細專帳專冊列管 
‧產學合作及專案計畫收支明細專帳專冊列管 

 

稅務申報 
‧營業稅之定期申報 
‧年度申報所得暨扣繳憑單業務 

 

(2). 組織沿革與業務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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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室於民國八十九年成立，為本校一級單位，本室設主任一人，得

分組辦理預算、會計、審核業務等，各組置組長一人及職員若干人。自

89 年成立後因組織人員規模不大，尚未分組，未來將依組織章程之規劃

分為預算組、會計組及審核組，使組織更健全，朝向專業分工，如圖 5-14
所示。 

 
 
 
 
 
 
 
 
 
 
 
 
 
 
 
 
 
 
 
 
 
 

 
 
 
 
 

圖 5-14   會計室組織沿革與業務沿革說明圖 

會計室 

91~92 學年度 

置主任一人、組員二

人，並未分組，分別

負責預算、會計及審

核業務。 

置主任一人、組員

二人，辦事員一

人，並未分組，分

別負責預算、會計

及審核業務。 
 

會計室 

89~90 學年度 

會計室 

93~94 學年度 

會計室 

95 學年度迄今

置主任一人、組員二

人，辦事員二人，並

未分組，分別負責預

算、會計及審核業

務。 

 

置主任一人、組員

一人，辦事員三

人，並未分組，分

別負責預算、會計

及審核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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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WOT 分析 
Strengths: 

潛在內部優勢 
Weaknesses： 
潛在內部弱勢 

1. 預算會計系統已上線使用，達成即時

預算控管，未來三年將可達成會計作業

全面資訊化，不僅可節省人力，減少錯

誤，並使學校資源運用更透明有效率。

2.本室職員均為會計系所畢業，具備相當

之會計專業。 

1.會計工作具備專業能力主掌學校財務規

劃之行政工作，致力於使學校資源得以發

揮最大效用。惟在力求學校財務收支平衡

之原則下，致使可分配之學校資源有限，

而令各單位覺得支援教學軟硬體經費不

足。 
2.人力不足：本室人力與規模相當之他校比

較，人數略為精簡，影響行政效率。 
3.會計作業尚未全面資訊化，新舊系統同步

使用及測試，增加人力負擔。 
Opportunities: 
潛在外部機會 

Threats: 
潛在外部威脅 

1. 民國 97 年 1 月 16 日修正發布新私立學

校法，通過本校與開南商工可合併為同

一學校法人，未來使兩校資源共享，八

億問題即可獲解決，並獲得可動用之流

動資金 13 億元，還可增加台北市中心

校區，將對推廣班招生之幫助甚大。 

1. 合併之相關細則尚未通過，恐影響兩校合

併時程及未來發展。 
 

圖 5-15 會計室之 SWOT 分析圖 
 

3. 理念目標 
會計業務為行政管理重要之環節，其績效之良窳，直接影響行政效率。因

此，會計工作除在內部審核上應加強稽核的精度，以達到消極性的節用和防弊

目的外，更應運用財務專業智能提供服務，並注意協調與溝通，以協助學校推

展校務達成發展目標。 
(1) 本著服務與經費公開之理念，以支援教學與研究發展開南為國際一流

之卓越大學為宗旨，隨時研究改進、減化行政程序提升工作效率。 
(2) 依據校務發展目標提供決策者用以評估學校績效所需財務性及非財務

性資訊。 
(3) 業務目標 

A. 健全財務結購 
本著收入力求達成目標，支出力求遵節經濟有效原則下開源節流，充

分支援各項校務發展目標所需經費。 
B. 提升工作效率 
C. 會計作業資訊化 

儘早完成預算管理系統，有助於即時有效預算執行之管理及降低人工

作業，增進工作效率。 
D. 簡化程序：業務全面標準作業流程化，提升效能。 
E. 強化預算功能 

預算是未來正式的校務發展計畫，並提供評估實際績效的基礎，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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落實預算之功能，使預算成為幫助達成學校目標的工具。 
 

4. 策略與做法 
 

表 5-14 會計室執行績效指標核對表 

業務項目 績效指標 

預算 
1. 教學單位年度預算收支編列 
2. 行政單位年度預算收支編列 
3. 教育部整體校務發展獎補助款之規畫編列 

1.依教育部規定辦理。 
2.配合整體校務發展計畫編列，經費

之規劃務求達成校務發展目標。 

審核 

1. 教學單位預算支出之執行與控制之審核 
2. 行政單位預算支出之執行與控制之審核 
3. 各項收入之控制與審核 
4. 推廣教育各項計畫經費收支之執行與控制之

審核 
5. 國科會計畫收支之執行與控制之審核 
6. 產學合作及專案計畫經費執行與控制之審核

7. 教育部整體校務發展獎補助款之執行與控制

之審核 

1. 校內經費之控管及審核依本校相

關規定辦理，收入須達成預算目

標，支出力求遵節有效，不得超

過預算。 
2. 各項計畫之控管及審核依補助單

位之規定辦理。 

稅務

申報 
1. 營業稅之定期申報 
2. 年度申報所得暨扣繳憑單業務 

1. 依稅法等相關規定辦理 
2. 依規定時效完成 

會計 

1. 編製傳票、月報表及各類帳冊等帳務相關業

務 
2. 年度決算 
3. 各類憑證、帳冊之裝訂、備份及保管 
4. 教育部整體校務發展獎補助款收支明細專帳

專冊列管 
5. 國科會計畫收支明細專帳專冊列管 
6. 產學合作及專案計畫收支明細專帳專冊列管

1. 依教育部規定辦理。 
2. 報表須即時有效。 
3. 各項帳冊應完整，並依相關規定

裝訂、備份及保管，以供查核 

 
5. 行政支援 

(1) 明訂相關會計作業流程，定期辦理會計作業講習 
A. 每學年舉辦會計作業講習會，說明業務流程及相關法規制度。 
B. 各項會計業務法規制度及流程重大修正時，立即舉行說明會。 

(2) 提供憑證退件項目單 
不符合規定之各項憑證，提供詳細之退件項目單，明確告知錯誤事項，

減少文件往返時程，增進效率。 
(3) 預算會計系統之建置，各單位可隨時線上查詢預算執行情形。 

 
6. 未來發展之具體建議 

(1) 降低負債比率，健全財務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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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完成會計作業全面資訊化，提升效率。 
(3) 各單位預算分配規劃依評鑑評分結果辦理，建議應建置校內相關評鑑

制度，作為下年度預算分配之依循。此外，建構國際一流大學之中長

程之校務發展目標已訂定，未來預算資源將配合校務發展重點及目標

分配。 
(4) 增加會計報告之管理功能： 
(5) 除目前依「私立學校會計一致規定」編製各項定期之會計報告外，另

編列學雜費收入使用效益分析，各單位預算分配及執行狀況表及其他

管理所需報表。 
 

7. 未來三年之中長程規劃 
 

表 5-15 會計室業務發展目標(一) 

發展目標 降低負債比率，健全財務結構 

執行策略 
1. 儘速與開南商工完成法人合併。 
2. 逐年攤還銀行借款。 

具體方案 
（或計畫） 

1. 兩校成立合併小組 
2. 開源節流，儘速分年攤還銀行借款，102 學年度應可全數還清。 

97 60,000,000 

98 120,000,000 
經
費
概
算 99 120,000,000 

績效評鑑指標 負債比率逐年下降 

97 負債比率由 44%下降至 21%。 

98 負債比率由 21%下降至 17%。 
預期達成

績效目標 
99 負債比率由 17%下降至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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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6 會計室業務發展目標(二) 

發展目標 完成會計作業全面資訊化，提升效率 

執行策略 依目前與資訊科技中心配合之模式，逐年將會計作業全面資訊化。 

具體方案 
（或計畫） 

97 學年度財產系統與預算會計系統完成結合 
98 學年度中長程計畫與預算會計系統完成結合 
99 學年經費收支全面資訊化 

97 2,000,000 

98 2,000,000 
經
費
概
算 99 1,000,000 

績效評鑑指標 
97 學年度財產管理系統完成上線使用。 
98 學年度依中長程計畫編列預算系統完成上線使用。 
99 學年度各項收支均於系統完成。 

97 
完成與財產管理系統之連結，減少帳載財產與總務處財產清冊之人工核

對作業。 

98 
完成中長程計畫系統，使各單於編列預算時能更符合校務發展之中長程

目標所需。 

預期達成

績效目標 

99 各類收支表單全面電子化，可避免人工錯誤，增進管理之方便及效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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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國際事務中心  
1. 組織架構 

近年來本校與其它國外學校國際交流日益頻繁，所須處理之業務也日漸繁

重，自民國 94 年起，本校正式成立國際事務中心處理校內所有國際相關事務。

國際事務中心成立初期由代理校長兼任國際事務中心主任，同時並設置秘書及

組員各一名協助處理國際相關事務。然本校國外姐妹校及交換學生數量陸續增

加，本中心所負責的 IHP 國際榮譽學程之國際學生人數也大幅提高，因此，自

96 學年度起本中心聘任專任主任一名並依業務內容編制三組：國際姊妹校交流

組、英語環境教學組、外語環境教學組，設有組長及組員各一名，組織架構圖

如圖 5-16： 
 
 
 
 
 
 
 
 
 
 
 
 
 
 
 
 

 
圖 5-16 國際事務中心組織架構圖 

 
 
 
 
 
 
 
 

國際事務中心主任張康聰 

國際姊妹校交流組

組員詹曉菁 

英語環境教學組 

組員彭一平 

外語教學組 

組員廖世祥 

國際姊妹校交流組 

組長劉凱莉 

英語環境教學組組長

Jonathan Bulter 
外語教學組 

組長林吉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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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WOT 分析 
Strengths: 

潛在內部優勢 
Weaknesses： 
潛在內部弱勢 

1. 本中心行政人員具備優良外語及行政

能力。 
2. 本校首創之國際榮譽學程全程以英語

教學，充分顯示本校教師除了專業能力

更具備優良語言能力。 
3. 為減低學生負擔，本中心協助所有國際

學生辦理簽證、居留等事務，並提供學

雜費全免之獎學金，吸引成績優異卻家

境清寒之菁英。 
1. 促進開南大學國際化的實質表現。 
 

1. 本中心為新成立之單位，許多法規制度

尚未完整建立。 
2. 組織內部尚未設置分組，而內部人力短

缺，若國際學生人數增加、國際交流事

務頻繁，以現有人力將無法有效管理。

Opportunities: 
潛在外部機會 

Threats: 
潛在外部威脅 

1. 為提供外國學生來台讀書機會，國際榮

譽學程以免費方式吸引國際學生就讀。

2. 本校提供良好英語學習環境及獎學金

辦法，鼓勵學生加強自己的外語能力。

3. 本校有許多國際知名教授並有兩位國

家傑出講座教授曾國雄及江善宗，可為

本校帶來更多國際交流合作機會，奠定

姐妹校合作基礎。 
 

1. 本校在國內及國外之知名度不夠，所以

必須持續增加國際交流機會來提升本

校知名度。 
2. 多數歐美人士喜愛赴中國學習華語文

化，增加本校招收國際學生難度。 

圖 5-17 國際事務中心之 SWOT 分析圖 
 

3. 理念與目標 
(1) 行政理念 

以將開南大學國際化為目標、促進國際學術交流、加強國際合作及國

際教育發展、提高學術水準，培養學生國際觀，建立校園國際村。 
(2) 業務目標 

A. 增加本校國際學術交流活動。 
B. 邀請更多國外貴賓蒞校訪問。 
C. 增加姊妹校之締約數量。 
D. 每年至少選送十五位學生到姊妹校學習。 
E. 國際榮譽學程每年至少招收五十名國際學生。 
F. 加強推動兩岸學術合作機會。 

4. 策略與做法 
(1) 國際合作交流計劃 

隨著全球產業國際化的趨勢及世界地球村的影響，為教育界帶來相當

大的衝擊，各國國際文教機構勢力進駐臺灣及本地高中學子前往海外進

修，威脅著國內高等教育生態，但所謂「危機即轉機」，國內教育機構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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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開始正視這股國際化的力量，檢視自身的長處與文化優勢，並學習國

外一流大學的教育方針，才不至於淹沒在這歷史的洪流之中。本校積極

拓展國際交流合作項目，締結姊妹校、邀請學者蒞校訪問、選送優秀學

生至海外學習、舉辦國際研討會，不斷提高國際化程度並跟隨世界教育

發展的腳步立足於台灣甚至於全球。 
A. 締結姊妹校 

為推動國際學術合作，拓展國際視野，本校除積極延攬優秀師

資，擴增校內軟、硬體設施外，並加強推動與國外大學之學術交流，

與國際多所大學洽談雙聯學制、締結姐妹校等相關事宜。藉此豐富

本校學術資源並提升本校國際化程度。截至目前為止已與本校締結

姐妹校的國外學校為，美國：麻省理工學院、愛達荷波宜斯州立大

學、東奧瑞岡州立大學、安波瑞亞州立大學、夏威夷太平洋大學、

密西西比州立大學、北卡羅來納州立大學、西北蜜蘇里州立大學、

聖地牙哥州立大學、西奧瑞岡州立大學、北達科達大學；歐洲：荷

蘭薩克森大學、波蘭西里西經濟暨語言學院、波蘭亞羅亞當米耶斯

基經濟大學、英國倫敦政經學院、英國渥漢頓大學；澳洲：塔斯馬

尼亞大學、伊迪斯·科文大學、龐得大學、威廉安格斯大學；紐西蘭：

優尼得克科技大學；菲律賓：菲律賓亞洲太平洋大學、菲律賓國立

大學；韓國：漢陽大學、仁荷大學、江南大學、首爾國立科技大學、

東明大學；日本：大阪產業大學、星城大學、園田學院女子大學、

早稻田大學；印度：加普瑞爾管理學院；蒙古：蒙古教育大學；中

國：北京工業大學、中國民航大學、香港理工大學；越南：順化經

濟大學、交通運輸大學、胡志明市技術師範大學、河內越南國家大

學所屬社會科學與人文學院、河內越南國家大學所屬科技學院…等

42 所國際知名的一流學府。本校積極邀請姊妹校教授或代表蒞臨本

校參訪，交換雙方教育理念、促成各種國際交流合作，並與本校學

生進行座談，介紹當地國家地理環境、風俗民情及學校特色，豐富

學生國際化視野，也藉此鼓勵學生申請交換學生計劃。本校教師及

行政人員也不定期前往姊妹校進行訪視，除了探視於各國研修的本

校學生、瞭解其學習情況，另外也前往非姊妹校學校進行訪視，增

加本校的國際知名度，並宣傳本校國際榮譽學程及華語課程計劃，

吸引國外學生至本校學習。 
B. 國際大師講座 

延攬國際知名教授至本校舉辦講座或短期授課教學，以全英語

授課內容，傳授其專業領域知識，提昇本校教師及研究生學術涵養

與觀念啟發，另外也開放國內知名大專院校學者至本校做校際觀

摩，提高本校在國內的學術地位及國際化程度。 
C. 國際研討會 

本校以孕育國際一流專業人才之學府為奮鬥目標，因此積極開

拓國際學術交流合作，由四個學院：商學院、運輸觀光學院、資訊

學院及人文社會學院統籌規劃，每年定期舉辦大型國際學術研討

會，希望借鑒國際著名大學之辦學經驗，吸引優秀的專家學者來校

從事教學和研究工作，讓本校師生藉由參與研討會培育國際觀及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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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數位化經營管理知識能力，提昇我國整體學術研究水準與教育品

質，增進國際學術地位與能見度，期能為國家社會和經濟發展作出

更大貢獻。 
D. 海外參展 

為促進全球大專院校發展，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金會每年於世

界各地舉辦多場教育年會及教育展，由各國知名高等教育學府共同

與會討論未來教育趨勢及政策，參展學校不僅可在此交換彼此的教

育理念及執行方針，更可在國際合作上有顯著的成效。本校也希望

透過參加教育展方式宣傳本校國際榮譽學程並吸引國外資質優秀

學生至本校學習。 
E. 國際競賽活動 

本校自 94 學年度起舉辦了三場大型國際賽事，開南國際盃棒球

賽、第一屆開南國際盃籃球賽及第二屆開南國際盃籃球賽，邀請到

世界名校校隊蒞臨本校進行為期五日的賽事。開南國際盃籃球賽因

廣受各界好評，更成為本校一年一度的大型國際盛事，本校預計於

今年 6 月將邀請世界名校：加拿大英屬哥倫比亞大學、美國東奧瑞

岡大學、加拿大多倫多大學及日本兵庫大學前赴本校共襄盛舉，帶

來更精采的比賽內容。這也成為本校國際化宣傳的最好時機，各家

電子及平面媒體於此時至本校進行採訪，本校也藉此將積極發展國

際化的決心傳達出去。 
F. 推廣雙聯學制 

本校與國外姐妹校合作雙聯學制計劃共五所：日本早稻田大

學、日本星城大學 、美國西奧瑞岡大學、波蘭卡特魏茲大學 、澳

洲龐得大學。希望鼓勵學生來開南就讀即可獲得至國外知名學府深

造的機會。目前為止仍有 12 位同學於海外攻讀學位中。 
(2) 國際榮譽學程計劃 

本校於 94 學年度首創全國獨一無二的國際榮譽學程(International 
Honors Program，簡稱 IHP)，全英語教學為其特色，召收來自於全世界

各國精英學生，透過 IHP 課程使開南奠定其國際地位也使開南朝向國際

一流大學邁進。 
A. 學程宗旨 

(A) 在國際政治、經濟日趨競爭與整合、各國之間的政商及文化往

來日趨密切的情況下，促進國際學術文化交流。 
(B) 強調國際化學習環境，以增強未來台灣整體的國際競爭優勢。 
(C) 配合國家政策及國際化趨勢，培養國際政治與商業經營管理的

基礎人才。 
(D) 外語能力＝競爭力，提升外語能力將可提昇學生畢業後在國際

市場上的競爭力。 
B. 學程特色 

(A) 全英文教學：一律以英語講授及寫作，朝向學術國際化的方向

發展並同時增強學生的英文與專業能力。 
(B) 國際化的課程與教學：開南大學 IHP 課程是以國內外政經管理

案例教學的方式講解理論，啓迪思維，激發智慧，讓理論與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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踐融會貫通，深入淺出。 
(C) 國際化的師資：本校斥鉅資派教師赴世界各國的知名學府進

修、研究或交流；另外，聘任多位富有專業經驗的外籍教授帶

來最新的管理知識及企業實踐。 
(D) 國外企業實習：本校 IHP 專案已與多所跨國公司建立長期的合

作關係，爲學生提供了暑期實習和就業機會，增進學生國際化

的實務經驗。 
C. 執行現狀 

94 學年度第一屆招生人數為 25 人，分別來自於菲律賓、柬埔寨、

俄羅斯、緬甸等國。95 學年度第二屆招生人數為 30 人，分別來自於

菲律賓、柬埔寨、俄羅斯、蒙古。96 學年度招生人數為 40 人，分別

來自於菲律賓、柬埔寨、越南、馬來西亞、加拿大。截至目前為止，

本校有近 100 名之國際學生參加本校之 IHP 國際榮譽學程。 
D. 未來發展要點：全球運籌管理視野 

本校之校址位於桃園縣，以地理位置而言，鄰近中正國際機場之

全球運籌管理視野，是未來發展成為亞太營運中心人才培育之重鎮。

為了符合全球化及亞太營運中心之人才培育，本校 IHP 學程將以培養

具有國際溝通能力及管理專業能力之基礎人才為未來發展要點。 
在世界經濟全球化的浪潮中，亞太爲當今世界經濟增長速度最快

的地區，已經成爲跨國公司投資的首選之地，而 E 化資訊與電子商務

將成爲全球化經濟最基本的商業手段。因此，本校 IHP 旨在爲在台灣

及亞太地區投資的外資企業培養具有全球化意識，且能夠適應全球化

競爭的基礎管理人才。 
E. 相關措施 

(A) 國際榮譽學程獎學金：為拓展對外關係、增進國際間政府、學

校、機構、團體之教育學術交流合作、裨益校園多元文化環境

之建置與推廣華語，本校特設置獎學金提供各國具潛力之優秀

青年來臺留學，攻讀學位或研習華語。至 96 學年度上學期為止，

本校目前共有 71 位國際榮譽學程在校學生。 
(B) 國際榮譽學程學生在校服務：本校提供外籍生在校內各行政單

位及教學單位愛校服務的機會，由於部份外籍生資質優秀，有

能力協助教授及校內行政人員完成文件翻譯及隨行翻譯事宜，

本校提供外籍生志工獎學金給予表現優秀的學生。 
(C) 國際榮譽學程課程規劃：國際榮譽學程課程皆以全英語授課方

式開課，課程規劃以管理學門為主，本校希望培育出具備管理

通才及雙語能力的優秀人才，讓學生在畢業後為台灣的企業效

力，提高台灣未來在國際市場的競爭性。目前國際榮譽學程學

生畢業學分為 134 學分：華語課程 32 學分、通識文化課程 20
學分、英語課程 6 學分、專業必選修課程 76 學分。本校希望能

延攬更多具外語授課能力之教授參與本學程規劃及授課，因此

藉由提高授課鐘點費吸引教授。本校也鼓勵外籍生在加強中文

能力後可參加中文授課課程並攻讀輔系。 
(D) 生活輔導：國際學生來台本校派職員代表及學生代表至機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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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由學長姊志願協助新生在台起居生活輔導，同樣以外籍生

身份照顧新生以更快適應新環境。本校於開學前也舉辦新生講

習並製作外籍新生手冊，詳細描述學校周遭食、衣、住、行、

育、樂及課程資訊。另外，本校也實施交換學伴方式，甄選本

籍生一對一輔導外籍學生，帶領他們參觀校園及生活諮詢，不

僅可使外籍生及早融入開南生活，也可加強本籍生外語溝通能

力。 
a. 本校實施導師制度：由導師協助輔導學生，以個別晤談方

式輔導學生心理問題，對於情況嚴重的學生加強照顧，以

避免學生隻身來台無親友所造成的問題。 
b.定期舉辦座談會：由國際事務中心代表召開外籍生座談

會，邀請所有外籍生共同參與討論，以團體座談方式輕鬆

帶出學生在學習上及生活上的困難，並設法為學生解決。 
c. 行政人員協調：由國際事務中心承辦人員負責協助處理外

籍生生活、簽證、選課、住宿…等事宜，每天上班時間外

籍生若有問題即可向國際事務中心洽詢。 
(E) 在地生活化：外籍生至開南不只在課業上進修，學校也安排很

多企業參訪、志工服務、聯誼活動，讓他們從不同角度認識台

灣並與校外人士進行交流，如：參觀故宮博物院、竹科凌陽科

技、世貿半導體展、楊梅郭元益工廠、探視育幼院、聖誕夜歌

唱比賽、校際羽球比賽、期末烤肉同樂會、寫字比賽…等，另

外也舉辦許多文化體驗活動，讓他們了解台灣文化的獨特魅

力，如：元宵節燈會、端午節包香包、帶外籍生回家過年活動，

外籍生除了豐富在學生活也盡情融入台灣文化之中。 
(F) 國外招生宣傳：本校於 94 學年度設置國際榮譽學程，以全英語

授課內容招收國外家境清寒、資質優秀學生，招生方式以透過

各國駐台代表處代為宣傳，但所招收學生多來自亞洲地區，成

效有限。本校希望透過派員出國宣傳將國際榮譽學程拓展至歐

美、紐澳及非洲等地區。 
(G) 廣告及文宣品：除了加強各項招生宣傳管道之外，本校每年製

作各項宣傳刊物、簡介及文宣，用以吸引外籍學生並宣傳本校

各項國際化工作成果，如：開南大學英文簡介、開南大學日文

簡介、國際榮譽學程簡介、華語中心簡介、外籍生在開南刊物、

國際榮譽學程三角桌曆、各式國際化活動宣傳海報。本校也在

國際性刊物上刊登廣告，將國際榮譽學程宣傳至世界各地，吸

收更多國家之外籍學生。 
(H) 國際學生會：由國際事務中心協助外籍學生成立自治性團體-開

南國際學生會，使外藉生有統一發聲的管道，外籍生在學校有

任何課業或生活上的問題可經由國際學生會代表向校方提出，

藉此結合所有開南國際學生力量，建立雙方交流平台。另一方

面，國際學生會也將以組織性的方式，協助開南外籍生輔導工

作及健全與開南國際學生相關各項制度的落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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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國際校園建置計劃 
本校希望能建置一個良好、完善的國際校園環境，可幫助外籍師生在

學校的便利性，也由於本校每年也舉辦多場國際研究會及國際比賽活

動，邀請許多國外貴賓蒞臨本校，若能建置優質的國際化學習環境不僅

可提高本校國際形象也可吸引更多國際學生就讀。 
A. 專業英語課程：為鼓勵學生除了在充實專業領域知識外也加強英語能

力，本校自 92 學年度起開設許多英語授課課程，不僅教授英語學習

課程，也增加許多英語授課之專業課程。為此，本校延攬許多學經歷

優異之外籍教師及英語能力程度高之專業本籍老師授課，但由於以英

語授課對本籍老師而言，準備教材、授課講解皆比一般課程來得辛

苦，本校也以提高授課鐘點薪資方式，希望能吸引更多優秀教師供獻

心力。 
B. 網頁雙語化：本校致力於發展國際化校園環境，其中一項重要性指標

為網頁雙語化程度，學校內所有行政單位及教學單位網頁皆朝雙語化

模式發展，除了方便本校外國教授及外國學生使用，也提高本校國際

化程度。 
C. 行政人員外語能力：為了提供外籍教授及外籍學生更好的工作及學習

環境，本校各單位盡可能提供英語化服務，協助所有外籍人士。並且

鼓勵所有行政人員加強英語能力，為學校建立良好的英語溝通管道，

以提供最好的行政服務。 
D. 英語程度畢業門檻：本校自 93 學年度起實施分級上課制度

（placement），因本校大一新生於新生報到時做了通識英文能力分

班，希望能測驗出同學的英文實力。為了加強學生英語能力，畢業後

在職場上可提高競爭力，本校另外設置學生畢業語言能力門檻：非英

語科系：GEPT 全民英檢中級；應英系：GEPT 全民英檢中高級；應

日系：需通過「日語能力檢定測驗」二級合格書。 
E. 語言認證獎學金：因應全球化時代來臨，英語學習的重要性，為鼓勵

本校學生認真讀書、專心向學，並參加各類國際語言認證考試，本校

特設置「開南大學國際語言認證獎學金」。在學期間，凡通過美國教

育測驗服務社(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 ETS®) 或透過財團法人語

言訓練測驗中心(The Language Training and Testing Center, LTTC)辦
理之全民英檢、托福考試、雅思測驗及多益測驗，達以下標準者得頒

發獎學金，如下表 5-17-5-20： 
 
 

 表 5-17  GEPT 全民英檢核發獎學金之標準表 
升大二以前 
通      過 

升大三以前 
通      過 

升大四以前 
通      過 

畢業前通過 全民英檢 
(GEPT) 

獎學金 獎學金 獎學金 獎學金 
中高級 4,000 3,000 2,000 1,000 
高   級 6,000 4,000 3,000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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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8  TOEIC 多益測驗核發獎學金之標準表 

 
 
表 5-19  TOEFL 托福考試核發獎學金之標準表 

升大二以前

通      過
升大三以前 
通      過 

升大四以前 
通      過 

畢業前 
通  過 托福考試 (TOEFL) 

獎學金 獎學金 獎學金 獎學金 
IBT 71 / CBT 197  
(Paper-based 530) 

補助報名費 補助報名費 補助報名費 補助報名費 

IBT 78 / CBT 210  
(Paper-based 547) 

4,000 3,000 2,000 1,000 

IBT 95 / CBT 240  
(Paper-based 587) 

6,000 4,000 3,000 2,000 

IBT110/ CBT 270  
(Paper-based 637) 

-- -- -- 6,000 

 
 
表 5-20  IELTS 雅思測驗核發獎學金之標準表 

升大二以前 
通      過 

升大三以前 
通      過 

升大四以前 
通      過 

畢業前通過 雅思測驗 
(IELTS) 

獎學金 獎學金 獎學金 獎學金 

5.5 以上 4,000 3,000 2,000 1,000 

6.5 以上 6,000 4,000 3,000 2,000 

7.5 以上 -- -- -- 6,000 

 
F. 紐約館及東京館：本校營造「紐約館」與「東京館」之雙語學習環境

與學習諮詢服務。 
(A) 紐約館：為加強在學同學之英文基礎寫作能力，本校於 2005 年 10

月起特設立「英文作文」基礎班，實施時段為每週一至週五晚上 6:30
起至 8:30 止於紐約館實施，指導老師為應英系全體專任老師，實施

方式為所有參加同學以個別或集體方式輪流與老師討論學生所寫

作文內容，並於下次上課提出經驗心得報告，全組同學得參與討論。 
(B) 東京館：應日系在每學期課程中，利用日語會話、商務會話、日語

升大二以前 
通      過 

升大三以前 
通      過 

升大四以前 
通      過 

畢業前通過 多益測驗 
(TOEIC) 

獎學金 獎學金 獎學金 獎學金 

750 以上 4,000 3,000 2,000 1,000 

880 以上 6,000 4,000 3,000 2,000 

950 以上 -- -- -- 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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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力訓練、發音等課程，依老師教學內容讓同學們善加利用東京

館，創造日本文化空間，且依照學生程度給予適當的輔導。94 學年

度也規劃增設東京館衛星電視，並於 94 學年度起於系辦公室全天

候播放 NHK 頻道，使學生於課餘時間也能有日文學習的地方。 
G. 硬體環境建置：因應全球化的時代，外語能力的重要性大幅提高，語

言的訓練非短期速成，必需營造良好學習環境及天天累積學習得來，

有鑑於此，本校在學生常聚集之處及休息間，裝設多面電視牆，全天

候播放英語性節目，提升全師生學習機會與動力。為積極推動校園雙

語環境，於學校四週設置 40 餘台電視，全天候播放 CNN、NBC 等

即時英語新聞，並於校園設置雙語告示及全球英語視訊交換中心

(English Video-on-Demand)、紐約館(New York Lounge)及語言教室，

使全體師生融於雙語環境中。 
H. International Festival：本校有來自 11 個國家的外籍學生曾在本校就

讀，本校希望豐富本籍生的國際觀，預訂每年舉辦 International 
Festival 活動，由外籍生以國籍為組織，以服裝、美食、藝術品…等

展現不同國家的文化特質及風俗。外籍生也可藉由辦理類似活動加強

團隊合作精神。 
(4) 華語推廣計劃 

隨著亞洲經濟成長快速，全球正興起華語學習熱潮，估計全球至少

85 國、二千多所大學在教授華語，全球學習華語的外籍人士已超過二千

五百萬人。甚至美國大學理事會也於去年推動 AP(Advance Placement 
Chinese and Culture Exam)華語課程，成為全美高中生升大學的預修課

程，可抵免大學學分。學習華語文的全球熱潮現僅次於英語，將來甚至

會比英語還熱，故此時是推動華語學習與認證的最好時機。雖說對岸的

勁敵中國挾其強大國力企圖以簡體字成為全球華語學習之正統，但臺灣

使用的繁體字，比簡體字更具歷史淵源與文化深度，故本校將強力推動

華語教學，以「國際榮譽學程」以及本校姊妹校為留學生來源基礎，以

吸引更多外籍人士來臺學習正統華語。 
A. 國際暑期課程：本校自 96 年起開設開南大學國際暑期課程，邀請來

自姊妹校的學生於暑假至本校進行為期六週之短期課程，課程內容包

括具學分之華語、日語、英語、亞洲歷史文化及亞太區域關係。另外，

本校更安排學生於週末造訪台灣各地知名觀光景點，以豐富學生的台

灣體驗。為提供本籍生以充實學識及練習語言能力渡過漫長暑假，本

校開放暑期文化及英語課程讓全校同學報名，並藉此與外籍生互動，

學校也提供免住宿費之優惠，讓本籍生帶領姊妹校之外籍學生進一步

熟悉台灣。 
B. 華語課程：本校每年為國際榮譽學程學生開華語課程，從初級華語的

基本拼音學起，每週 10 小時的華語課程，直到大四的專業華語共有

29 學分，目的是為了讓學生在四年期間能不斷精進其華語能力，並

成為未來職場上的一大利器。 
C. 華語師資培訓：本校華語中心與策略聯盟對象國語日報社(Mandarin 

Daily News，MDN)於 94 年 11 月 17 日與本校完成合作計畫書簽約。

本校負責將 MDN-KNU Language Center 納入教育部與駐外館處的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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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招生名單與資訊，並促成兩中心人員與教師互相交流。雙方持續推

動華語學習中心之相關業務，以本校為中心向全世界推廣華語文化教

學，以及華語師資培訓。 
D. 華語 TA 制度：本校自 95 學年度起實施華語小老師制度(TA 制度)，

由本校華語文研究所研究生及華語能力優秀外籍生共同組成，上課前

協助其教材準備事宜，上課時為有疑惑的同學解答，一方面可提供本

籍生在華語教學上實習的機會，另外也可減輕老師授課的負擔。 
E. 華語認證獎學金：本校規定外籍生於畢業前必須通過教育部舉辦之華

語能力檢定考試，若成績優異本校將另行核發獎學金以茲鼓勵。 
F. 自編華語教材：96 年度由本校五位華語老師以教學經驗共同編撰出

本校華語課程專用教材，內容以生活化為主，包括：發音、問候語、

時間、天氣、校園生活、交通、用餐、購物…等，可以提供暑假期間

初次接觸華語的學生從基本的生活華語學起，藉此提高他們對華語學

習的興趣。 
G. 華語競賽活動：為提倡學生學習華語興趣，本校每學期舉辦不同類型

華語競賽活動，如：華語歌唱比賽、寫字比賽…等，預計明年將舉辦

中文說故事比賽，讓所有外籍生都能在參加比賽的過程中認真學習。 
 
 

           表 5-21  華語能力檢定核發獎學金之標準表 
升大二以前

通      過
升大三以前

通      過
升大四以前 
通      過 

畢業前通過
華語能力檢定 

獎學金 獎學金 獎學金 獎學金 

初級華語 4,000 3,000 2,000 1,000 

中級華語 6,000 4,000 3,000 2,000 

高級華語 -- -- -- 6,000 

 
 

5. 行政支援 
本校為吸引更多外國學生加入國際榮譽學程及學習華語，積極建立及改善本

校行政配套機制，希望由此提高學生至本校就讀意願，並提升本校與國內其它

學校在國際化程度上的競爭力。 
(1) 本校每年派各教學單位主管擔任代表前赴國外賡續簽訂姊妹校合約，一

方面加強與姊妹校間國際學術合作，另一方面將吸引姊妹校學生來本校

學習華語。 
(2) 每學期舉辦交換學生甄試活動，以學期成績、平時表現及英語程度決定

學生是否具備交換學生條件。 
(3) 每年不定期邀請國外知名學府至本校參加國際性比賽，由全校總動員安

排賽程、文化體驗活動、開幕晚會事宜，並由媒體將這難得的國際大型

活動宣傳至台灣各地，希望建立本校的國際化形象並吸引高中學子報考。 
(4) 國際事務中心每年邀請來自各國大專校院學者蒞校訪問，與本校簽定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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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交流協議並為本校學生舉辦講座，拓展學生視野。 
(5) 設置「開南國際榮譽學程獎學金」，目前國際榮譽學程學生為 71 人，每

人每學年 100,000 元，教育部補助後不足額全數由本校支應。 
(6) 協助外籍生成立國際學生會，協助外籍新生接機、適應新生活，學校也

規劃國際學生交流中心(International Corner)，提供另一平台，讓外籍生

在校內有溝通、文化交流的場所，本校也積極規劃外籍生讀書會，邀請

本籍生共同參與，進行中英文讀書會，彼此做語言練習。 
(7) 強化與國際學生溝通管道，透過電子郵件、網路公告方式及說明會方式，

告知外籍生有關來台簽證、選課、交通、住宿等切身相關問題，並協助

他們處理相關手續。 
(8) 由國際事務中心組長為代表，不定期召開國際學生座談會，藉此了解學

生的學習狀況及為外籍生在台生活困難進行諮詢，並加強外籍生與行政

單位互動關係，方便執行各項計劃。 
(9) 組成國際交換學伴活動，由本籍生以一對一方式各別輔導外籍生，確保

每位外籍生皆可受到實際的幫助，讓他們及時適應開南生活。 
(10) 鼓勵所有教職員進修英文，因為本校以國際化為主要發展項目，不僅要

加強與國外大學交流事宜，也必須提升自我語言能力，才有辦法與國內

其他大學競爭。 
(11) 目前為止有來自 11 個國家的外籍生曾在本校進修，本校將於明年規劃

International festival 活動，將各個國家的文化特色及傳統美食展現在所

有開南成員面前，希望能藉此豐富本籍生視野，並增加外籍生與本籍生

互動交流機會。 
(12) 由國際事務中心開設國際暑期課程吸引姊妹校學生於暑假期間至本校

修課，並於週末安排台灣知名景點之旅及文化參訪活動，讓學生可充份

利用兩個月的假期進行課業 
(13) 與策略聯盟對象中華語文研習所（Taipei Language Institte, TLI）於 94

年 11 月 9 日完成合作同意書簽約。TLI 在台灣有四個中心，全球共有 15
個據點，教學主力重點在成人。 

(14) 與策略聯盟對象國語日報社進行人員與教師互相交流機制，雙方持續推

動華語學習中心之相關業務，以本校為中心向全世界推廣華語文化教

學，以及華語師資培訓。 
(15) 建置華語 TA 制度，由華語研究所本籍學生至華語課進行教學實習，可

協助老師輔導外籍學生課業，也可提供本籍生教學實務經驗。 
 

6. 未來發展具體建議 
本校希望拓展學生國際化視野並提升英語能力，加強本校英語學習環境以吸

引更多外國學生至本校就讀，透過海外參展及招生增加本校國際地垃並推廣國

際榮譽學程，積極發展與姊妹校間各項交流活動並拓展本校與紐澳地區及歐洲

的國際合作關係。 
(1) 增加國際姊妹校校數，並加強發展紐澳地區及歐洲地區國際合作關係。 
(2) 加強本校國際間學術及非學術活動。 
(3) 選送更多優秀學生赴姊妹校進行交換學生或雙聯學制。 
(4) 增加本校國際榮譽學程學生數，並拓展本計劃至非東南亞地區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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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為外籍生舉辦更多企業參訪及文化體驗活動，宣傳台灣特殊文化。 
(6) 增加本校對外宣傳管道，增加本校國際知名度。 
(7) 增加本校英語授課專業課程數，提升國際學生選課多元性。 
(8) 提高本校行政人員英語能力，便利國際學生在校行政手續。 
(9) 舉辦 International Festival 國際週活動，提高本籍生國際觀。 
(10) 維護本校英語學習硬體環境，讓學生自然融入雙語環境中。 
(11) 增加暑期課程多元性及姊妹校國際學生人數，推廣本校華語學習環境。 
(12) 培訓華語師資及實施華語 TA 制度，健全本校華語教學環境。 
(13) 舉辦華語競賽活動，提倡學生學習華語之興趣。 
(14) 與姊妹校進行交換。 
 

7. 未來三年之中長程規劃 
(1) 擴大招收來自歐美外籍學生加入國際榮譽學程及交換學生計劃。 
(2) 鼓勵本校其它系所招收外籍學生攻讀其專業領域學門。 
(3) 增加與國外姊妹校雙聯學制實質交流，除了選送本校優秀學生出國，更

吸收姊妹校學生至本校攻讀學位。 
(4) 姊妹校締結計劃以國際學校素質為優先考量，增加與歐美國家知名百大

學府交流機會。 
(5) 增加本校華語學習學生數量，目前本校華語中心學生全來自亞洲地區，

但華語學習是全球化趨勢，將加強歐美地區宣傳活動。 
(6) 增加本校與國內外國際化成效優良校所交流溝通平台，可交換雙方國際

化發展意見。 
(7) 根據教育發展趨勢定期舉辦國際化研討會，邀請國際知名學者發表論

文，強化本校國際學術地位。 
(8) 積極參與政府舉辦各項促進國際化交流活動，精進本校各項國際化措施。 
 

8. 預期效益 
(1) 提升本校國際化程度、國際知名度及國際地位。 
(2) 打造優質國際化學習環境。 
(3) 培育未來職場雙語化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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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圖書館 
1. 組織架構 

(1) 組織圖 
 

 
 

 
 
 
 
 
 
 

 
 

圖 5-18 圖書館組織架構圖 
 

(2) 業務執掌 
 
表 5-22  圖書館組織成員職掌表 

職稱 姓名 業務職掌項目 

館長 張樂心 綜理圖書館業務。 

組長 鍾澤豐 綜理各組各項業務。 

組員 叢培瑜 

1.中西文圖書之採購及分編 (含加工處理)。 
2.中西文期刊採購與催缺 (含加工處理)。 
3.視聽資料採購及分編 (含加工處理)。 
5.電子資料庫之薦購、檢索、使用諮詢與維護。 
6.「網路資源」之整理。 
7.「圖書館利用教育訓練」課程之規劃與推廣。 
8.參考諮詢服務。 
9.館際合作與遠距服務。 
10.與他館聯絡工作。 
11.圖書館網頁之製作與管理。 
12.圖書館資訊系統之薦購、使用維護與發展。 
13.圖書館資訊伺服主機之維護與管理。 
14.電腦系統運作及技術協調。 
15.教職員工生資料建檔及維護事項。 

館長 

採編組 典藏閱覽組 資訊系統研發組 

圖書館委員會 

參考諮詢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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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稱 姓名 業務職掌項目 

書記 魏郁峰 

1.櫃檯流通業務。 
2.圖書管理(包含圖書順書、上架、移架…等)。 
3.報紙管理。 
4.公佈欄管理。 
5.讀者意見管理。 

辦事員 陳玉琴 

1.櫃檯流通業務。 
2.圖書、視聽、期刊管理。 
3.逾期罰款及圖書遺失處理。 
4.各類型讀者之借書證製作。 
5.工讀生管理。 
6.下落不明之書刊尋找。 
7.讀者意見管理 

 
2. SWOT 分析 

Strengths: 
潛在內部優勢 

Weaknesses： 
潛在內部弱勢 

1. 新興學校圖書館限制小，具有發展空

間與潛力 
2. 基層組員普遍年齡層輕，高學歷，觀

念新穎，衝勁強。 
3. 本校擁有八萬商工校友，其雄厚社會

資源無疑是本校圖書館未來之重要支

持力量；透過開南校友通訊，本校圖

書館向廣大校友募集圖書。 
4. 新學校組織文化，可塑性高。 
5. 新學校圖書館無包袱，經營規劃可自

主開發，彈性空間較大。 
6. 新的圖書資訊大樓已落成啟用，提供

更為新穎、便利及舒適的數位化環境。

7. 目前本校與多所國外學校建立姐妹校

關係，可與姐妹校圖書館建立資料共

享協議，不僅提高館藏資料的品質，

具更具國際觀。 
8. 設備新穎，能與新科技接軌。 
9. 空間大，提供優良閱覽環境。 

1. 館藏數量已足夠，但品質仍需再提昇以符

合大學圖書館所需。 
2. 購書經費的不足夠，往往無法均衡採購各

系所所需之電子資源。 
3. 推廣服務不完善，使圖書館未能被充分。

4. 缺少重點館藏特色 
5. 館員在職進修機會較少。 
6. 制度觀念尚未健全。 

Opportunities: 
潛在外部機會 

Threats: 
潛在外部威脅 

1. 科技環境而言，這是一個高度運用科技

的時代，應積極發展館際聯盟，將可凝

聚有限財力，使之達到最佳成效的服務

品質。 

1. 大學數量增加，面臨與各學校日益激烈的

經費爭奪戰與自籌經費的挑戰。 
2. 專業環境裡各種新媒體出版品的問世，讀

者要求服務的增加，但是經費不增反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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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應積極鼓勵館員參與各項圖書館界研

討會及中國圖書館學會所開設之課

程，使之增進館員在職進修機會，並藉

以提升專業素養與服務品質。 
3. 可定位社區圖書館角色，發揮圖書館社

會功能。 
4. 可透過各領域眾多校友的推廣，增加其

「能見度」。 
5. 本校位處北桃園地區，身處工商大縣、

且該區僅有本校一所大學，故可以提供

該區民眾取得最新資訊 
6. 的與學習進修管道。 

3. 紙本期刊訂費的不斷增加，造成圖書預算

大幅度成長。 
4. 科技興起，減少讀者使用圖書館的意願，

讀者使用率降低，降低校方支持的意願。

圖 5-19 圖書館之 SWOT 分析圖 
 

(1) 提升優勢策略規劃 
A. 積極與他館建立資源共享協議 
當讀者在本校圖書館無法滿足其需要時，可透過與其他圖書館互通

有無的方式，分享資源，以彌補館藏不足的缺陷。 
B. 結合科技，提供設備新穎及支援 
全館提供 20 個站立式檢索桌，供學生找尋資料；設置多媒體專區，

方便讀者利用館藏視聽資料進行教學研究或正當休閒；全館均可使

用無線上網。 
C. 提供更佳優良閱覽環境 
本館各樓層設有閱覽區、閱報區設有閱報桌、期刊區及新書區備有

沙發，以提供讀者最舒適的閱讀環境。 
(2) 消除弱勢策略規劃 

A. 訂定明確館藏政策 
圖書館以蒐集、管理、分享及創造知識為主要任務，並能符合全校

師生教學研究及閱讀需求，故需訂定符合本校需求之館藏政策。 
B. 建立業務管理制度 
本制度在建立本校圖書館各類型資料及危機處理等標準作業規

範，以達到保存知識文化、配合教學研究與推廣學術三大使命並提

昇服務品質。 
C. 增加館員在職進修機會 
資訊的發達、科技的日新月異，衝擊著每一個現代人，尤其身為資

訊的收藏、管理及推廣的圖書館館員更是刻不容緩的需要趕上時代

的腳步，充實生活技能、應用科技發展，以期能提昇工作效能及服

務品質。希望藉由圖書館的安排，配合圖書館未來的發展及集合館

員的需求做有效的規劃，提供多管道的進修活動。 
(3) 創造機會策略規劃 

A. 增加與校友互動機會 
建立校友通訊錄，隨時與校友保持聯絡，參與校友的聚餐活動，透

過互動的方式，爭取校友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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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積極參與社區活動 
參與當地社區舉辦的活動，積極與當地社區居民保持互動，建立感

情。如此一來，一方面可發揮圖書館社會教育的功能，另一方面，

圖書館在舉辦活動，可獲得社區居民的支持。 
C. 積極參與研討會 
圖書館界每年均會舉辦各類型主題研討會，透過研討會的參與，可

與其他圖書館先進經驗分享，獲益匪淺。因此應積極參與研討會 
D. 加強與工商界的互動 
理論與實務必重。除收藏理論性之館藏資料外，應與學校老師合

作，與工商界先進保持合作、互動，籍此可收集具實務性之館藏資

料，如此可增加館藏之品質。 
3. 理念與目標 

(1) 行政理念 
A. 支援本校學術研究資源—積極爭取經費，充實館藏 
B. 不斷提昇圖書館的服務品質—親切、效率、方便 
C. 作業流程 e 化—簡化申請流程、提昇競爭力 
D. 營造書香閱讀氛圍—提昇本校人文素養 
E. 國際化趨勢—提昇館員語文能力、強化館內英文標示、積極主動提

供對外籍師生的參考服務 
(2) 業務目標 

A. 提昇館藏品質 
B. 加強館藏管理，以提昇圖書館各項資源利用 
C. 積極發展圖書館締結聯盟，推廣館際合作 
D. 建立具學術價值之館藏特色 
E. 培養學生閱讀及利用資訊習慣，以增進其專門知識與技能 
F. 鼓勵館員參與在職訓練，以提昇館員服務品質 

4. 策略與做法 
(1) 提昇館藏品質 

圖書館之典藏作全面性評估，使各系所參考工具書、核心圖書及研究

期刊，均能完整納入典藏，以利教學研究之進行。 
(2) 舉辦「圖書館利用教育訓練」課程 

為了使讀者能有效使用圖書館資源，增加讀者資訊素養能力，故將針

對教職員生舉辦「圖書館利用教育訓練」課程講習。內容包含圖書館

簡介與服務、熟悉檢索圖書館各項資源方式…等。 
(3) 落實圖書館服務項目 

A. 提昇圖書借閱率 
圖書借閱率為歷來教育部訪視之圖書館重要評鑑指標之一，故提昇

圖書借閱率為當前本館之重要工作目標，具體做法如下： 
(A) 配合師生教學與研究需求薦購圖書 

教師係學校的重要人力資本，教學研究均需仰賴學校學術資源

的源源不斷供給，故盡力配合教師薦購圖資，一方面支持教師

學術研究，促進研究成果產出，另一方面得以提昇教師圖書借

閱率，同時亦帶動同學踴躍借閱優良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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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本館館員將加強與各系教授溝通、協調，共同訂定館藏

發展政策，以玆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能達成魚與熊掌兼得的

理想。此外，本館將惠請教務處課務組協助提供各開課指定用

書與參考書籍清單，務使師生均能在圖書館獲得所有課程參考

資料。 
(B) 採購優良圖書，提昇館藏品質 

除了教師的薦購圖書外，本館亦接受同學的圖書推薦，充實館

藏，提高學生的借閱率，並採購優良得獎圖書，提昇館藏品質。 
 

(C) 以「圖書館行銷」為導向，提昇服務品質 
本館未來將以「圖書館行銷」為導向，加強館員背景知識與服

務須知，提昇服務品質，協助同學充分運用圖書館資源，以充

分發揮大學圖書館功能；同時將定期舉辦圖書館導覽或教育訓

練，加強同學對圖書館的認識，使用的技巧及方式；另一方面

則舉辦各類型活動，以創意活動的方式讓同學們了解使用圖書

館的好處優點；接受同學的圖書薦購，充實館藏，吸引同學前

來借書，並採購優良得獎圖書，提昇館藏品質。 
B. 提昇電子資源使用率 
數位資訊化的今日，線上資料庫的應用極具教學研究參考價值，它

能凝聚資料查詢的廣度與深度，並節省了資料傳輸的時間與空間成

本。本館一方面在有限預算下盡全力達到採購的盡善盡美，另一方

面將加強師生使用電子資源的教育訓練說明，以提昇電子資源使

用。 
C. 提昇館員素質 
充實設備與資源之餘，若缺乏圖書館專才的經營管理與服務提供，

再現代化的圖書館也依然只是個知識的堆棧。故本館將時時加強館

員的服務訓練，提昇館員最新知識技能，培養服務觀念與熱忱，以

提昇服務品質，嘉惠全校讀者。 
D. 加強館際合作 
邁向資訊化時代，無論是傳統紙本圖書，或亦電子式的現代圖書資

訊，出版業蓬勃發展將使得圖書館館藏發展難以達成圖書資源全面

化的理想，是故積極發展校暨圖書館締結聯盟，將可凝聚有限財

力，最大化服務品質。嗣後希冀在既有的館藏發展基礎上，為「資

源共享」與國內各大學校院圖書館繼續進行館藏合作發展計畫，建

構便捷之學術研究環境以及提升學術資源服務為長期發展願景，希

冀在全球資訊網路蓬勃發展的環境下，能為校內外學術界提供無遠

弗屆的研究資訊與教學資源服務。 
5. 行政支援 

(1) 經費 
圖書館期望可以提供全校教職員生最多的學習資源，對各系所課程需

求的參考資料，應盡量備齊。圖書館除了要維持傳統的圖資設備，更

要提供多元的學習資源，建構出「E 學習」的「E 環境」。圖書館 E 化

學習的建構需要軟硬體設備的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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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教育部頒令「大學圖書館設立及營運基準法」規定：第十二條、

大學應寬列圖書館各項經費，以維持館藏量之合理成長及提供各項服

務，其書刊資料費，應由圖書館統籌編列及運用。第十三條、…圖書

館並應保留書刊資料費一定比例，以充實一般性圖書資訊及參考館藏。 
以九十四-九十六學年度的經費使用狀況來參考，圖書館的經費、圖書

館的圖書及博物款，以全校各系資源平均運用為原則，系所教師的薦

購圖書單為主要採購方向，以配合教學使用。圖書館期望在與各系配

合之餘，也能兼顧到一般性圖書的增購，加強館藏範圍。 
 
表 5-23  圖書館總經費明細表 

學年度 94 95 96 
圖書及視聽資料經費 9,510,701 8,087,884 10,000,000 
期刊經費 8,314,308 8,630,988 8,000,000 
電子資料庫經費 4,472,162 4,602,362 6,000,000 
管理費 5,717,147 6,071,362 6,226,397 

小計 28,014,318 27,393,175 30,226,397 
機械儀器設備 12,339,116 --- 800,000 
圖書及視聽資料經費 – 捐贈 5,500,185 --- --- 

圖書館總經費 45,853,619 27,393,175 31,026,397 
96※ 學年度圖書總經費，自 96.8.1 起執行 

 
(2) 人力 

圖書館資源向為教育部及各式大專院校校務評鑑之重要指標，本學年

度起各組組員除原有既定業務之外，更增加許多館務措施與活動，以

求圖書館功能發揮之盡善盡美。 
6. 未來發展之具體建議 

(1) 強化館藏 
目前本館中外文圖書館藏量為 24 餘萬冊，中外文期刊(含電子期

刊)14，678 種，雖說以達大學標準，但就館藏品質尚嫌不足，故每

年以相當的成長比例為原則。加速本館資料館藏品質的提升，依院或

系所之需求，並針對缺失予以改善補充，圖書館之典藏作全面之評

估，使各系所參考工具書、核心圖書及研究期刊，均能完整納入典藏，

以利教學研究之進行。辦法：本館除向學校爭取經費以維持各項資源

一定成長率外，另一方面也積極向校內師生、校外畢業之校友、企業

機構及相關出版業，爭取捐贈，以建立現代大學應有之館藏特色及館

藏量。 
A. 圖書資料方面： 

(A) 大學有培養學生文化及藝術素養的任務 
(B) 掌握最新出版資訊與回溯性館藏的建立： 
(C) 隨時搜集最新的出版資訊，於購書期間能掌握最新最完整資訊。 
(D) 圖書館除選擇新書外，也會於新系所成立之際，透過標準書目

在短期內建立大量的回溯性館藏，以利新系所專業館藏所需。 
(E) 加速締結與各校圖書館建立各別的「館際互借協議」，以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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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少資源重覆購置及經費浪費。 
(G) 加入電子書聯盟，以增進資料利用之便利性與廣泛性。 

B. 期刊方面： 
本館未來發展將借重現代化資訊網路科技，提供迅速、廣範及專業

性期刊資訊服務，以提升本館現代化資訊服務，其未來發展工作要

建立核心館藏期刊，並計劃加入電子期刊聯盟。 
(2) 圖書館空間利用 

圖書館館藏量每年均有一定比例成長，因此圖書館空間利用是一大問

題。為使圖書館空間利用能更具前瞻性，圖書館計畫在不影響全校師

生之研究、教學及學習之需求下，朝以下方式努力： 
A. 依圖書館法規定，積極規劃紙本館藏資料的汰舊換新； 
B. 建立電子化、數位化館藏資料。 

(3) 館藏管理 
本館成立時間並不久，但歷經遷館，各類館藏資料已有破損、過時、

遺失之情形發生。為落實館藏書目資料完整性及館藏數量正確性，以

利館藏檢索及管理，本館擬每定暑假作館藏全面性盤點。透過盤點，

一方面可了解圖書遺失情形，另一方面可了解各類館藏強弱，如此一

來，可作適度淘汰與增補，以符合時代之需求。 
(4) 視聽服務多媒體化 

目前本館視聽設備雖甚新穎，但仍有成長空間，故應評估視聽館藏的

新穎性、適用性，並結合多媒體視聽隨選系統(Video On Demand, VOD)
擴充視聽多媒體服務之可行性與合法性，以增加使用讀者群，提升現

代化的資訊服務。 
(5) 強化參考服務 

參考服務是圖書館業務中重要的一環，提供優良的參考服務，可增加

圖書館的專業形象，進而提昇讀者使用圖書館的意願。因此，本館參

考服務未來努力的方向，包括了： 
A. 建立線上「圖書館利用教育」教學課程： 
B. 除了原本傳統方式之外，本館擬規畫線上教學課程，使讀者可透過

線上自我學習，如此一來，可解決傳統教學模式之缺點。 
C. 加強圖書館間合作，資源互通、資源共享： 
雖本館目前已加入中華圖書資訊館際合作協會、北區大學校院館際

合作聯盟、及與萬能科技大學圖書互借協議，提供圖書互借的管

道，讓讀者可以自行至合作的學校圖書館直接借閱該館圖書。但本

館計畫再與其他學校建立合作協議，提供本校師生更多及更便利之

借閱管道。 
D. 個人化的資訊服務：圖書館可針對個人化之資訊需求提供線上參考

服務台，內容如下： 
(A) 如何掌握研究資源 
(B) 線上參考資源 
(C) 如何取得資料原文 
(D) 我要問問題 

E. 鼓勵館員參與各類型專業課程訓練，以提昇本身專業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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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舉辦各類型圖書館研討會：透過研討會的舉辦，增加與他館之間的

互動，並且增加本校之能見度。 
(6) 資訊數位化： 

A. 發展數位化資料，建置電子化館藏：並培養讀者查詢與運用圖書資

訊之功能力以能配合師生研究、教學為目標。完成適合資訊電子化

時代的館藏政策。 
B. 合作化的資訊服務：館際合作、資源分享是圖書館服務中優於其他

資訊的重要機制，讀者可透過館際間的合作，取得資料。為達成較

佳的資訊服務，並購置 Ariel 系統，提供讀者以更快速的方式取得

資料，使館際合作功能發揮到最大的績效。 
C. 建置期刊目次系統：隨著資訊科技的進步和電腦網路的發達，讀者

對於資料的獲取更注重方便性與時效性，館際互借及文獻傳遞服務

也勢必朝向電子化、網路化的方向發展；而為了促進圖書館期刊資

訊傳播，加強期刊資源的有效利用，因而計劃建置「網際網路期刊

目次服務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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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資訊科技中心 
1. 現有組織架構 

 

圖 5-20 資訊科技中心組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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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WOT 分析 
Strengths: 

潛在內部優勢 
Weaknesses： 
潛在內部弱勢 

1. 系統開發大多以自行開發、技術移轉

等方式進行，擁有 know-how 與

maintenance 之能力。 
2. 人員工作熱誠、責任感高，相處和諧。

設備大多自行維護以減少開支。 
3. 能以少量人力管理教務、學務等資訊

系統並著手開發新資訊系統。 
4. 防杜電腦病毒績效與累積經驗良好。 
5. 管理階層重視資訊科技在校務發展的

重要性。 
6. 開南大學可利用開南商工校友累積的

人脈，發展校務。 
 

1. 直接管理多個處室資訊系統，兼負責

新系統開發，人力吃緊。 
2. 資訊系統開發需求急迫。 
3. 軟硬體逐年增加，但人力未同步增

加。 
4. 資訊系統未完成整合平台。 
5. 尚未建立完備的資料庫。 
6. 網路架構待加強。 
7. 本校朝向國際化發展，科技中心需要

更多人參與，甚至是不同國籍的人，

更開闊的思考模式。 
8. 員工外語能力急須提升。 

Opportunities: 
潛在外部機會 

Threats: 
潛在外部威脅 

1. 學校正處於建設發展的蓬勃期間，發

揮空間大。 
2. 延續利用研討會、教育訓練的機會與

經驗達成與他校及實務單位的交流。 
3. 本校朝向國際化發展，科技中心勢必

扮演重要角色。 
4. 科技中心自行開發的資訊系統，可以

作為本校資訊管理相關學系的活教

材。 
5. 聯合本校資電、資傳與資管之師資與

資源提供本校資訊需求之解決方案。 
6. 累積建置資訊考場經驗充足，培訓人

才。 

1. 網路設備架構急需達到資訊安全標

準，需增強各教學單位軟硬體資源整

合。 
2. 硬體軟體皆快速增加，但是管理人力

不足。 
3. 教學單位對於教學、研究所需的軟硬

體各自為政，易造成資源浪費，且造

成科技中心協助、作業的困擾。 
4. 教學設備因人為因素導致損壞率頗

高，造成管理維修不易，造成人員工

作負荷。 
5. 本校朝向國際化發展，未來外籍教師

將大量增加，以及隨之而來要求的資

訊支援服務與日俱增。 
 

圖 5-21 資訊科技中心之 SWOT 分析圖 
 

3. 理念與目標 
(1) 行政理念 

開南大學資訊科技中心的行政理念是基於戴明博士的 PDCA 循環管理

模式，強調「以資訊科技為軸心，為開南的環境做持續的規劃（Plan），
執行（Do），並追蹤檢討（Check）、維持與持續改善（Act），主動提供

支援與合作（Action for Support & Cooperation）」。資訊科技中心的行政

的中心理念是：「運用資訊科技創新解決方案提供開南無限的未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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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行政目標 
依照本校組織章程，資訊科技中心的設置乃是為了推廣資訊科技及其

應用；提供安全有效的電腦、網路、及資訊教學環境；支援校務行政

教學實習及學術研究；並推廣建教合作、產學合作與社會服務等，因

此本中心之行政目標自然已達成本校組織章程所付與任務為行政目

標。基本上，本中心的業務目標可分列如下： 
A. 規劃、維護與更新行政、教學及研究之軟硬體設施。 
B. 推動校務行政電子化。 
C. 建置與管理校園網路，安全有效的校園網路管理。 
D. 支援合作專案。 
E. 建置校務管理決策支援系統。 
F. 投入節能減碳的措施及研究。 

4. 策略與做法 
(1) 策略 

A. 溝通協調，建立共識與願景，建立平台。 
B. 導入委外（outsourcing）方式專案處理。 
C. 建立技術文件各種資料庫及搜尋引擎。 
D. 提升專業技術，進行技術交流。 
E. 成立跨單位專案團隊組織因應國際化的任務需求。 
F. 完成資訊安全稽核任務，建立安全有效的資訊，促成學校發展為國

際一流大學之構想。 
(2) 作法 

A. 在溝通協調，建立共識與願景，建立平台方面： 
(A) 結合資訊相關系所教師的意見作規劃，整合需求甚至作為教師

研究個案，論文題材，增添本校學術聲望。 
(B) 引導用戶端（client）利用中心技術文件資料庫（或 FAQ）處理

故障或使用上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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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提升本校網站成為國際一流大學的水準，兼具 e 化平台遠端存

取的功能，俾使本校教職員生乃至國外學術單位交流，不受空

間限制。 
(D) 取得上級的認同，推動 Client 端的教育訓練，提升教職員生資

訊技能。 
(E) 建立一致資訊平台，整合全校行政作業。 

B. 導入委外（outsourcing）方式專案處理方面： 
(A) 將問題提請各系所教師提出意見，甚至作為其專題研究題材解

決問題，將問題轉化成管理研究的資源。 
(B) 分析工作性質，以多目標決策方式（MCDM）評估、建置委外

案件。 
(C) 相關配套措施與教職員資訊技術能力的訓練，利用寒暑假進行。 

C. 建立技術文件等等資料庫及搜尋引擎方面： 
(A) 歸納、分析各種問題發生的種類、原因及排除故障、解決方案

執行流程，建立文件資料及其資料庫，並提供本校教師作為資

料探勘（data mining）使用。 
(B) 建立學術資料庫，如 SSCI/SCI 等等論文資料庫。 
(C) 建立搜尋引擎。 

D. 提升專業技術，進行技術交流方面： 
(A) 結合資訊系所相關教師，延續承辦電腦病毒防治研討會經驗並

加以擴展至網路等資訊相關領域。 
(B) 推動校際合作及經驗交流。 
(C) 爭取技術人員專業訓練進修的補助。 
(D) 將上級機關要求或政策推動，結合 IT 技術，開發新使用介面。 
(E) 鼓勵教職員參加研討會。 
(F) 結合國際事務部、外籍教師等人力建立高水準網站，作為 e 化

平台，並加強安全管理。 
(G) 針對任務，爭取上級支援，以專案方式建立跨單位，以任務導

向之專案團隊。 
(H) 加強跨單位的協調溝通能力，建立 Project 平台。 

E. 成立跨單位專案團隊組織因應國際化的任務需求方面： 
(A) 由中心提出規劃，提請桃園區管中心中央大學審核。 
(B) 有必要委外相關廠商協助。 
(C) 全校宣導教育及準備相關文件。 
(D) 申請稽核認證。 
(E) 改善至認證通過，並持續維持認證。 

F. 完成 ISO 27001 及 ISO 20000 的稽核認證，建立安全有效的資訊系

統： 
(A) 由中心提出規劃，提請桃園區管中心中央大學審核。 
(B) 有必要委外相關廠商協助。 
(C) 全校宣導教育及準備相關文件。 
(D) 申請稽核認證。 
(E) 改善至認證通過，並持續維持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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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行政支援 
業務執行成效分年敘述如下： 
(1) 電腦及資訊設備之管理與維護工作： 

A. 94 學年度： 
(A) 完成圖書館網路佈線及無線網路建置工程。 
(B) N403 電腦教室電腦設備更新，提升教學品質。 
(C) 規劃建置至誠樓 28 間、圖書館 6 間多媒體教室，提升師生教學

品質，促進校園 E 化。 
(D) N108 技能檢定考場、自由上機教室電腦設備更新，提升考生或

學生使用品質。 
(E) 擴增主機房伺服器、磁碟陣列、不斷電系統，改善郵件服務內

容，提升全校師生電子郵件服務之使用率。 
(F) 汰換資深教師（89 學年）之老舊電腦與印表機。 
(G) 行政辦公室列印環境改善計畫，規畫使用印表機伺服器。 
(H) 開南電視台開播。 

B. 95 學年度： 
(A) 第一學生宿舍網路工程建置計畫，布建完成。 
(B) 第二學生宿舍網路工程暨校園總機建置計畫，佈建完成。 
(C) 行政大樓、至誠樓網路交換器暨線路更新工程。 
(D) 完成保全系辦公室、圖書館大樓 B1 新研究室、教學大樓及學校

資訊站網路檢修及標示等相關網路工程。 
(E) S114、S115、N114 及 N115 電腦教室網路工程建置，以及四間

電腦教室設備換新。 
(F) 汰換資深教師（90 學年）老舊電腦與印表機。 
(G) 規劃建置圖書館 10 間多媒體教室，提升師生教學品質，促進校

園 E 化。 
(H) 導入開南大學校網路管理系統，含帳號管理、網路設備控管、

流量分析、校園流量管理、系統組態管理、校園網路異常管理

等功能，大幅提升校園網路管理及監控。 
(I) 筆記型電腦、單槍投影機等外借教學設備更新，以提升師生教

學使用之品質。 
(J) N114、N115 語言教室廣播教學系統更新，提升授課之便利性。 

(K) 心靈小站建置完成。 
C. 96 學年度： 

(A) 資科中心主機房遷移至新設網路機房，包含隔間裝潢照明工

程、高架地板、空調冷氣、機房環控系統、門禁管制系統、光

纖網路遷移及網路連線、電源插座及配線工程。 
(B) 因原有防火牆 FortiGate 3600 無法負荷現有使用量，因此更新

骨幹防火牆伺服器為 Juniper ISG 2000。原有入侵偵測系統也汰

換為新型防禦伺服器 Radware DefensePro 3020，可大幅避免並

減少校園網路遭受攻擊等情形發生。 
(C) 完成校園電視牆建置工程。 
(D) 完成卓越樓網路佈線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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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完成卓越樓多媒體教室建置工程。 
(F) 規劃行政大樓、至誠樓及卓越樓無線網路工程，並整併現有圖

書館之無線網路。 
(G) 汰換學校教師（89、90、91、92 學年）之老舊電腦及印表機。 
(H) 伺服器汰舊換新，新採購 HP 刀鋒型伺服器及高階伺服器。 
(I) 更新 N401 120 人電腦教室電腦、網路、電源等設備，提升師生

教學授課品質。 
(J) 配合各系所教學需求，建置教學中心、實驗室等各項資訊設備、

電源、網路等施工佈線。 
(K) 校園電視牆設置。 
(L) 數位學習平台建置。 

(2) 電腦網路、伺服器建置與管理如下： 
網路方面：每年視本校經費狀況增加頻寬與網路設備，伺服器建立如

下表 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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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4  系統伺服器明細表 
Desc. 機器型號 數量 作業系統 

教務系統 HP BL460c 6 Windows 2003 Server 
教務系統 HP DL380 1 Windows 2000 Server 

教務系統平行伺服器 HP DL380 2 Windows 2003 Server 
主要資料庫 HP DL380 1 Windows 2003 Server 
備份資料庫 HP DL380 1 Windows 2003 Server 
測試平台 ASUS-D360 2 Windows 2003 Server 
人事系統 IBM 200 1 Windows 2000 Server 
會計系統 ACER G700 1 Windows 2003 Server 
出納系統 HP DL360 1 Windows 2000 Server 
圖書館系統 HP DL380 2 Windows 2000 Server 

系
統
伺
服
器 

電子公文系統 HP DL360 1 Windows 2000 Server 

Desc. 機器型號 數量 作業系統 

教職員郵件伺服器 HP DL380 2 FreeBSD 6.2 

電
子
郵
件

伺
服
器 

學生郵件伺服器 HP DL380 1 FreeBSD 6.2 
Desc. 機器型號 數量 作業系統 

網域主控站 HP DL380 4 Windows 2003 Server 
檔案伺服器 HP DL380 1 Windows 2003 Server 

網域名稱伺服器 IBM X200 2 FreeBSD 4.11 
網域名稱伺服器 HP DL380 2 FreeBSD 7.0 
LDAP 伺服器 HP DL380 2 FreeBSD 7.0 
Proxy 伺服器 Acer Altos R500 1 FreeBSD 4.11 
Proxy 伺服器 HP DL380 1 FreeBSD 7.0 

網
路
管
理
伺
服
器 

OfficeScan 防毒伺服器 HP DL380 1 Windows 2003 Server 
Desc. 機器型號 數量 作業系統 

教務系統 技嘉 SR150 1 Windows 2000 Server 
備份資料庫 HP DL380 1 Windows 2003 Server 
開發測試平台 ASUS-D360 1 Windows 2003 Server 

人事、會計、備份資料庫 Promise R15000 1  
會計系統資料庫 ACER G700 1 Windows 2003 Server 
出納系統資料庫 技嘉 SR150 1 Windows 2000 Server 

資
料
庫
伺
服
器                

電子公文系統資料庫 HP DL360 1 Windows 2000 Server 
Desc. 機器型號 數量 作業系統 

磁碟陣列 HP 磁碟陣列 4  
高
容
量

儲
存
設

備 

磁碟陣列 Promise R1500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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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發展：支援學術研究、產學研究及建教合作計劃等： 
A. 協助觀光系旅館訂位系統安裝、專線建立。 
B. 與中央大學、鼎新電腦 ERP 種子教師合作計劃。 
C. 與校外單位合作專案 IT 評估、協助與建設。 
D. 對各系所與行政單位計畫的資訊軟硬體審核並提出建議。 
E. 各系教師國科會計畫軟硬體評估以及安裝服務。 

(4) 教育訓練：支援資訊教育訓練暨電腦證照考場： 
A. 支援教育訓練方面： 

(A) 配合人事室辦理全校教職員資訊課程，操作訓練。 
(B) 配合圖書館辦理資料庫使用說明。 
(C) 統計全年向本中心要求維修、故障排除之事件於訓練時，提供

全校教職員正確做法。 
(D) 安裝教學軟體。 
(E) 提供教學資源與電腦硬體相容解決方案。 

B. 建立電腦證照考場（包含協辦試務）： 
(A) 網頁設計丙級。 
(B) 電腦軟體應用乙級。 
(C) 電腦軟體應用丙級。 
(D) 電腦軟體設計乙級。 
(E) 歷年考場事務、設備妥善維持、考試軟體之安裝等。 

(5) 校務、行政資訊化方面 
業務執行成效分年敘述如下： 
A. 94 學年度： 

(A) 汰換 IBM 之老舊伺服器與資料儲存裝置。 
(B) 建立新一代電子公文系統。 
(C) 建立教學評鑑系統。 
(D) 完成考生線上網路報名系統。 

B. 95 學年度： 
(A) 汰換 IBM 之老舊伺服器與資料儲存裝置。 
(B) 完成開發宿舍管理系統學生與管理者介面。 
(C) 完成開發註冊帳系統。 
(D) 完成開發學生線上請假系統。 
(E) 完成開發學生即時加退選系統。 
(F) 完成校內行政、校務開會紀錄系統。 

C. 96 學年度： 
(A) 汰換 IBM 之老舊伺服器與資料儲存裝置。 
(B) 建置平衡負載器 Cisco 1150，提高系統穩定度。 
(C) 完成開發預算會計系統。 
(D) 完成開發小額繳款系統。 
(E) 完成開發總帳流程系統。 
(F) 完成開發學生線上請假系統。 
(G) 完成開發學生線上購買車票系統。 
(H) 完成開發學生線上問卷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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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未來發展之具體建議 
(1) 教職員資訊能力訓練計畫 

A. 利用寒暑假或夜間開課，由資訊管理相關科系規劃課程，師資由相

關學系教師或資科中心人員擔任，進階課程包括網路證照考試。 
B. 鼓勵教師加強網路教學能力與技能。 
C. 校方提供書籍與訓練資料。 
D. 成立跨單位教育專案小組規劃編列預算。 

(2) 延伸無線網路環境 
(3) 增加網路頻寬 
(4) 整合各項資源建立研究環境 

A. 結合各教學單位所購置軟體，建立 24 小時開放研究室或資料探勘

室，避免不必要浪費。 
B. 購置相關軟體所需硬體（伺服器或 PC），建置研究室或資料探勘

室。 
(5) 增加校際、業界之間合作，提高本校能見度。 

 
7. 未來三年之中長程規劃 

(1) 網路、硬體設備方面 
97 學年度中長程發展規劃 
A. 推動建置校園 ISMS 資訊安全管理計劃。 
B. 建立全校無線網路環境。 
C. 校園單一帳號及資訊系統之整合。 
D. 全面落實保護校園網路智慧財產權。 
E. 更新汰換 A405 120 人電腦教室電腦、網路、電源等設備。 
F. S403 電腦教室之設備及環境更新。 
G. 汰換教職員之老舊電腦與印表機。 
H. N403 電腦教室設備及環境更新。 
I. 建置證照考試之專用教學及考試場地。 
J. 電腦設備更新及報廢。 
K. 全校電腦教室及多媒體教室維護及改善計畫。 
L. 各項工作業務制度化。 

98 學年度中長程發展規劃 
A. 校園骨幹網路升級至 10 Gigabit。 
B. 各棟大樓骨幹網路及 Switch 更新。 
C. 建立校園資訊系統備份機制。 
D. 全校電腦教室及多媒體教室維護及改善計畫。 

99 學年度中長程發展規劃 
A.完成本校網站成 e 化全功能平台。 
B.視訊及無紙會議室環境建立。 

(2) 校務、行政資訊化方面 
97 學年度中長程發展規劃 
A.  開發 WEB 新一代校務行政資訊系統。 
B. 校務行政資訊系統伺服主機更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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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校園無線網路開發各種資訊應用系統。 
D. 單一入口網站整合校務資訊查詢系統。 

98 學年度中長程發展規劃 
A. RFID 財產登錄系統。 
B. 開發 GIS 衛星車輛管理校車系統。 

99 學年度中長程發展規劃 
A. 繼續開發新一代校務行政資訊系統。 
B. 規劃建構 E 化與 M 化校園資訊整合系統。 
C. 落實建置行政決策支援系統及資料倉儲。  
D. 發展國際化平台，配合學校國際化的目標。 
E. 營造校務管理知識系統。 
 

8. 預期效益 
(1). 經由既有硬體設備的再利用，減低微軟、英代爾等國際大廠新世代軟硬

體出現所需支經費。 
(2). 建立友善的使用者介面，達到資料「一次輸入，多次使用」的境地。 
(3). 提高行政效率與效果，促成競爭力的提升。 
(4). 高度資訊整合提高行政效率與效果，促成競爭力的提升。 
(5). 配合教學資源中心，提高遠距教學功能，提高教學功能。 
(6). 利用資訊科技加速綠化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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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終身教育部 
1. 現有組織架構與業務執掌表 

(1) 組織架構 
 
 
 
 
 
 
 

 
 
 
 

 
 

圖 5-22 終身教育部組織架構圖 
 

(2) 業務執掌表 
 
表 5-25  終身教育部組織成員職掌表 

職稱 姓名 業務職掌項目 

碩專執行長兼主任 陳桓敦 綜理終身教育部之事項 

台北辦事處主任組長 洪呈勳 
1. 綜理台北辦事處之事項 
2. 推廣教育業務之協辦 

在職進修組組長 陳鴻彬 
1. 綜理各組業務之協調 
2. 執行事項之追蹤與研考 

台北辦事處約聘組長 葉意通 綜理台北辦事處推廣教育業務 

在職進修組組員 王瑞雄 

1. 各學系進修學士班辦理場地借用 
2. 辦理汽機車通行證、器材借用 
3. 辦理成績單、中英文在學證明、學生證 
4. 辦理就學貸款及減免申請與出納繳款 
5. 紙本請假單遞送等有關業務之協辦 
6. 社團活動、心理輔導、就業等協辦 
7. 新生健康檢查等有關學生事務業務協辦 

推廣教育組約聘組員 黃大成 
1. 推廣教育活動成果之協辦 
2. 推廣碩士學分班開設之業務  

終身教育部 

在職進修組 推廣教育組 

掌理碩士在職專班
及進修學士班之事
項 

掌理碩士學分班、學
士學位班、非學分班
或建教合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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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教育組約聘組員 黃怡瑜 
1. 各推廣教育碩士班辦理場地借用 
2. 辦理成績單、中英文在學證明、學生證 
3. 辦理就學貸款及減免申請與出納繳款 

推廣教育組約聘組員 劉世頎 鄉大、市大始業結業之業務辦理。 

台北辦事處約聘組員 林志蓮 辦理台北辦事處推廣教育業務。 

台北辦事處約聘組員 湯菊英 辦理台北辦事處推廣教育業務。 

 
2. SWOT 分析 

Strengths: 
潛在內部優勢 

Weaknesses： 
潛在內部弱勢 

1. 地理位置優勢：本校鄰近國道一號及國

道二號機場系統交流道，交通便捷，並

且也是北桃園地區唯一大學，可以藉此

吸引桃園市，中壢市、八德市、大園鄉、

龜山鄉及蘆竹鄉等鄰近鄉市鎮有意進

修的社會人士。 
2. 師資方面：本校專任教師已聘任 280

位，其中 87%以上具博士學位，能傳授

學生最新的知識技能與生活課業上的

輔導。 
3. 組織架構優勢：本校為新興大學，較無

傳統包袱，新的制度、新的領導者，均

能因應社會快速變遷的需求，可彈性且

適時地調整相關制度。 
4. 收費低廉優勢：本部以回饋社會鄉里之

理念，採收費低廉之方式，以吸引更多

清寒學生加入。 

1. 大眾運輸劣勢：因本校建立時間較短，

屬新成立之大學，知名度尚顯不足，大

眾交通工具班次及站點較為缺乏，難以

吸引偏遠地區且使用交通工具的學生

到校就讀。 
2. 硬體環境劣勢：本校雖已購置各項設備

供學生使用，但設備及器材仍需依照未

來發展方向逐年編列預算添購，故在教

學上略嫌不足。 
3. 人力資源劣勢：本部制度正朝向企業化

經營，與其他大學相較，目前缺乏推廣

教育的業界資源及相關業務人力，因此

仍需擴編預算，招聘相關人力。 
 

Opportunities: 
潛在外部機會 

Threats: 
潛在外部威脅 

1. 由於終身學習觀念普及政府致力推行

終身學習風氣並積極創辦推廣教育，學

歷已成為求職甄才的第一要求。 
2. 近年來由於證照及技能檢定制度的推

行，且因經濟不景氣導致失業率上升與

失業人口增加，轉職及應徵所需之第二

專長需求轉趨強烈。 
 

1. 目前國內大學如雨後春筍般出現，推廣

教育的市場競爭極為激烈；企業未來求

才趨勢較為偏向歷史悠久的公立學校

或企業名校的學生，尤以企業組織之高

階管理層級為該校畢業生時為甚，而本

校 EMBA 到目前畢業生有限，在企業

經營體系中，尚無法發揮提攜本校後進

之功能，造成學生選校時未能將本校列

為優先選擇。 
2. 再則大學升學率上升，專科學歷以下人

口減少，學士學分班需求將日趨下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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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分班市場急速萎縮。另外隨著國家走

向全球化目標，教育部已開放管制，除

了國內多元化的升學管道外，未來推廣

教育尚需面對中國大陸及國外學校及

遠距教學的競爭者。 
圖 5-23 終身教育部之 SWOT 分析圖 

 
3. 理念與目標 

(1) 行政理念 
A. 配合教育部提倡終身學習之教育理念。 
B. 發揮大學推廣教育的功能。 

(2) 業務目標 
A. 地區性推廣服務 
為推廣終身學習、在職進修及回流教育，終身教育部運用本校現有

的專業教育資源，使實務與理論結合，以推廣教育課程設計重點為

核心，使大學資源能與社區、社會共享。除學分班課程外，利用學

校既有資源設備，提供更多元的學習管道，為社會大眾創造最大價

值。 
B. 加強非學分班推廣服務 
非學分班課程除繼續推廣第二專長培養系列外，需積極推廣生活藝

術系列及語言系列，將「生活大學」理想實現，並積極開設鄉民大

學、市民大學(社會大學)、婦女大學、長青學苑及兒童系列等，而

目標市場由原來22~55歲高中職畢業人士，拓展為寬廣無年齡限制

之社會大眾。 
C. 結合地方企業及建教合作 
積極拜訪各地工商企業團體，洽談建教合作計畫，開設「產業大學」

(企業大學)期望與企業建立良好關係，達到產學合作。 
D. 積極推動遠距教學及擴充相關設備。 
E. 積極拓展海外市場。 
F. 以「生活大學」為遠程目標。 
綜合以上業務項目，其目的為使大學資源與社會市場需求相互配

合，以及呼應大學推廣教育設立之理念，藉以提昇社會大眾之個人

職能，並為本校創造財源另一契機。 
 

4. 策略與做法 
(1) 深耕地方，強化地方關係，持續穩定擴展市(鄉)民大學(社會大學)版圖，

確立在桃園地區之市場佔有率，展現開南第一的雄心壯志。 
(2) 全國性專班開設模式，服務全國、各政府機關及各工商企業之組織團體，

首要階段性工作在於拓展台北辦事處之相關業務，積極規劃開設企業專

班、學分班與推廣教育課程。 
(3) 外國學程部份 

A. 與中國大陸各省重點大學交流合作，開設學分班、非學分班學程，擴

大並服務台商及大陸民眾，促進兩岸學術教育文化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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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引進外國學程如日本、英國、加拿大、澳洲、美國等，並與海外大學

建立合作關係，提供學員更寬廣、更多元化的升學進修管道。 
 

5. 行政支援 
(1) 行政業務標準化作業流程 

因應本校大力提倡行政業務標準化作業流程，本校終身教育部亦積極推

動並建置相關作業流程，俾使推動業務者及協助業務的單位或個人有所

依循的標準，本校終身教育部目前業務作業流程包括：招生作業流程、

學員報名作業流程、學員請假作業流程、受理申請補換發學員證作業流

程、申請轉班作業流程、申請延期作業流程、申請退費作業流程、申請

成績作業流程、排課事項作業流程、鐘點費作業流程、教學評鑑作業流

程、審查小組作業流程、核發學分證明書作業流程、受理學分證書遺失

申請補發作業流程等。 
(2) 業務電腦化建立 

關於業務電腦化之建立，本校終身教育部目前係以下列兩大階段目標為

標竿，一是建構內部之學員資料檔、作業流程與課程的電腦化管理

(MIS)；其次是訊息流通的管理系統，本校終身教育部業務亟待仰賴資訊

的流通與傳遞，故應透過網頁與校務作業系統的設置達到 e 化的理念。

目前本校終身教育部已設有專屬網站，注重網頁的更新與維護，定期更

新維護網頁內容，網站上放置本單位介紹、招生訊息等內容，提供社會

大眾進修學習的網路資訊，未來並配合本校資訊科技中心校務行政系統

之更新與建置，將終身教育部行政標準作業流程儘速 e 化，具體提升本

部行政效率與效益。 
 

6. 未來發展之具體建議 
(1) 健全利潤中心制 

為改善體質，因應市場之變化，本部已逐步試行利潤中心制，未來據此

經驗將進行相關法規與組織變革，健全此制度，而將本部儘速轉變為企

業體質，並招募有經驗之人才，積極開拓市場，增加競爭力。 
(2) 課程專業化 

為配合推廣終身學習教育理念並使大學教育資源與社會需求相互配合，

推廣教育所開設課程方向將朝向專業訓練，期望學員結業後可快速與產

業界接軌。於學士學分班方面，擬增設假日學分專班如航運與物流管理

學系、財務金融學系，以滿足課程多元化需求。並規劃設置專業型學分

班，如法律學分班(二十學分班)，提供非法律相關科系學生選修學分，

取得報考司法人員考試資格：次外，鎖定時下熱門之財經法、科技法領

域，提供多元化課程。 
(3) 教師專業化 

延聘有碩士學位以上並具有實務工作經驗者，或具特殊技藝專長，加入

授課師資行列，授與學生理論知識外，也能提供實務經驗，使學生達到

在職進修的目的，充實知識與提昇競爭力。 
(4) 推廣教育社區化 

接受政府機關、民間企業團體委託開設課程，如第二專長的培訓、生活



 151

藝術、語言系列、兒童系列及心靈成長，以及舉辦系列的專題演講。並

主動積極參與政府或民間團體所舉辦各項活動，走出校園，深入社區，

將終身學習的風氣帶入社區，提供完整的大學教育資源，提昇學校形象，

適時傳達學校文化，建立學校與社區良好互動關係，將目標市場拓展無

年齡限制之社會大眾，實現社會大學理想。 
(5) 拓展海外市場 

積極推展海外市場，辦理海外研習課程或架構留學相關網站、諮詢窗口

及收集招生宣傳海報，並與口碑良好且行之有年的學校及團體合作，共

同招生，加強校際交流、觀摩，促進策略聯盟，以強化本部競爭力。 
 

7. 未來三年之中長期規劃 
(1) 中程目標 

組織架構上，擬增聘資訊管理服務員 1 名、推廣行銷專員 2 名、企劃研

究專員 2 名，組成「經營服務團隊」並訂定獎勵制度以利行銷。並新成

立三組分別為：證照輔導組、產業人才培育組與招生行銷企劃組。 
A. 以研習班為單位，設置班主任，以利課程規劃、服務教師以及招攬學

生。 
B. 積極推動遠距教學及充足相關設備。 
C. 推動與國外（大陸地區）大學建立合作關係策略聯盟（相互承認學

分），並建立海外據點，擴大服務，走向推廣國際化。 
D. 長程目標 
E. 預算充裕乃推廣教育成功之基礎，擬奉核後於 96 年起，終身教育部

將確實執行利潤中心制，改善體質，增加競爭力。 
F. 擬興建現代化、資訊化及多元化終身教育大樓，提升本部組織位階，

並設立工商管理，資訊管理、運動休閒等相關學苑或學群，以期豐富

學員的生活與多元化需求，實現多采多姿「生活大學」的目標。 
G. 設置海外(包含大陸地區)分部及專屬教室，以便服務海外學員及當地

民眾，實現「開南地球村」的理想。 
 

8. 預期效益 
(1) 積極規劃與健全利潤中心制，培訓推廣教育專才，以提昇經營績效。 
(2) 擴大學士學分班與碩士學分班之招生與服務，以開拓進修部與 EMBA 等

學生來源。 
(3) 延攬本校具實務經驗與國際知名之師資外，亦可延聘各大企業具實務經

驗與知名度的師資，藉以吸引學生並提升本校知名度，使課程更具特色，

以詮釋終身學習的概念，創造價值。 
(4) 積極與民間企業團體合作，開設學分專班、社區大學及在職訓練班次，

並與本校鄰近的高中職校策略聯盟，塑造多元化學習環境，開拓日間部

與推廣進修學生來源。  
(5) 加強廣告宣導、行銷及藉由學員建立的口碑，以及授課教師的宣導，期

行銷開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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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體育室 
1. 現有組織架構 
本室目前人員編組共有專任教師八人，置室主任一人，組員一人，兼辦行政

教師四人；組織架構圖如下圖 5-24 所示。本室辦理之重點業務包含：負責本

校體育正課與體育活動之推展、學校運動代表隊之組訓、體育設施之管理與

體育教學資源之拓展等事項。 
 

 
 
 

 
 
 
 
 
 
 
 

 
圖 5-24 體育室組織架構圖 

 
 

2. SWOT 分析 
Strengths: 

潛在內部優勢 
Weaknesses： 
潛在內部弱勢 

1. 董事會關心本校體育發展，主動籌募資

源組成棒球隊，宣揚校風，形成特色，

並於每學年舉辦國際籃球、排球邀請

賽，以提昇國際姊妹校及校際之交流。

2. 學校重視體育，體育教學品質得以提

昇，教務電腦化，解決體育課興趣選項

之選課困擾。 
3. 本校體育教師，有在體育界相當資深歷

練轉任者、有奧運主戰投手者，在體育

運動發展方面，為他校所不能及。 

1. 本校屬初創，亟需大量經費之投入，體

育硬體設備亦然，故軟硬體設施尚無法

與他校相抗衡。 
2. 在體育師資方面，也因須考量整體校務

之發展，短期內未能增聘優秀體育師

資，使得人力運用上受到限制。唯自 95
學年起，增聘兩位博士。 

Opportunities: 
潛在外部機會 

Threats: 
潛在外部威脅 

1. 新世紀人類對健康的需求，日益殷切，

本校若能設立「休閒運動健康研究

所」，將可符合時代之需求，扮演積極

角色。 
2. 本校網羅體育界部會處署級優秀專

才，正可在體育資源的開拓與爭取上，

1.各大學均注重體育包裝與行銷，體育運

動之倡導會對學校產生加分作用，故應重

視體育之發展，以免在未來競爭上失去優

勢。 
2.本校體育教師之學術研究成果績效，應

再加強，始能嘉惠學子。 

體育室 
(置主任一人) 

體育教學 
（兼任一人） 

場地與器材 
（兼任一人） 

運動與競技 
（校外、校內競賽兼任各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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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揮其影響力。 
3. 1992 年巴塞隆納奧運棒球銀牌主戰投

手郭李建夫，任教於本校，此機會可藉

以發展本校和社區、縣級、全國性棒球

之紮根工作。 

3. 99 年校務行政評鑑，體育為其中一項，

有關必修，經費應及早規劃定位，避免影

響評鑑績效。 

圖 5-25 體育室之 SWOT 分析圖 
 

3. 理念與目標 
為達成學校交付之任務，本校體育之經營理念如下： 
(1) 提昇體育教學品質，增強全體師生運動能力。 
(2) 加強體育學術研究，提昇教師研究品質。 
(3) 加強體育運動服務，提昇體育服務效能。 
(4) 培訓優秀運動人才，為校增光為國舉才。 
本校體育之未來發展目標如下： 
(1) 提昇體育教師專業學術與技術能力。 
(2) 提昇全校師生從事規律運動知識與技能。 
(3) 提昇師生健康體能與生活品質。 
(4) 提昇校園運動風氣與運動選手水準。 
(5) 提昇體育運動服務社區，造福鄰里。 
(6) 提昇體育運動設施與使用效益。 

 
4. 策略與做法 

(1) 鼓勵體育教師參加校內外在職進修。 
(2) 進行體育教師教學、研究與服務之評鑑。 
(3) 倡導生動活潑創新的體育教學。 
(4) 營造社區和諧氣氛，網羅北、桃、竹、苗優秀運動選手到校就讀。 
(5) 妥善運用社區豐沛資源，充實學校體育運動設備。 
(6) 開放學校現有體育運動場館，鼓勵社區民眾到校從事運動。 

 
5. 行政支援 

(1) 業務運作與管理 
A. 運動場館訂有使用管理辦法並指定專人管理及維護 

本校運動場館之使用管理均依本校「各類場所借用及管理辦法」辦

理。依該辦法規定，本校運動場館之管理權責單位為體育室，本室依

該辦法指定本室職員專責管理及維護，並由兼辦行政（場地與器材組）

之老師輔導、專職及計時工讀生協助。 
各場地需特別注意事項，本室另以張貼公告方式，於各場地明顯地方

張貼告示，籲請使用人配合辦理。各場地之借用，本室均予逐一登錄，

現正研究以網路管理之辦法。 
B. 體育設備購置及利用情形 

本校體育設備之購置係依正課教學、比賽、活動等需要，配合編列預

算規劃辦理。所有購置設備除備用者外，尚無閒置情形。若有損壞或

遺失者，均隨時更新補足，務期足敷教學與活動之需。檢視現有庫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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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器材數量，補充教學需要數量並增置部分數量供學生平時借用。

需購置更多健身器材，以便同學使用。 
C. 體育運動場館設備開放情形 

本校之體育運動場館設備室外場地全天候開放，室內場地開放時間

8：00AM～22：00PM。本校之運動安全體系建立及執行，均配合學

校之安全防護與通報處理作業辦法辦理。 
D. 學生運動空間之規劃 

本校學生運動空間之規劃，除依教育部規定必要空間規劃外，並依本

校空間環境、學生需求，尚未運用之建築空間或建築用地，優先闢為

學生運動空間，如行政大樓六樓禮堂先闢為羽球館、大草坪先闢為木

球場，體育館增鋪木質地板，室內游泳館亦將規劃興建。 
(2) 室務會議及教評會運作與預算編列 

A. 室務會議及室評會運作情形 
每隔週週四中午定期召開室務會議，運作情形良好。在需要討論教師

相關議題時，不定期召開體育室教評會，運作情形良好。 
B. 體育經費預算編列及其使用情形 

本校年度體育經費由體育室編列，經本校審查後，提報董事會審查通

過後據以執行；本校 96 年度體育經費共計 950,342 元。 
 
6. 未來發展之具體建議 

(1) 盡速成立「休閒運動健康研究所」。 
(2) 建議於學生活動中心之空間，配置韻律教室、桌球室和柔道教室，以

便讓校區之教學區和活動區有所區隔。 
(3) 體育館之空間宜另行規劃，利用地板維修時，重新規劃羽球教學場地。 
(4) 加強本校棒球隊之組訓，重視運動選手學業成就，塑造學校新特色，

吸引學生到本校就讀。 
(5) 積極籌設安全維護管理學系，招收技擊運動績優學生，教導維安課程，

為社會培育人才。 
 

7. 未來三年之中長程規劃 
(1) 體育室分組設事，分設體育教學組、運動競技組及場地器材組三組，

尤其注重學生課後之運動競技活動，和校際間的運動競賽及場地器材

之管理。 
(2) 重視國際姊妹校體育運動交流，進行優秀運動選手互訪修課，活化國

際交流活動。 
 

8. 預期效益 
(1) 培育身心健全、奉獻社會的好公民。 
(2) 為國家培養優秀競技運動選手。 
(3) 為社會之安定培育專才。 



 155

二、 教學單位 
(一)、 通識教育中心 

1. 多準則評估分析 
(1) 通識教育中心現況 

A. 師資現況與結構 
通識教育中心現有師資結構專任師資計有二十七位。 
本國語文：林政華教授、余伯泉副教授； 
外國語文：Cyril Chiasson 助理教授（外國語文組於九十一學年度起

交由應用外語學系規劃管理）； 
資訊教育：（資訊教育組於八十九學年度起交由資訊管理學系規劃管

理）歷史研究：李汾陽副教授、郭雲萍助理教授、徐永輝助理教授、

倪仲俊講師； 
憲政法治：（憲政法治組之憲法課程於起九十一學年度交由法律學系

規劃管理，民主憲政發展課程由公共事務管理學系規劃管理）； 
人文藝術：李汾陽副教授、張惠玲助理教授； 
生命科學：張樂心副教授、裴晉國助理教授； 
自然科學：陳修明副教授、王定三副教授、徐堯助理教授、宮輔辰助

理教授、官大諒助理教授、許建華助理教授、劉怡廷助理教授、胡署

光助理教授、翁永進助理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黃建宏講師、陳曉鳴

講師； 
社會科學：林慧貞助理教授、黃國宬助理教授、劉黃麗娟助理教授、

杜念慈助理教授、林吉銘講師、姚卿中講師。 
B. 編制 

中心主任一人由資電系專任教師楊治清副教授兼任；行政助理一人。 
C. 中心設備 

(A) 現有中心設備計位於行政大樓 N208 辦公室一間。經過本校預算

擴充中心現有設備計有:筆記型電腦三台、單槍液晶投影機一台、

個人電腦三台、噴墨印表機 HP-11250 一台、噴墨印表機 HP-840C
一台、雷射印表機 HP-1200 一台、掃瞄器一台、燒錄機一台、數

位相機一台、CD 收錄音機一台、公文櫃七台、資料櫃六台、辦

公桌四台、幻燈機一台、傳真機一台、教師教研室用鐵櫃 9 座。 
(B)經過執行教育部第二梯次提昇大學基礎教育計畫補助擴充之中心

現有設備計有:位於行政大樓 N212 計畫執行室一間。筆記型電腦

三台、電腦伺服器一台及工作站附屬設備：（ASUS）、雷射印表

機 HP-1000 一台、數位相機一台、錄音筆三台、DV 錄影機一台、

錄放影機一台、教學圖書與光碟等。 
(2) 問題 

A. 專任師資結構分佈不佳：本中心課程計分本國語文等五大領域 11 面

向，除資訊教育、及憲政法治、等課程由資訊學院等其他院系支援外，

其他學門課程則由本中心專任師資負責，然本國語文 4 學分課程本中

心僅有 2 位專任教師，人文藝術 2 學分課程本中心亦僅有 1 位專任教

師，而自然科學 4 學分課程，本中心卻有 11 位專任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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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通識教育內容過於多元：大學通識教育之內容與形式常因不同的時代

及文化背景而有所不同，如教育部因應升學主義瀰漫，以致學校教育

體系五育均衡發展的目標不易落實；加以校園威權體制解構，使得師

生、行政與教師等倫理關係受到衝擊而被忽略；青少年道德價值混淆

與偏差行為日益惡化。因此提出品德教育促進方案要求各校加開品德

教育課程。近年來，落實兩性平等教育，已逐漸成為社會共識，教育

部亦要求各級學校增開性別平等相關課程。 
(3) 優勢 

A. 本中心擁有自行出版之通識研究集刊，可針對特定議題，邀集相關領

域專家投稿論述，豐富通識課程內容。 
B. 實務導向之課程內容設計，提昇學生就業職場競爭力。 
C. 強調全人教育之課程規劃，使學生具備適當之知識、能力與道德涵

養，面對多變多元之社會。 
 

2. 目標與特色 
(1) 發揚校訓精神：至誠，卓越，自由，豪邁 

「至誠、卓越、自由、豪邁」是開南大學秉持的校訓理念。以誠相待，

彼此有信，這就是至誠的實踐。面對新世紀，期許師生能一齊追求卓越，

建立新時代的精緻教育；崇尚自由與創意，提供師生寬廣的空間以發揮

每個人無限的潛能；在此理念指導之下，以追求真理，啟迪與開發學生

的心靈與智慧，培養學生理性發展與道德自律，以具備理性思考、與人

溝通、獨立判斷、分辨價值的能力。 
 

(2) 落實全人教育理念 
從無數早期有關通識教育的研討中，一般學者普遍認同大學通識教育為

人格養成的教育，其內容應是跨領域的，使學生具備適當之知識、能力

與道德涵養： 
A. 能明晰流暢的思考與表達。 
B. 求取知識，理解自然、社會與自己的方法，有批判的鑑賞力。 
C. 適當瞭解其他人類文化。 
D. 理解道德性與倫理性價值問題。 
E. 深入瞭解某些領域知識，如自然與人文社會基礎知識。 

(3) 本校通識教育之特色 
實務導向之課程規劃，如為加強學生之外語能力，以因應國際化之趨勢，

本校英語課程之設計以使學生通過全民英檢為主，另為培養學生面對知識經濟

時代所需之各項軟體應用能力，本校通識教育課程規劃了 6 學分之資訊教育，

課程內容以使學生通過丙級電腦檢定為基礎。 
 
3. 策略與作法 

(1) 全方位課程設計 
本校通識教育課程基本架構區分為十大學門，包括：本國語文、外國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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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資訊教育、歷史研究、憲政法治、人文藝術、生命科學、自然科學、

社會科學及國防通識。旨在培育學生溝通與表達的基本語文能力，以及

因應全球化時代來臨的外國語文能力，並具有適應科技快速變遷的資訊

處理能力，而且能夠認識與了解當代科技知識，探討自然科學、生命科

學等人類重大科學發展及其影響，同時著重陶冶受教者人文藝術的涵

養，建立國家認同感與法治理念，具有分析社會現象及關懷本土社會的

素養，以使學生適應多元化的變遷社會。 
(2) 優質學習環境 

為營造多元語言學習情境，開設「河洛鎮」、「客家村」、「紐約市」、「東

京館」的學習環境，善用校內既有師資，以提昇學生多元語言能力。，

及建置多間符合國家證照考試之電腦教室，以提供學生電腦軟體應用與

設計資訊課程學習之用。 
 
4. 課程架構規劃 

(1) 課程規劃 
通識教育中心依課程規劃架構，區分為五大領域 11 面向共計二十八學

分，分配學分情況為本國語文四學分、外國語文四學分、資訊教育四學

分、歷史研究二學分、憲政法治二學分、人文藝術二學分、生命科學二

學分、自然科學四學分、社會科學四學分、國防通識零學分、體育零學

分。每學期開學前由共同教育課程委員會通識教育各教學小組自課程選

課清單內挑選，適當科目供學生選擇修習。 
(2) 課程審議 

本校通識課程之開設依下列流程辦理： 
A. 通識教育設置相關學門領域之教學小組，以各學門教師為各小組成

員，負責各小組課程、之規劃與評審，各學門教學小組設召集人一人，

由各學門教學小組教師互選產生。 
B. 各教學小組將工作計畫送交本中心全體會議議決。（中心全體會議由

全體專任教師組成。每學期至少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由中心主任

或經中心全體專任教師三分之一以上之連署，召開臨時會議。） 
C. 提請共同教育課程委員會及校課程委員會審議；經通過後，即公布課

程，開放同學選課。 
5. 行政支援 

(1) 本中心行政組織由全體專任教師及職員組成，設主任一人。 
(2) 本中心之全體會議，由全體教師組成之，承共同教育委員會之命執行各

項通識教育相關事宜。 
(3) 相關委員會與小組 

A. 課程委員會： 
課程委員會由教務長擔任召集人，納編各院院長及研發長，並遴選中

心專任教師四至六人為委員。並邀請與通識教育課程相關之系所如資

訊管理學系、應用外語學系、公共事務管理學系專任教師為委員。負

責研擬、規劃本校通識教育課程之必修與選修科目；協調各教學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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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支援授課事宜；通識教育課程之評鑑及改進；通識教育講座、研

討會及有關活動之推展；轉系生、轉學生之通識教育課程抵免原則；

通識教育必修課程緩修原則；通識教育課程綱要之審訂；其他與通識

教育課程相關事宜。 
 
B. 編輯委員會： 

為符合第二梯次提昇大學基礎教育計畫總計畫之要求，編輯發行項目

由一種增加為兩種，除原有《通識研究集刊》編輯委員會，為符合第

二梯次提昇大學基礎教育計畫總計畫之要求，《通識研究集刊》並由

年刊改為半年刊之外。新增《通識教育手冊》之編輯發行。 
 

C. 教學小組： 
中心依通識教育課程規劃架構，原本區分為本國語文、外國語文、資

訊教育、歷史研究、憲政法治、人文藝術、生命科學、自然科學、社

會科學九大學門，其下得設相關學術領域之教學小組，由各相關領域

教師為各小組成員，負責各小組有關課程、教學、推廣等之規劃與評

審事項，各教學小組設召集人一人，由各教學小組教師互選產生。五

個教學小組分別為本國語文組、人文藝術組、自然科學組、社會科學

組。 
 

6. 未來發展之具體建議 
(1) 通識學門課程精進 

參考哈佛大學通識教育改革之經驗，及回應社會各界對大學教育之期

盼，隨時檢討修訂通識課程內容，如品德與創意思考等課程之開設。 
(2) 開設學分學程課程 

整合資源，提供學生跨領域的學習課程，以培養學生面對社會多元化之

競爭能力，成為多方面專長之人才，如規劃國際發展學分學程。 
(3) 加強校際通際教育交流活動 

通識教育的校際交流與合作已是普遍趨勢，在作法上先以北臺灣為主要

範圍，日後再視情況逐步擴大，結合具有共同意願與理想的學校彼此聯

誼交流進而合作，截長補短，觀摩學習，以充實通識教育內涵。 
(4) 鼓勵通識教師發表論著 

為持續提供學生最新最專業之課程知識，鼓勵教師在授課之餘，積極從

事相關之學術研究活動，並以學校名義發表論著。 
 

7. 未來三年計劃目標 
(1) 通識中心組織再造 

為落實通識教育之理念與目標，本校於通識中心上設共同教育委員會，

由教務長兼任主任委員，並納編各院院長主導通識教育之長期發展方向

與中短期發展目標之策劃，唯該委員會並未配置行政人員，且各委員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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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專職，對通識教育長期發展不利，建議配合學校組織調整，進行再造，

以專責之一級教學單位推動通識教育。 
(2) 通識中心教師虛級化 

配合學校發展，相關通識課程師資原則上由其他各系所支援，如資訊課

程由資訊學院提供師資負責教學；外國語文課程由應英系提供師資負責

教學；憲政法治課程由人社學院提供師資負責教學；生命科學課程由健

康照顧學院提供師資負責教學；自然科學課程由全校各系適合師資負責

教學；本中心僅留校內無相關專業系所之教師，如：歷史研究、人文藝

術、社會科學…等學門，並負責課程規劃與協調。 
(3) 預期績效 

A. 課程內容調整 
B. 開設學分學程 
C. 教師論著發表及研究計畫案申請 

8. 績效評量方法 
(1) 課程調整數量 
(2) 教學評鑑結果 
(3) 學術論文發表數量 
(4) 專案申請狀況(數量、金額) 
(5) 學術活動辦理次數 
(6) 跨校性交流活動及數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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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商學院 
(1). SWOT 分析 

為有效提昇本院之辦學品質及競爭力，確保本院之永續發展，特制訂本

院發展計畫。本院發展計畫係以三年為期進行發展規劃，本期計畫以 97
學年度至 99 學年度為期。茲首先分析本院之優勢、劣勢、機會及威脅。 
21 世紀的社會是往科技化、資訊化、專業化、國際化演變的社會，這種

趨勢加諸在高等教育上的挑戰是，教學上應加強資訊能力、執行能力、

語言能力以及適應未來專業科技能力的培育。本院在尊重學術自由、強

調專業教學及培養學生健全人格的前提下，積極延聘優秀師資，審慎規

劃系所基礎課程，發展專業特色，以期達到全校資源整合與共享，幫助

教師與學生建立正確的價值觀與寬廣的國際視野，使畢業生能滿足現有

產業需求，並且能適應未來產業變遷的能力。 
本院參酌本校校務發展計畫、資源條件、學生素質等內部環境評估內部

優勢(Strength)與劣勢(Weakness)，參酌國際環境、國家社會經濟發展、

國家教育政策、國內教育環境情勢等外部環境評估外部機會

(Opportunities)與威脅(Threats)，所得 SWOT 分析如下。並以此為背景，

擬定院務相關發展策略與行動方案以善用強化本院優勢與機會，解決或

減輕弱勢與威脅所帶來之衝擊，期能達成本院發展願景與教育目標。 
 

Strengths: 
潛在內部優勢 

Weaknesses： 
潛在內部弱勢 

1. 校址鄰近大台北都會區，居北區工業重

鎮，地理位置適中，生源穩定。 
2. 本校為新設大學，系所組織文化可塑性

較高。 
3. 專任教師 71 人，共有 16 位正教授，助

理教授以上者達 92％，師資陣容堅強。

4. 本校與多所外國學校簽訂姊妹校協議，

其中每年都選送學生到美國 MIT、日本

早稻田大學進修，國際交流已具雛形。

5. 聘有國家級講座教授帶領研究，教授研

究方法，提升學術研究風氣。 

1. 學生平均素質較弱，學習態度不夠積極

主動，教學需相對付出更大心力。 
2. 學院甫成立，學院整合功能未臻理想，

發展特色尚未彰顯。 
3. 系所專業特色教室與教學軟硬體設備

尚有提升空間。 
4. 研究所規模稍嫌不足，影響教學與教師

研究。 
5. 校友尚年輕，在產業界知名度的爭取較

困難。 
6. 尚未建立強烈品牌形象與學術聲望。 

Opportunities: 
潛在外部機會 

Threats: 
潛在外部威脅 

1. 新大學法與新私校法賦予學校發展更大

彈性。 
2. 保全與物業管理逐漸受社會重視，值得

發展。 
3. 鄰近大台北都會城區，居北區工業重

鎮，有產學合作機會。 
4. 社會對回流教育需求增強。 

1. 鄰近區域有多所私立大學商管進修

部，競爭激烈。 
2. 高教政策鬆綁及我國加入 WTO，市場

供給大幅增加，市場競爭性提升。 
3. 少子化使得未來招生更加困難。 
4. 科技、服務業轉變快速，需敏銳掌握市

場脈動。 
圖 5-26 商學院之 SWOT 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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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目標與特色 
A. 發展願景與教育目標 

本院 2006 年成立，旨在順應「國際貿易自由化、區域經濟整合化、

科技競爭全面化」的發展趨勢，能有效提升國家競爭力，並促進地域

性發展，縮短城鄉差距。因此，衡酌內外部環境趨勢及配合本校校務

發展計畫，透過各類會議及活動，邀集教職員生與業界菁英參與討論

凝聚共識，獲得如下之發展願景與教育目標： 
(A) 發展願景 

本院期望師生皆具有宏觀思維、國際視野及管理與科技整合之

能力，近期成為台灣一流之私立大學，長期成為國際知名之深

具國際化的商管學府。 
(B) 教育目標 

本院本諸科際整合與資源共享之原則，擘劃各系所之設立及發

展；實施全人教育，傳授專業知識技能，促進建教合作，培養

宏觀與國際思維，以培育理論與實務能力兼具，畢業即能與業

界接軌之經營管理與專業技術人才，以滿足產業需求。因此，

倡導「商管學術風氣」及落實「知能並進與學用合一」為本院

教育目標。 
為達「知能並進與學用合一」的教育目標，本院進行院級相關

會議、座談，討論凝聚共識，認為教育應落實培育學生具有良

好的「五項能力」，使學生畢業即能與業界接軌，並能繼續自

我發展，以滿足業界需求和社會發展。這「五力」之操作目標

為： 
a. 專業能力：實務技術能力、考取專業證照能力、研究創新能

力。 
b. 就業基礎能力：基本通訊與資訊應用能力、邏輯思考推理能

力、外語能力。 
c. 職業適應能力：正確工作價值觀、卓越的工作態度、強烈工

作企圖心、積極勤奮務實、高度抗壓性、高度挫折容忍力。 
d. 倫理與人際關係能力：誠信、親和、包容、協調溝通、領導

統御。 
e. 融合大自然能力：欣賞大自然、關懷大自然、飲水思源。 

B. 學院發展特色 
鑒於國際化潮流，以及政府積極建設台灣成為亞太營運中心與綠色科

技矽島，國內產業結構轉變，企業面臨轉型與升級挑戰，亟需專業商

管人才參與組織管理、變革與創新，因此，本院旨在培育具有宏觀思

維與前瞻性的商管專業國際化人才，而學院發展具有下列發展特色。 
(A) 師資陣容堅強 



 162

本院目前有一位國家級講座教授－曾國雄教授，且共有 16 位正

教授，師資陣容堅強。同時，本院助理教授比率達 92%，已可

比擬一般國立大學。 
(B) 強化資源整合與基礎課程訓練 

a. 訂定經濟學、管理學、會計學、統計學為院共同必修核心課

程，使商學院學生具備經濟、管理、會計與統計分析能力。 
b. 為求資源應用效率，院共同必修課程採取整合開課，破除系

所界線，師資安排以專長與績效為考量。 
(C) 強調外語能力 

a. 課程規劃：大學部課程規劃，大一大二每週 2 小時的一般英

語能力訓練，共 8 學分，培養學生頂尖的外語能力；成立新生

英語體驗營，使學生能在日常生活中接觸且學習英文，提高英

文之使用程度；新生英文分級制度，對新生進行能力分班，使

不同能力之學生能得到適當的指導，並建立自我學習之信心。

大三大四則逐年增加英語授課的課程數量與品質，依不同年級

之需求，教授不同內容之課程，使學生循序漸進，培養英文專

業語文能力。另國際企業系與國際行銷系因學系特性亦規劃日

文為必修第二外語。 
b. 學習環境：本校設立 24 小時電視牆播放英文國際新聞，目的

在使學生能於日常生活中融入英文，降低學生對英文之排斥與

恐懼，提高英文於生活中的使用機會；成立 Video on Demand 
全球外語視訊交換中心、視聽教室、會話教室、Week in Review
英語電視節目，提供全英語環境，使學生能無時無刻接收到最

新的英文訊息。  
c. 畢業要求：大學部學生畢業前須通過全民英檢初級或等同測

驗，碩士班研究生畢業前須通過全民英檢中級或等同測驗，以

提高學生之就業競爭力。並有配套措施以解決大四尚未能通過

英檢之學生。 
(D) 重視產學合作 

a. 配合桃園及台灣北部地區之產業特性，舉辦推廣教育學分

班，提供終身學習管道暨在職進修環境，以提升企業人力資本

與學生就業能力。 
b. 興辦各類經營管理專題講座與活動，結合社區發展，充分掌

握經濟社會變動，以繁榮地方，回饋社會為目的。 
c. 本校地處北桃園，緊鄰桃園國際機場與五股工業區，具位居

物流中心之優勢，本院依循此地緣優勢，加強與北部工商企業

界簽署產學合作計畫。一方面可滿足企業界於專業知識之需

要，另一方面，可增進本院學生參與企業實習或個案研究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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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經驗，配合課堂上所習得知識，應用於實務問題之中，更能

有效提高教師之研究產能，做為理論與實務之有效結合。 
(E) 推動國際化 

a. 與國外相關學院進行策略聯盟，經由國際合作促進交流，使學

術發邁向自由化與國際化。如建立雙學位取得/學分相互承認

制度、教師互訪授課、交換學生、學術研討會等。  
b. 延聘國外學者到院訪問與授課。 

C. 系所教育目標 
各學系配合本院整體發展規劃而擬定其教育目標，茲略述各系所教育

目標如下： 
(A) 企業與創業管理學系（所） 

企業與創業管理學系是全國唯一將創業技能之養成納入培育目

標之系所，鎖定大型企業就業與中小企業創業兩大培育方向，

並安排直升研究所輔助課程、中小企業創業學程等進階課程，

冀培育具備「敬業理念」、「管理專業」、與「創業技能」之企業

與創業管理卓越人才。 
(B) 國際企業系（所） 

國際企業系本著學院培育具有前瞻性的國際商管專業人才的成

立宗旨，積極培育開拓國際市場的人才，及管理國際型企業之

專業人才，並設立「國際人力派遣發展中心」，研究發展國際人

力資源管理相關課題，且提供企業管理方面之諮詢與協助，使

企業能擴展國際市場並提昇競爭力，以落實「知能並進與學用

合一」的教育目標。 
(C) 會計資訊學系（所） 

會計資訊學系本著學院培育具有前瞻性的國際商管專業人才的

成立宗旨，積極以資源共享之原則，建立會計教育整體架構，

訓練學生科技整合能力，以及強化學生適應環境能力，培育學

生就業能力，進而落實「知能並進與學用合一」的教育目標，

達成培育具備全方位(會審、稅務、資訊科技)之實務性會審專業

人才的學系設立宗旨。 
(D) 財務金融系（所） 

財務金融學系本著學院培育具有前瞻性的國際商管專業人才的

成立宗旨，積極針對金融業以及一般工商企業財務部門等之需

要，訓練學生在財務規劃、金融創新、投資組合管理、金融風

險管理等不同領域所需之觀念與技巧，並強化學生團隊合作之

訓練以及企業倫理之培養，期能培育具有前瞻性之金融與財務

管理實務專業人才，進而落實「知能並進與學用合一」的教育

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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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風險管理學系 
風險管理學系設立宗旨即培育業界所需的風險管理基礎人才，

教學目標設定在訓練該系學生具備主動評估並管理各類風險的

基本能力，以達成減少組織傷害，增加其競爭優勢。課程規劃

理論與實務並重，課程涵蓋「企業風險稽核」、「工程暨安衛風

險管理」二大專業領域，輔以傳統「保險規劃」基本知識，更

透過各類產學、建教合作計畫，使同學「知能並進，學用合一」，

具備專業能力，職業能力及就業基礎能力。 
(F) 安全暨科技管理學系 

安全暨科技管理學系（原名保全管理學系）設立宗旨在培育日

趨受國人重視之安全產業管理相關領域之專業管理人才，以因

應社會多元快速發展，企業經營與居住品質上，有關人身與財

產安全防護之需求，以為社會大眾與企業機關提供一個「安全

環境、優質生活」的活動空間。 
(G) 物業管理學系 

物業管理學系為新設立之學系，旨在培育日趨受國人重視之專

業物業管理相關領域之管理及領導人才，以因應全球及國內物

業管理產業的蓬勃發展。該系整體教育目標為：近期目標為以

培育學生具有商管背景專長的物業管理基礎專業人才，使畢業

後具能力從事設施管理、資產管理、科技資訊應用及整體產業

分析之工作，以服務桃園地區生活圈。長期目標為強調管理面

之跨領域整合與任務顧問導向的養成，以培育具有理論與實務

並重，並兼具國際化、資訊化與全球化之物業管理專業經理人。 
(H) 國際行銷學系 

國際行銷學系為新設立之學系，其將本著「專業知識的傳授」、

「外語能力的提升」與「國際觀的建立」三大主軸，另輔以「社

會關懷」基本精神，全力培養具宏觀思維能整合海外接單、製

造及配送之國際行銷專業人才，以因應世界各地因族裔、地域、

政治、法律、文化等面向上的特殊性與差異性而需調整行銷策

略，以便為台灣創造出全球佈局的競爭優勢。因學系新成立，

該系亟需延攬優秀教師增強師資陣容，擴充教學與研究設備，

積極推動產學合作，承攬研究計畫，培養學生實踐理論運用於

實務操作的能力。 
(3). 策略與做法 

本院以 SWOT 分析為背景，擬定有關教學、研究、輔導、服務等面向之

發展策略及行動方案，各系所亦配合訂定其發展計畫，以達成院之發展

願景、教育目標與未來三年發展目標。簡言之，本院以「資源整合與共

享」與「策略聯盟」作為發展策略之主軸，而做法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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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組織變革與提升師資陣容 
B. 提升教學品質 
C. 提升學術研究 
D. 充實圖書儀器設備與空間 
E. 推動產學合作 
F. 提昇國際視野 
G. 促進跨校結盟 
H. 擴大回流教育與專業服務 
I. 促使學生充分就業 

 
(4). 課程架構規劃 

A. 課程規劃運作機制 
首先，院系所課程規劃，需滿足下列之要求： 

(A) 健全之課程委員會之組成與運作，成員包括校內教師、學生代

表與校外學者專家。 
(B) 專業必修與選修課程、及通識課程之規劃妥適完善：課程規劃

應加強跨領域學門知識的整合，課程及學程之設計配合整體教

學目標、學校特色、學術發展趨勢及學生畢業後之就業需求。 
(C) 落實教師規劃提報教學綱要及課程內容，並公布於學校網站。 

B. 課程規劃架構 
課程規劃以達成本院教育目標為依歸，而本院教育目標表現於「五力」

之培育，因此課程架構需涵蓋培育下列特性之課程： 
(A) 邏輯思考與推理能力 
(B) 專業基礎與專業應用能力 
(C) 職業適應能力 
(D) 倫理與人際關係能力 
(E) 融合大自然能力 

以課程內容而言，涵蓋三類課程： 
(A) 通識課程：包括本國語文、外國語文、資訊教育、歷史研究、

憲政法治、人文藝術、生命科學、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國防

通識。 
(B) 專業課程：依各系所之特性訂定。 
(C) 人際倫理與大自然體驗課程：包括服務教育、學習護照、參訪

活動、社團活動等等與人際與大自然互動之生活體驗。 
在學分方面，本院兼顧系所專長特性與學生選課自由，設定一般性規

範如下： 
(A) 畢業總學分 134 至 128，各系自行決定，128 為理想目標 
(B) 通識科目至少 32 學分 
(C) 專業必修科目至多為總學分數的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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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專業選修科目至少 18 學分 
(E) 外系選修至少有 14 學分之空間 

此外，本院亦積極規劃整合性學程，整合不同學科之知識技能，以充

分運用本校相關師資，培育學生學習自主能力與第二專長，增加學生

就業競爭力。目前設有四學程，包括中小企業創業學程、人力派遣學

程、國際行銷傳播學程、行銷創意設計學程，未來將持續研議開設具

市場性之新學程。 
(5). 行政支援 

A. 學院運作組織 
本院目前共有八個系所，有學士班、碩士班、碩專班、進修學士班，

學生 2400 餘人，專任教師 71 人，是本校最大的學院。行政人員編制

有院長一人與秘書一人，有工讀生做臨時性支援。 
在學院之運作上，依資源共享及行政合一之原則，設立下列委員會統

籌運用商學院之教學、研究與行政資源，以促進各系所之發展。 
(A) 院務會議：由院長、各系所主任及各系所教師代表參加，每學

期至少舉行二次，主要目的在協調溝通各系所中心日常有關教

學、研究及行政等相關事項。 
(B) 院教師評審委員會：由院長、各系所中心主任及各系所教評代表

1 名所組成，負責本院教師新聘、續聘、解聘、升等、著作獎勵、

進修及研習等審核工作。 
(C) 院課程整合委員會：由院長、各系所主任及各系所代表 1 名所組

成，負責整合本院各系課程設計及各學期各系課程排課協調之

工作。 
未來為使院務推動更具有前瞻性與整合性，擬陸續成立下列委員會： 

(A) 院務諮詢委員會：由院長推薦 3~5 名校外資深傑出學者專家，

校內講座教授以及系所資深教師 3~5 名所組成，對本院之願景、

目標及執行策略提出建言。 
(B) 院圖書委員會：由各系所代表 1 名所組成，負責整合本院各系

圖書、期刊分佈與採購清單整合之工作。 
(C) 院設備預算委員會：由院長、各系所主任及各系所代表 1 名所

組成，負責整合本院各系所中心預算、設備採購清單整合之工

作。 
B. 學校須提供的支援 

為使院務發展順暢，達成教育目標與願景，學校須提供充足的下列行

政支援： 
(A) 院系所行政助理人力 
(B) 院系所專業教室設備與空間 
(C) 研究與提供服務之空間與設備 
(D) 圖書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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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圖書與期刊 
a. 電子資料庫 
b. 視聽資料 
c. VOD 線上隨選視訊 

(F) 教學、研究儀器設備之維護與管理 
(G) 遠距教學與網路教學相關措施 

(6). 未來發展之具體建議 
本院以「資源整合與共享」與「策略聯盟」作為發展的策略原則，而具

體行動方案如下： 
A. 組織變革與提升師資 

(A) 擴大學院規模，增設安全暨科技管理碩士班。 
(B) 籌設商管與系統科學整合性博士班。 
(C) 依學生比例成長，逐年延聘學有專精及兼具理論與實務經驗之

高階師資，使雙班招生之系所師資達 16 位，單班 8 位。 
(D) 遴選優秀教師至國外知名學府交流學習。 
(E) 建立教師專業成長管道，如鼓勵教師參加校內外高階商管理

論、研究方法、赴公民營機構研習。 
(F) 積極鼓勵老師升等，改善師資結構，提升學術聲譽。 
(G) 積極鼓勵目前院內講師完成進修取得博士學位。 

B. 提升教學品質 
(A) 推動整合開課制度，經濟學、管理學、會計學、統計學、微積

分、財務管理等核心課程，由院統籌開課，師資安排以專長與

教學績效為考量。  
(B) 融入外部學界與產業學者專家意見，檢討修訂課程配置，以符

合產業需求與社會發展。 
(C) 落實教學助理制度（T.A. System）。 
(D) 輔導與獎勵專業能力證照教育與證照之取得，以提升學生就業

競爭力。 
(E) 開設跨系所整合性專業學程，以充分運用本校相關師資，整合

不同學科之知識技能，培育學生學習自主能力與第二專長，增

加學生就業競爭力。 
(F) 強化合理之教學評量，並舉辦教學觀摩提升教師專業教學知能。 
(G) 陸續建立老師個人教學資訊網站。 
(H) 推動教學優良、研究優良、資深教師優先選課制度。 

C. 提升學術研究 
(A) 邀聘資深且具國家級學術地位之教師駐校，以帶動年輕教師發

展研究方向，提升研究風氣。 
(B) 鼓勵院內教師依專長及研究興趣分成不同研究團隊，定期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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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為論文合作及對外爭取研究計畫之基礎。 
(C) 成立院級研究中心，整合院內研究人力，爭取國科會整合型研

究計畫或地方特色產業研究計畫。 
(D) 鼓勵研究生協助教師或參與老師研究專案。 

D. 充實圖書儀器設備與空間 
(A) 成立設備預算委員會，掌握「資源共享」、「不重複購置」之

原則，有效整合學院預算編列與應用，增購相關圖書儀器設備。 
(B) 圖書儀器設備之添購務求時效與實用性，以充分發揮其在增進

教學與研究功能之用途。 
(C) 落實 e 化理念並建置 e 化校園。 
(D) 爭取與整合資源強化系所共用之專業特色教室，以供各種企業

經營模擬、專業能力證照教育、個案教學使用。 
E. 推動產學合作 

(A) 推動建教合作，結合大桃園地區之跨國公司，為學生提供見習、

工讀實習機會，以及產學合作研究機會，締造產學雙贏。 
(B) 以大桃園地區產業為基礎，選定一些標竿產業以為產業合作及

未來募款之對象。 
F. 提昇國際視野 

(A) 與國外相關學院進行策略聯盟，如建立雙學位取得/學分相互承

認制度、教師互訪授課、交換學生、學術研討會等，經由國際

合作促進交流，使學術發展邁向自由化與國際化。 
(B) 增聘外籍師資以及外籍交換學生之比重，進而實施真正的雙語

教學。 
(C) 推動使用英文教材與英語教學，提升外語能力，特別建議研究

所均採取英語教學，增進研究生的研究及外語能力。 
G. 促進跨校結盟 

(A) 與鄰近屬性或發展特色相異之大學建立策略聯盟，進行合作交

流。 
(B) 尋求與國內他校或研究中心合作，期能整合研究人力進行大型

計畫，爭取國家經費，倍增研究能量。 
(C) 藉著網路科技，將桃園縣及台北縣之綜合高中及高商等上游學

校納入「學校供應鏈」體系，以因應國人生育率降低、政府開

放高教設置措施、及我國加入 WTO 之三重衝擊。如允許「學校

供應鏈」體系高中學生選修大學一年級基礎必修課程如微積

分、會計學等，修畢後所得之學分在進入本校後可以抵免，藉

著先修課程之設計，增加高中學生選擇本校。 
H. 擴大回流教育與專業服務 

(A) 擴大在職進修專班、產業學分班、碩士在職班，營建終身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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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系，厚植社會人力資本，有利於日間部學生獲得專業實習機

會，及增加產學合作之機會。 
(B) 鼓勵教師對社會提供各種社會、經濟、商管等專業性服務，利

用各種有效行銷管道打響開南商學院的知名度。 
I. 促使學生充分就業 

(A) 推動建教班合作計劃。 
(B) 推動桃園地區產學合作。 
(C) 強化就業輔導課程之效益。 
(D) 設置「系友服務中心」。 

(7). 未來三年之規劃 
因應知識經濟、資訊化、專業化、國際化演變的社會，考量本校資源、

條件、臨近地區產業之特色與需求，本院設立以下未來三年發展目標： 
A. 97 與 98 年度目標： 

(A) 持續敦聘國內外優良師質，特別是新設系所，增強研究能量。 
 

表 5-26  商學院未來敦聘之師專教學領域專長表 

學系 專長 擬聘人數 

國際行銷學系 
國際行銷相關領域博士，具實務經驗及教授、副教授資

格者優先考慮 
3 

物業管理學系 
物業管理、不動產經營管理、建物維護管理、不動產開

發管理、環境管理等相關領域 
3 

企業與創業管

理學系 
企業經營與診斷、創業管理、財務管理、行銷管理與研

究、策略管理 
2 

財務金融學系 財務博士、商學博士主修財務或會計 3 

安全暨科技管

理學系 
保全與警政、災害與犯罪防治、資產設施及物業管理、

保全電子資訊管理系統、集合住宅社區管理與安全防護 
2 

 
(B) 積極推廣回流教育，落實終身學習體系，累積社會人力資本。 
(C) 成立院級國際人力派遣發展研究中心。 
(D) 每年舉辦一次國際學術研討會與數次國內學術研討會。 
(E) 每年國科會 15 案，匿審期刊論文 70 篇，產官學合作案 500 萬

元。 
B. 99 年度目標： 

(A) 增強師資陣容，雙班專任教師達 16 位，單班 8 位之陣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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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加強與美、英、加、澳、日、中國大陸等地區的合作與交流，

擴大本院與國外學校雙學位制度，開拓師生國際視野。 
(C) 成立安全暨科技管理研究所。 
(D) 促進產學合作，提升師生實務能力，提供專業管理技術交流服

務。 
(E) 舉辦大型國內外學術研討會。 
(F) 設置「系友服務中心」。 
(G) 每年國科會 20 案，匿審期刊論文 80 篇，產官學合作案 600 萬

元。 
(8). 預期績效 

本院依擬訂之重點策略並執行其行動方案，預期可達成下列質化目標： 
A. 組織架構更趨健全而院務發展藍圖更具務實與創新特質 
B. 師資結構、教學研究設備與學習環境更優質化 
C. 學生具有獨立思考能力及良好人際關係能力 
D. 學生具有就業專業能力與就業競爭力 
E. 教師具有優質的教學與實務能力 
F. 教師具有優質的研究能力 
G. 建立產官學策略聯盟體系 
H. 學術與國際接軌 
I. 降低學生退學率 
J. 提升學生就業率 

(9). 績效評量方法 
A. 定期檢討課程標準，並聘請校外專業人士實施外審 
B. 定期檢討輔導同學取得專業職能證照的成效 
C. 定期評量教師教學、研究、輔導與服務績效 
D. 定期檢討舉辦全國性或國際性研討會成果 
E. 定期檢討國際學術交流成果 
F. 定期檢討與產業界互動與專題製作成果 
G. 加強校友組織與聯絡，掌握畢業生升學、就業狀況與對母校觀感 

(10). 結語 
本學院目前涵蓋了八系所，專任師資 70 餘人，日夜間學生共計 2400
餘人，是本校最大的學院組織。學院各系所主任及同仁都存在相當高

的默契及共識，堅忍踏實的自我提昇，因此有信心掌握時代脈動，在

既有的基礎上按部就班地推動本計畫書的計劃內容，院務必能有顯著

地進步及發展，培育出理論與實務能力兼具之前瞻性國際化商管人

才，滿足當前「國際化」、「資訊化」、「專業化」趨勢下之產業與社會

發展需求，落實「知能並進與學用合一」的教育目標，建立學術聲望

與地位，成為國際知名之深具國際化的商管學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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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財務金融學系 
(1). SWOT 分析 

 

Strengths: 
潛在內部優勢 

Weaknesses： 
潛在內部弱勢 

1.與私立大學財金系相較無論是師資總數，助

理教授以上人數及獲有博士人數均名列前

矛。 
2.培養學生具國際觀的語言能力，除了課堂上

的訓練以外，本校於學生活動的全部區域

中，架設電視數十台，終日播放 CNN、

ESPN、HBO、BBC World、Fox News 等全

英語頻道，使同學無論在學校任一個角落，

都能夠融入英語情境中，潛移默化的增進英

語聽說之能力。同時成立「英語隨選視訊實

驗室」，提供加州大學、麻省理工學院、

Columbia 大學等名校、以及甘迺迪太空中心

之新聞、課程錄影帶，供學生觀看。 
3.強化商學基礎課程，經濟學 12 學分（含經濟

學、個體經濟學、總體經濟學）、會計學 12
學分（含會計學、中級會計學）、統計學 9
學分（含統計學、高等統計學）、曾國雄傑出

講座教授開設「研究方法」等科目，提昇就

業考試與研究所考試的競爭力。  
4.配合本校注重國際學術交流之政策，本系積

極鼓勵學生參與國際學生交換計畫，以培養

國際觀之專業財務金融管理人才。學生已能

參與國際學習活動（包括 MIT、早稻田大學

等姊妹校）並獲致成效。 
5.研究生畢業前至少須有一篇論文發表於期刊

或研討會，以提升本系的研究成果及風氣。

6.積極推動財務金融證照考試，要求學生畢業

前必須取得財金相關證照，以增強其就業能

力，與參比對象相較本系考取之證照類別張

數均大幅領先（參閱各校網頁資料）。 
7.使用金融實驗室,訓練學生操作財務金融軟

硬體及模擬電子交易，以加強學生職場就業

競爭力及提升本系所整體競爭力。 
8.利用數位學習系統，協助學生有更充分時間

反覆練習，進而通過各種金融專業技術證照。

1.學生為後段生雖有很好的老師和前

瞻性的策略，推動上仍較為費力仍

須進一步努力。 
2.財務金融教學設備（如虛擬交易）

仍屬初建，宜大幅提倡並使用。 
3.學校歷史較短，學生畢業後極不容

易取得聯繫，有些學生若就業狀況

比較差即不願意與同學或師長聯繫

甚至聯絡管道會中斷，缺乏有力畢

業校友的就業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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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portunities: 
潛在外部機會 

Threats: 
潛在外部威脅 

1.配合所塑造學習語言的環境，以及參與姊妹

校交換學生之國際學習環境，可發展塑造成

獨立之特色。 
2.本校位於桃園縣蘆竹鄉，鄰近桃園國際機場

與大台北都會城區，居北區工業重鎮，地理

位置適中，對本系發展有所助益。 
3.國際化為一重要趨勢，本系在校長與曾國雄

傑出講座教授指導下，不僅展開各項國際合

作計劃，並可邁向國際知名大學水準與研究

能量 
4.本系已積極規劃產學合作計劃，結合大桃園

地區之公司，為學生提供實習，以及產學合

作之機會，締造產學雙贏。 

1. 近年高等教育蓬勃發展，如何增加及

培育高水準跨領域的師資與規模，

增加團隊之研究，擴大國際交流與

研究，提昇整體教育之研究能力與

水準，以增加教師獲獎比例(含國內

外獎項)，提昇研究成果之國際知名

度為一重要發展課題。 
2. 鄰近友校中央大學、中原大學與元智

大學等名校，歷史悠久，財力雄厚。

3. 如何更進一步擴大在職進修專班、產

業學分班、碩士在職班，營建終身

學習體系，厚植社會人力資本，並

有利於日間部學生獲得專業實習就

業機會，以及增加產學合作之機

會，為另一重要發展課題。 
圖 5-27 財務金融學系之 SWOT 分析圖 

 
(2). 目標與特色 

A. 本系之發展方向與目標 
(A) 實用的專業能力：考取財務金融專業證照以肯定其專業能力，同

時培育學生具有繼續發展之能力與創新能力。 
(B) 健全的倫理與人際關係能力：建立人和環境、人際間互動的能力、

領導統御、親和力，誠懇務實、人際關係之能力等。 
(C) 靈活的職場應變能力：具有正確的工作價值觀，勤奮務實，高挫

折容忍力、工作企圖心強，抗壓性佳，以及追求卓越的工作態度。 
(D) 堅實的就業基礎能力：具有基本外語能力，基礎商業專業學科能

力，電腦工具的運用能力，基本通訊與資訊設備應用的能力…等。 
(E) 敏銳的人文與自然關懷能力：欣賞大自然、注重人文與宗教情懷、

飲水思源。 
B. 本系在教學上的特色有： 

(A) 大學部注重「公司財務經理人」與「金融機構經理人」等二組專

業模組。 
(B) 碩士班注重金融管理與金融服務行銷專業才能之培育。 
(C) 配合本校注重國際學術交流之政策，本系鼓勵學生出國研修，以

培養國際觀之專業財務金融管理人才。 
(D) 強化基礎學科訓練： 
(E) 本系很重視商學基礎課程，包括經濟學 12 學分（含經濟學、個體

經濟學、總體經濟學）、會計學 12 學分（含會計學、中級會計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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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方法 12 學分（含統計學、高等統計學、研究方法），以提升

學生就業考試與研究所考試之能力。 
(F) 積極推動財務金融證照考試，要求學生畢業前必須取得財金相關

證照，以增強其就業能力。例如，鼓勵學生考取理財規劃證照、

銀行內部控制證照、證券高級營業員證照、信託業務證照、期貨

業務證照。 
(G) 研究生畢業前至少須有一篇論文發表於期刊或研討會，以提升本

系的研究成果及風氣。 
(H) 除本系所財務金融專業課程外，本系鼓勵學選修跨領域的各種不

同專業。此外，兼顧人文與科技素養，培養健全的人才。 
(I) 配合學校成為國際知名私立大學的教育目標，本系目前正努力加

強財務金融領域實證研究之質與量的提升，除每年舉辦「國際金

融服務行銷與金融管理」學術研討會外，本系在國家傑出講座曾

國雄教授和資深郭震坤、詹益郎、廖武正教授之帶領，及年輕教

師之努力下，希望本系的學術研究成果不斷提升。 
(J) 配合本校優質的語言學習環境，強化本系所學生之國際觀。 
(K) 本系所培養學生具有國際觀、就業能力。而本校十分重視塑造優

良外語學習環境和提供交換學生計劃，這些都有利於培養學生具

國際觀之外語能力。 
(L) 使用金融實驗室，訓練學生操作財務金融軟硬體及模擬電子交

易，以加強學生職場就業競爭力及提升本系所整體競爭力。 
(M) 利用數位學習系統，協助學生有更充分時間反覆練習，進而通過

各種金融專業技術證照。 
(3). 策略與作法 

A. 配合本校所建構的外語言學習環境，鼓勵學生認真學習外語。 
B. 積極推動財務金融證照考試，本系學生畢業前必須至少考取三張財金

相關證照或撰寫畢業專題。近年本系學生考取之證照類別張數均大幅

成長。 
C. 研究生畢業前至少須有一篇論文發表於期刊或研討會，藉以強化產學

合作及提升研究成果。 
D. 推動產學合作，本系已積極規劃產學合作計劃，促使本系與產業界的

結合。產學合作對合作雙方面皆有利，今後將持續發展合作關係。 
E. 為因應社會需求，除強化基礎課程與跨領域多學程的訓練之外，本系

兼顧人文與專業素養，培育有用人才。 
F. 利用金融實驗室,訓練學生操作財務金融軟硬體及模擬電子交易，並

利用數位學習系統，協助學生有更充分時間反覆練習，進而通過各種

金融專業技術證照。 
G. 定期舉辦財務金融論壇和國際財務行銷與金融管理學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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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課程架構規劃 
本系以培育有責任感和團隊精神之金融服務行銷與金融管理實務之專業

人才為宗旨，並且以實用的專業能力、健全的倫理與人際能力、靈活的

職場應變能力、堅實的就業基礎能力和敏銳的人文與自然關懷能力為目

標，定位為「理論、證照和實務」並重之教學研究單位，落實「知能並

進與實用合一」理念，所以課程規劃配合理論、證照與實務需求，以期

學生在「升學」與「就業」方面之競爭力能不斷地提升。 
課程架構規劃如下： 
A. 基礎課程 

透過「基礎數理課程」來了解商學領域中會使用到的一些基本數學概

念，再加上〝基礎商學課程〞訓練，例如會計、經濟等…課程，為未

來就業或是深造打好基礎，這些課程也是引領高中生進入財務金融學

系領域的第一步。而基礎的外語課程，則是本校建校以來相當重視之

一部份，本系也全力配合執行，除了基本的外語通識課程，本系部分

課程也採用英語教學，以加強學生外語之聽、說、寫之能力。分類如

下： 
(A) 基礎數量課程：a 微積分；b 統計學 
(B) 基礎商學課程：a 會計學；b 經濟學；c 行銷學；d 企業管理；

e 財務管理；f 投資學 
(C) 基礎外國語課程：a 英文課程 

B. 進階課程 
經過基礎課程之訓練後，進一步將課程細分，使學生能更深入了解財

務金融之專業知識。財務金融專業課程分類如下： 
(A) 個體經濟學 
(B) 總體經濟學 
(C) 中級會計學 
(D) 國際財務管理 
(E) 衍生性金融商品 

C. 進階模組課程 
進階模組課程安排於大三大四學程裡，學生在大二下學期於預選三年

級課程前，依其志趣與生涯規劃，選定其專業必修模組之優先順序。

針對不同進階模組課程分類如下： 
(A) 公司財務經理人模組課程：旨在培養企業財務部門人才，著重

於學生財務報表分析及財務管理的能力。 
(B) 金融機構經理人模組課程：旨在培養學生全方位投資理財能

力，並融合金融產業近幾年來強調的「金融服務行銷」理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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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8 財務金融學系課程規劃流程圖 

中長期策略目標 目標市場之需求 

學程變更需求 適用法令清單

課程委員會會議通知 

學程設計資料討論 

(多學程)
學程設計修正 

會議決議課程規劃 校課程會議審查核備 

核定之課程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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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9 財務金融學系之程規劃架構圖 
 

基礎課程 

基
礎
先
修
課
程

1. 中級會計學 
2. 財務管理 
3. 個體經濟學 
4. 總體經濟學 
5. 企業倫理 

1. 會計學 
2. 微積分 
3. 統計學 
4. 經濟學 
5. 企業管理 
6. 行銷學 

專
業
必
修
模
組
課
程

課程規劃架構 

核心課程 

公司財務經理人 金融機構經理人 

進階課程 

1. 金融服務行銷 
2. 財務分析與企

業評價 
3. 財務規劃 
4. 財金個案研討 
5. 企業併購實務 
6. 基金投資管理 
7. 固定收益證券

分析 

1. 金融服務行銷 
2 金融法規 
3 貨幣銀行學 
4 金融市場與機構管

理 
5 投資銀行 
6 金融行銷英文導讀 
7 國際金融與匯兌 
 

1. 投資學 
2. 衍生性金融商品 
3. 國際財務管理 

 (共同必修課程) 

進
階
課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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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行政支援 
A. 本系之行政人力 

(A) 兼任系主任一位，系助理二位及計時工讀生，所以人力方面是

屬非常精簡。 
(B) 本系系務行政之品質因已成立八年而趨於穩健，除充分配合學

校各項政策外，更於系網增設留言版以廣納各方建議，使本系

系務之運作除了符合學校要求外，亦能尊重學生的需求。 
(C) 本系系辦除了推動系務之外更重要是成為各處室與學生間的傳

達橋樑，在推動校務各方面形成很大的幫助。 
(D) 本系擬於本學期末之前成立各項功能小組，如：系務發展小組、

課程規劃小組、獎學金設置要點、學術研究小組、學生實習辦

法等….，屆時本系系務行政品質是將大幅提升。 
B. 師生溝通及互動情形 

導師定期訪視校外住宿同學，以確認學生居住環境之安全，制定「家

庭式學長制」，學長姊輔導學弟妹，加強學長姊及學弟妹間的互動；

配合「教師留校輔導時間表」，適時輔導學生解決課業或生活上的問

題。 
C. 本系經費資源募集情形 

正積極與合作金庫銀行、景福扶輪社、南山人壽以及其他金融機構洽

商中。 
D. 與相關領域學系資源整合情形 

教師資源整合：本系教師與會計學系、國際企業學系、企業與創業管

理等系教師互相支援，以降低教師授課科目負荷。 
 

(6). 系所未來發展之具體建議 
A. 成立研究所博士班使本系更具競爭力並提供學生升學管道。 
B. 增聘優良師資：逐年延聘國際名師及兼具理論與實務經驗之助理教授

級以上師資，以滿足教學需求並改善師生比，以嘉惠學子。 
C. 鼓勵教師發表國際知名期刊：鼓勵本系教師參加國內外研討會並努力

發表 SSCI/SCI 之國際期刊或申請計畫案，提昇本系研究能量。 
D. 推動建教合作，結合大桃園地區之跨國公司，為學生提供實習，以及

產學合作之機會，締造產學雙贏。 
E. 設置「系友服務中心」，提供系上畢業學生校務資訊與提供轉業、升

學服務。 
 

(7). 未來三年發展計畫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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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7  財務金融學系 97-99 學年度發展規劃一覽表 
發展規劃面向（項目）： 

發展 
目標 

1、提高本系（所）在國內聲望及地位。 
2、增進教師學術研究成果。 
3、發展財金學程。 
4、提高本校同學錄取碩士班、博士班之人數及考取證照張數。 

執
行
策
略 

舉
辦
學
術
研
討
會 

舉
辦
專
題
演
講 

增
聘
優
良
師
資 

學
程
規
劃 

加
強
學
校
讀
書
風
氣 

具
體
方
案
︵
或
計
畫
︶ 

定
期
舉
辦
國
際
財
務
行
銷
與
金
融
管
理
學
術
研
討
會 

與
企
業
合
作
舉
辦
財
務
金
融
論
壇 

聯
合
本
校
他
系
舉
辦
研
討
會 

邀
請
財
金
學
術
先
進
到
校
專
題
演
講 

 

邀
請
實
務
界
優
秀
人
事
到
校
演
講 

  
增
聘
助
理
教
授
級
以
上
之
師
資 

 
利
用
各
種
多
媒
體
管
道
刊
登
徵
才
廣
告 

企
業
財
務
經
理
人
模
組 

專
業
金
融
機
構
經
理
人
模
組 

推
動
大
學
部
之
畢
業
專
題 

 

持
續
執
行
推
動
專
業
證
照
考
試
之
政 

策

 

鼓
勵
學
生
成
立
讀
書
會 

加
開
數
量
方
法
相
關
課
程
與
輔
導 

績
效
評
鑑
指
標 

1、舉辦學術研討會次數 
2、舉辦演講次數 
3、財金學程開班成效 
4、學生考上碩博士班人數 
5、考取證照人數 

 
(8). 預期績效 

A. 97 年 
(A) 至少 4 場演講 
(B) 至少 2 場財務金融論壇 
(C) 學生考上碩博士班人數增加 
(D) 舉辦國際財務行銷與金融管理學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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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鼓勵學生報考專業證照考試，期望總量達 500 張以上 
(F) 優良師資增加 
(G) 師生對外發表論文數增加 

B. 98 年 
(A) 至少 4 場演講 
(B) 至少 2 場財務金融論壇 
(C) 學生考上碩博士班人數增加 
(D) 鼓勵學生報考專業證照考試，期望總量達 600 張以上 
(E) 優良師資增加 
(F) 師生對外發表論文數增加 

C. 99 年 
(A) 至少 4 場演講 
(B) 至少 2 場財務金融論壇 
(C) 學生考上碩博士班人數增加 
(D) 舉辦國際財務行銷與金融管理學術研討會 
(E) 鼓勵學生報考專業證照考試，期望總量達 700 張以上 
(F) 優良師資增加 
(G) 師生對外發表論文數增加 

 
(9). 績效評量方法 

A. 師資延攬情況。 
B. 教師發表論文、申請計畫案數量。 
C. 本系學生之報到率、本系學生休、退學人數。 
D. 舉辦演講、演討會場次。 
E. 「系友服務中心」運作情況。 
F. 專業證照考取張數。 
G. 學生考上碩博士班人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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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國際企業學系(所) 
(1). SWOT 分析 

Strengths: 
潛在內部優勢 

Weaknesses： 
潛在內部弱勢 

1. 師資陣容堅強，目前本系專任助理教

授級以上有 11 位、講師 2 位(皆進修

博士學位中 )，助理教授級以上達

85%。 
2. 聘有國家級講座教授帶領研究，教授

研究方法，提升學術研究風氣。 
3. 教學目標兼具理論與實務，課程規劃

重視基礎數量課程及專業知識訓

練，尤其重視外語能力的培養及塑造

美好英、日語學習環境。 
4. 設立學程與模組提供學生包裝專

長，並鼓勵學生跨領域修輔系與雙主

修，及參加交換學生、短期參訪以擴

展能力與增加視野。 
5. 本校位於桃園地區，且鄰近於國際機

場航空城，交 通便利，有較多的建

教合作機會與國際接軌。 

1. 副教授以上師資尚嫌不足，須加快助理

教授之升等，或新聘有副教授資格以上

之師資。 
2. 新設學校，知名度偏低。 
3. 缺乏舉辦一些國際型的研討會，在學術

上的交流仍有發展的空間。 
4. 教師之研究能量稍嫌不足。 
5. 研究所規模稍嫌不足，影響教學與教師

研究。 
6. 系所專業特色教室與教學軟硬體設備

尚有提升空間。 

Opportunities: 
潛在外部機會 

Threats: 
潛在外部威脅 

1 鄰近大台北都會城區，居北區工業重

鎮，有產學合作機會。 
2 政府已積極檢討現行高等教育運作規

範制，賦予學校更大自主運作與發展的

空間。 
3 終身學習社會漸趨成熟，大學回流教育

人口持續成長，招生來源更趨多元化。

4 國際化，全球運籌趨勢下，對於兼具企

業及國際觀的人力資源之需求持續成

長。 
5 鄰近桃園國際機場航空城，結合區域產

業，提供建教合作之機會。 

1. 國內高等教育市場已趨飽和，人口出生

率呈現下降趨勢，市場競爭壓力大。 
2. 認可大陸學歷後面臨學生赴大陸就學，

產生與大陸大學競爭之壓力。 
3. 大學院校一味擴充規模，學校定位與發

展特色不明，弱化競爭利基。 
4. 私立學校數目已趨飽和。 
5. 大學高中職化，學生素質低落，企業任

用意願偏低。 

圖 5-30 國際企業學系 SWOT 分析圖 
 

(2). 目標與特色 
本系的教育目標，在於培養學生成為具備國際視野及商業應對能力的專

業管理人才，而此一目標可進一步明確化為提升學生的七大能力： 
A. 發展目標  

(A) 基礎力：培植學生商學基礎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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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管理力：建立國際企業管理之能力，除了國際企業管理學、國

際競爭策略等課程之外，本系另行規劃了「人力派遣管理學

程」、「國際行銷傳播學程」其中部份課程由外系教師授課，以

及「國際財務管理模組」、「亞太企業管理模組」，以供學生發展

完整而深入的專業能力，亦可依興趣發展及生涯規劃，至它系

選修、輔修或取得雙聯學位，成為「各專業領域」的國際管理

人才。 
(C) 溝通力：加強外語能力訓練，除通識 6 學分英文外，本系安排 2

科共 8 學分英語相關課程，1 科共 4 學分日語相關課程，共 18
學分，並提供交換學生、國外短期參訪等機會，提升學生國際

應對能力，並增加對多元文化的涉獵。 
(D) 經貿力：強化學生對國際貿易與國際金融的了解，並輔以相關

法律說明。 
(E) 科技力：建立學生在科技管理、電子商務方面的基礎能力。 
(F) 融合力：結合通識與核心課程，培養具邏輯推理能力、領導能

力、組織能力的知識青年。 
(G) 道德力：以企業倫理、人際溝通等課程強化學生的道德倫理與

人文關懷能力。  
B. 發展特色 

(A) 建構專業「學分學程」課程 
建構「人力派遣管理學程」、「國際行銷傳播學程」專業學程，

協助同學規劃選修專業課程，增加專業知識能力。 
(B) 建構專業「模組」課程 

由於我國地處亞洲地區、太平洋水域海陸交界上，具有亞太企

業在此運轉的樞紐點，建構「亞太企業管理模組」、「國際財務

管理模組」，協助同學規劃選修專業課程，增加專業知識能力。 
(C) 加強外語能力 

本系為了加強外語能力，除通識 6 學分英文外，本系安排 2 科

共 8 學分英語相關課程，1 科共 4 學分日語相關課程，共 18 學

分。並設立英、日文讀書會，輔導考語言證照。 
(D) 設置「證照課程」 

企業內部控制理論與實務、就業服務法規解析、金融證照理論

與實務等課程，輔導學生取得企業內部控制證照、就業服務乙

級證照、證券商營業員證照。 
(E) 進行「產學合作實習」： 

a. 一般時期：產學實習 3 學分，協助應屆畢業生就業。 
b. 暑假時期：產學實習 2 學分，使學生在學時便能獲得相關之

工作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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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設立「國際人力派遣研究發展中心」 
a. 分別於 2006、2007 舉辦「國際人力資源管理學術與實務研討

會」，邀請各社會人士蒞校討論人力派遣相關議題。 
b. 與清雲大學、真理大學、南亞技術學院協助編撰「人力派遣

管理」專書 4 冊：就業服務勞動法規、歐美澳人力派遣專文集、

台灣人力派遣與世界觀點、台灣人力派遣個案研究等。 
c. 編撰專業證照講座之講義，提供師生對於相關證照的認知。 
d. 對外主要工作則是舉辦「2007 人力派遣管理人才培育成果發

表暨研討會」，邀集大桃園地區相關產業對於人力服務業之實

務問題。 
(G) 提升教學品質 

目前本系遴聘外籍教師 1 名及數位專任教師可全英文授課，加

強學生英文與專業能力。 
 

(3). 策略與作法 
A. 強調「國際觀」及外語能力訓練 

(A) 成立基本學科讀書會，由該授課老師帶領研究生協助學部生課

後輔導。 
(B) 成立英、日文讀書會，由系上留美、留日老師於系辦排定時間

給予學生輔導。本系為了加強外語能力，除通識 6 學分英文外，

本系安排 2 科共 8 學分英語相關課程，1 科共 4 學分日語相關課

程，共 18 學分，輔導考語言證照。培養具國際觀語言能力的學

生，並於學生活動的全部區域中，架設電視數十台，終日播放

CNN、ESPN、HBO、BBC World、Fox News 等全英語頻道，使

同學無論在學校任一個角落，都能夠融入英語情境中，潛移默

化的增進英語聽說之能力。同時成立「英語隨選視訊實驗室」，

提供加州大學、麻省理工學院、Columbia 大學等名校、以及甘

迺迪太空中心之新聞、課程錄影帶，供學生觀看。 
B. 與國內外相關系所進行策略聯盟(例雙學位取得/學分相互承認制

度、教師互訪授課、交換學生、學術研討會等)，經由國際合作促進

交流，使企業管理學術發展邁向自由化與國際化。 
C. 成立「生涯規劃輔導委員會」，對學生畢業後之(就業、升學、留學)

生涯規劃，有一套完整的輔導諮詢機制。 
D. 強化「導師制度」與「家庭學長制」，隨時關心輔導每位同學之學習

與生活狀況。 
E. 建構溫馨和諧的系學會，共同創造友愛、溫暖的國企系家庭。 
F. 推動產學合作，結合 104 人力銀行、輔仁企管公司、建言企管公司、

展圓國際公司、大板根、桃園中信酒店，為學生提供實習，以及產學

合作之機會，締造產學雙贏。提供各種證照輔導機會與資訊，鼓勵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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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報考，提昇本系之優勢。 
 

(4). 課程架構規劃 
研究所： 

課程類別 必修 選修 
企管 
行銷 

組織理論與行為 3 
國際策略管理 3 

國際人力資源管理 3 
國際併購與策略聯盟 3 
國際組織行為 3 
國際企業創新管理 3 
國際供應鏈管理 3 
亞太經營管理專題 3 
多國作業管理 3 
人力派遣專論 3 
國際行銷專題 3 
知識管理 3 

財務 
貿易 
金融 

 賽局理論 3 
勞動經濟學 3 
國際財務專題 3 
國際經貿法律 3 

 
 
 
 
 
 
 
 
專 
業 
課 
程 

研究 
工具 

專題研討(一)1 
專題研討(二)1 
專題研討(三)1 
專題研討(四)1 
企業研究方法 3 

多變量分析 3 
質化分析 3 
時間序列分析 3 

圖 5-31 國際企業學系 97 學年度碩士班課程規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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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部： 

 
 

圖 5-32 國際企業學系大學部課程架構規劃圖 
 

微積分 

就業輔導 

財務管理

貨幣銀行

生產與作業管

國際行銷管

國際企業經營策

公司治理 

行銷管理 

投資學 

國際金融與投

全球產業經濟分

組織變革管理

物流管理

人力資源管

國際匯兌

電子商務 

科技管理

國際企業談

國際競爭策

國際貿易理論與政策

財務報表分

全面品質管

國際供應鏈管

國際財務管理

國際人力派 人力派遣管理個案分 國際勞動法與人事管

國際風險管

國際行銷通 顧客關係管 整合行銷傳播個案分

國際金融市場個案分析

日本企業經營與管 兩岸投資個案探 東南亞企業經營與管

企業創新 

語文素養 文學欣賞 

英文 

名著選讀

商英會話

商用日文

應用英文商英寫作

商事法 金融法 國際經濟貿易法

資料處理 

資訊管理與應

會計學 

統計學 

經濟學原理 

企業概論 國際企業管

一年級 二年級 三年級 四年級

資訊(選) 歷史(選) 憲法(選) 人文(選) 生科(選) 自然(選) 社科(選) 
通
識 

語
文 

法
律

商
學
基
礎

管
理
專
業

升學輔導 

消費者行

組織行為 統計學 

商管專論 

就業服務證照與實 企業內控證照與實 產學合作實習 
生
涯
輔

商業應用日

集團企業投資策

學
程

模
組

企業倫理 

圖形說明： 通識 必修 選修 跨系開課 學程基礎課 系核心課程

人際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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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行政支援 
為使院務發展順暢，達成教育目標與願景，學校須提供充足的下列行政

支援： 
A. 行政助理之人力 
B. 專業教室設備與空間 
C. 研究、服務之空間與設備 
D. 圖書館資源 

(A) 圖書與期刊 
(B) 電子資料庫 
(C) 視聽資料 
(D) VOD 線上隨選視訊 

E. 教學、研究儀器設備之維護與管理 
F. 遠距教學與網路教學相關措施 

 
(6). 系所未來發展之具體建議 

A. 組織變革與提升師資 
(A) 成立在職專班，將使本系更具競爭力並提供學生就職、就業管

道。 
(B) 依學生比例成長，逐年延聘學有專精及兼具理論與實務經驗之

高階師資。 
(C) 遴選優秀教師至國外知名學府交流學習。 
(D) 建立教師專業成長管道，如鼓勵教師參加校內外高階商管理

論、研究方法、赴公民營機構研習。 
(E) 積極鼓勵老師升等，改善師資結構，提升學術聲譽。 
(F) 積極鼓勵目前院內講師完成進修取得博士學位。 

B. 提升教學品質 
(A) 推動整合開課制度，經濟學、管理學、會計學、統計學、微積

分、財務管理等核心課程，由院統籌開課，師資安排以專長與

教學績效為考量。  
(B) 融入外部學界與產業學者專家意見，檢討修訂課程配置，以符

合產業需求與社會發展。 
(C) 落實教學助理制度（T.A. System）。 
(D) 輔導與獎勵專業能力證照教育與證照之取得，以提升學生就業

競爭力。 
(E) 開設跨系所整合性專業學程，以充分運用本校相關師資，整合

不同學科之知識技能，培育學生學習自主能力與第二專長，增

加學生就業競爭力。 
(F) 強化合理之教學評量，並舉辦教學觀摩提升教師專業教學知能。 
(G) 推動教學優良、研究優良、資深教師優先選課制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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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提升學術研究 
(A) 鼓勵院內教師依專長及研究興趣分成不同研究團隊，定期研討

以為論文合作及對外爭取研究計畫之基礎。 
(B) 成立院級研究中心，整合院內研究人力，爭取國科會整合型研

究計畫或地方特色產業研究計畫。 
(C) 鼓勵研究生協助教師或參與老師研究專案。 

D. 充實圖書儀器設備與空間 
(A) 落實 e 化理念並建置 e 化校園。 
(B) 爭取與整合資源強化系所共用之專業特色教室，以供各種企業

經營模擬、專業能力證照教育、個案教學使用。 
(C) 推動產學合作 
(D) 推動建教合作並結合桃園地區之跨國公司，為學生提供見習、

工讀實習機會，以及產學合作研究機會，締造產學雙贏。 
(E) 以大桃園地區產業為基礎，選定一些標竿產業以為產業合作及

未來募款之對象。 
E. 提昇國際視野 

(A) 與國外相關學院進行策略聯盟，如建立雙學位取得/學分相互承

認制度、教師互訪授課、交換學生、學術研討會等，經由國際

合作促進交流，使學術發展邁向自由化與國際化。 
(B) 增聘外籍師資以及外籍交換學生之比重，進而實施真正的雙語

教學。 
(C) 推動使用英文教材與英語教學，提升外語能力，特別建議研究

所均採取英語教學，增進研究生的研究及外語能力。 
F. 促進跨校結盟 

(A) 與鄰近屬性或發展特色相異之大學建立策略聯盟，進行合作交

流。 
(B) 尋求與國內他校或研究中心合作，期能整合研究人力進行大型

計畫，爭取國家經費，倍增研究能量。 
G. 促使學生充分就業 

鼓勵教師對社會提供各種社會、經濟、商管等專業性服務，利用各種

有效行銷管道打響開南商學院的知名度。 
H. 擴大回流教育與專業服務 

(A) 推動建教班合作計劃。 
(B) 推動桃園地區產學合作。 
(C) 強化就業輔導課程之效益。 
(D) 設置「系友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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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未來三年發展計畫目標 

因應知識經濟、資訊化、專業化、國際化演變的社會，考量本校資源、

條件、臨近地區產業之特色與需求，本系設立以下未來三年發展目標： 
A. 97 與 98 年度目標 

(A) 每年舉辦一次國際學術研討會與數次國內學術研討會。 
(B) 為達到產官學之相輔相成合作，並由國際人力派遣發展研究中

心特與 104 人力銀行及建言企管公司共同合作，開設就業服務

乙級證照班，取得就業服務乙級證照。 
(C) 邁向一流系所努力：提供學生進修管道，培養未來優秀的國際

企業之一流人才。 
(D) 鼓勵教師發表國際知名期刊：鼓勵本系教師參加國內外研討會

並努力發表 SSCI/SCI 之國際期刊或申請計畫案。 
(E) 成立「生涯規劃輔導委員會」，對學生畢業後之(就業、升學、

留學)生涯規劃，有一套完整的輔導諮詢機制。並由系友會提供

系上畢業生校務資訊與提供就業、轉業諮詢、升學服務。 
(F) 繼續推動產學合作，結合 104 人力銀行、輔仁企管公司、建言

企管公司、展圓國際公司、大板根、桃園中信酒店之外，並繼

續拓展產學合作家數，並提供產官學之學術交流，為學生提供

實習，以及產學合作之機會，締造產學雙贏。 
(G) 增聘優良師資：逐年延聘國際名師及兼具理論與實務經驗之助

理教授級以上師資，以滿足教學需求並改善師生比，以嘉惠學

子。 
(H) 與國內外相關系所進行策略聯盟(例：雙學位取得/學分相互承認

制度、教師互訪授課、交換學生、學術研討會等)，經由國際合

作促進交流，使國際企業管理學術發展更邁向自由化與國際化。 
B. 99 年度目標 

(A) 成立在職專班，培養優秀學生。 
(B) 促進產學合作，提升師生實務能力，提供專業管理技術交流服

務。 
(C) 舉辦大型國內外學術研討會。 

 
(8). 預期績效 

本系依擬訂之重點策略並執行其行動方案，預期可達成下列質化目標： 
A. 師資結構、教學研究設備與學習環境更優質化 
B. 學生具有獨立思考能力及良好人際關係能力 
C. 學生具有就業專業能力與就業競爭力 
D. 教師具有優質的教學與實務能力 
E. 教師具有優質的研究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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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建立產官學策略聯盟體系 
G. 學術與國際接軌 
H. 降低學生退學率 
I. 提升學生就業率 

 
(9). 績效評量方法 

A. 定期檢討課程標準，並聘請校外專業人士實施外審 
B. 定期檢討輔導同學取得專業職能證照的成效 
C. 定期評量教師教學、研究、輔導與服務績效 
D. 定期檢討舉辦全國性或國際性研討會成果 
E. 定期檢討國際學術交流成果 
F. 定期檢討與產業界互動與專題製作成果 
G. 加強校友組織與聯絡，掌握畢業生升學、就業狀況與對母校觀感 



 189

 
3.會計資訊學系 
由於企業環境－科技、全球化、市場集中於大型共同基金的影響，使得企業

改變的速度加快、產品生命週期與競爭優勢持續期間縮短、新行業的掘起、

財務活動的增加、以及新型態專業服務的興起，使得會計專業教育必須提出

一個新的願景計畫，以確認出新的價值、新服務、新能力以及新的專業課題，

因此會計專業必須重新調整服務的重心。因此會計人員除了原有的稅務、審

計及記帳服務的工作內容外，將朝向個人財務規劃、舞弊查核與企業管理諮

詢等服務領域發展其專業能力。本系從八十九學年度成立及在九十五學年度

成立研究所後，旨在培育社會及企業亟需之會審專業人才為主要目標，使之

兼具會計與管理、外語能力之優秀人才，期望由理論與實務之課程，以因應

企業環境改變之挑戰。 
本系參酌本校、院之校、院務發展計畫、資源條件、學生素質等內部環境評

估內部優勢與劣勢，並參酌社會需求及國內教育環境情勢等外部環境；並為

有效提昇本院之辦學品質及競爭力，確保本系之永續發展，特制訂本系發展

計畫。本系發展計畫係以三年為期進行發展規劃，本期計畫以 97 學年度至 99
學年度為期。茲首先分析本系之優勢、劣勢、機會及威脅。 

 
(1). SWOT 分析 

Strengths: 
潛在內部優勢 

Weaknesses： 
潛在內部弱勢 

1. 校址鄰近大台北都會區，居北區工業重

鎮，地理位置適中，生源穩定。 
2. 本校為新設大學，系所組織文化可塑性

較高。 
3. 專任教師 11 人，共有 3 位正教授，助

理教授以上者達 92％，師資陣容堅強。

4. 與多所外國學校簽訂姊妹校協議，其中

每年都選送學生到美國 MIT、日本早稻

田大學進修，國際交流已具雛形。 
5. 聘有國家級講座教授帶領研究，教授研

究方法，提升學術研究風氣。 

1.學生平均素質較弱，學習態度不夠積極主

動，教學需相對付出更大心力。 
2.系所專業特色教室與教學軟硬體設備尚

有提升空間。 
3.研究所規模稍嫌不足，影響教學與教師研

究。 
4.校友尚年輕，在產業界知名度的爭取較困

難。 
5.尚未建立強烈品牌形象與學術聲望。 

Opportunities: 
潛在外部機會 

Threats: 
潛在外部威脅 

1. 新大學法與私校法賦予學校發展更大

彈性。 
2. 鄰近大台北都會城區，居北區工業重

鎮，有產學合作機會。本系並與財 
3. 政部北區國稅局及中小型會計師事務

所具有建教實習之合作關係，可提升學

生實務應用能力。 
4. 社會對回流教育需求增強。 

1. 鄰近區域有多所私立大學會計進修管

道，競爭激烈。 
2. 高教政策鬆綁及我國加入 WTO，市場供

給大幅增加，市場競爭性提升。 
3. 少子化使得未來招生更加困難。 

圖 5-33 會計資訊學系之 SWOT 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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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目標與特色 
A. 發展願景與教育目標 

本系積極以資源共享之原則，建立會計教育的整體架構，訓練學生科

技整合的能力，強化學生適應環境能力及就業能力，以落實「知能並

進與學用合一」的教育目標。 
(A) 發展願景（宗旨） 

本系設立宗旨為：培育具備全方位(會審、稅務、資訊科技)之實

務性會審專業人才。所以，本系設立宗旨在於配合資訊化社會

對會審人才需求之迫切性，配合區域發展特色，配合本校商學

院培育具有前瞻性的商管專業人才的教育目標；以培育具備實

務性之專業會審人才及中小企業財務主管。 
(B) 教育目標 

本系教育目標：以學院資源共享之原則，積極建立會計教育整

體架構，訓練學生科技整合能力，以及強化學生適應環境能力，

培育學生就業能力，進而落實「知能並進與學用合一」的教育

目標。 
為了達到「知能並進與學用合一」的教育目標，本系進行相關

會議、座談，討論凝聚共識，認為教育應落實培育學生具有良

好的「五項能力」，使學生畢業即能與業界接軌，並能繼續自

我發展，以滿足業界需求和社會發展。這「五力」之操作目標

為： 
a. 專業能力：實務技術能力、考取專業證照能力、研究創新能

力 
b. 就業基礎能力：基本通訊與資訊應用能力、邏輯思考推理能

力、外語能力 
c. 職業適應能力：正確工作價值觀、卓越的工作態度、強烈工

作企圖心、積極勤奮務實、高度抗壓性、高度挫折容忍力 
d. 倫理與人際關係能力：誠信、親和、包容、協調溝通、領導

統御 
e. 融合大自然能力：欣賞大自然、關懷大自然、飲水思源 

B. 系發展特色 
而本系特色在於所延聘的教師大多具有產業實務經驗且教學經驗豐

富之專業人員，並能運用在個別領域的專業實務經驗，以結合「理論

與實務」兼具的教學規劃，來培育具有專業實務的會審人才。 
鑒於國際化潮流，以及政府積極建設台灣成為亞太營運中心與綠色科

技矽島，國內產業結構轉變，企業面臨轉型與升級挑戰，亟需專業商

管及會審人才參與組織管理、變革與創新，因此，本系旨在培育具有

宏觀思維與前瞻性的會審專業人才，而本系發展具有下列發展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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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師資陣容堅強 
本系師資陣容堅強且具實務經驗，本系助理教授比率達 92%，已可

比擬一般國立大學。 
D. 強化產學合作與核心課程訓練 

(A) 會審專業課程─會計學、中級會計學、高等會計學、審計學等。 
(B) 租稅課程─租稅法規、商業會計法、租稅申報實務、金融法規等。 
(C) 會審實務課程─會計實務研析、審計實務研析、會計資訊系統、

企業資源規劃、企業分析與評價等。 
(D) 政府會計課程─政府會計、非營業事業會計、基金會計等。 

E. 強調外語能力 
(A) 課程規劃：大學部課程規劃，大一大二每週 2 小時的一般英語

能力訓練，共 6 學分，培養學生頂尖的外語能力；新生英文分

級制度，對新生進行能力分班，使不同能力之學生能得到適當

的指導，並建立自我學習之信心。大三大四則逐年增加英語授

課的課程數量與品質，依不同年級之需求，教授不同內容之課

程，使學生循序漸進，培養英文專業語文能力。 
(B) 學習環境：本校設立 24 小時電視牆播放英文國際新聞，目的在

使學生能於日常生活中融入英文，降低學生對英文之排斥與恐

懼，提高英文於生活中的使用機會；成立 Video on Demand 全
球外語視訊交換中心、視聽教室、會話教室、Week in Review
英語電視節目，提供全英語環境，使學生能無時無刻接收到最

新的英文訊息。  
(C) 畢業要求：大學部學生畢業前須通過全民英檢初級或等同測

驗，碩士班研究生畢業前須通過全民英檢中級或等同測驗，以

提高學生之就業競爭力。並有配套措施以解決大四尚未能通過

英檢之學生。 
F. 重視產學合作 

(A) 配合桃園及台灣北部地區之產業特性，舉辦記帳及稅務代理人

之進修班。 
(B) 興辦各類經營管理及就業講座與活動，充分掌握經濟社會變動。 
(C) 本系加強與北部工商企業界及中小型會計師事務所簽署產學合

作計畫。一方面可滿足業界於專業知識之需要，另一方面，可

增進本系學生參與企業實習或個案研究之實務經驗，配合課堂

上所學習知識，應用於實務問題之中，更能有效提高教師之研

究產能，做為理論與實務之有效結合。 
G. 推動國際化 

與國外相關學院進行策略聯盟，經由國際合作促進交流，使學術發邁

向自由化與國際化。本系並與大陸天津財經大學會計系建立學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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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提供教師與學生互訪、學術研討會及提供相關授課教材等。 
 

(3). 策略與作法 
本系以 SWOT 分析為背景，擬定有關教學、研究、輔導、服務等面向之

發展策略及行動方案，並配合校、院訂定之發展計畫，以達成本系之發

展願景、教育目標與未來三年發展目標。簡言之，本系在未來（3 年）

的發展策略擬採取「利基策略」（Niche Strategy），即實施組織再造

（Organization Reengineering）以提升學生的素質及教師的專業技能的改

善策略有： 
A. 本系定位明確化：大學部學生以記帳士證照及培育中小企業財務主管

為主要目標，研究所以會計師及培育高階財務主管為主要目標。 
B. 透過本系課程規劃委員會定期修定本系的專業課程之規劃，並定期與

校外專業人士面談以獲得產業需求之資訊，期盼與企業經營管理的相

關議題接軌。 
C. 透過本系學生學習效果之評量機制，定期修正就業執照輔導方面，例

如會計師與記帳士的相關課程，亦積極與財務金融、法律等相關科系

規劃學程，以協助本系學生取得跨領域的相關證照及就業機會。 
D. 透過舉辦就業輔導講座、學術研討會、讀書會等來強化學生之學術專

業水準。 
E. 強化系學會功能，由系學為執行各項學術活動，來強化學生學生的讀

書風氣及專業學術水準。 
F. 透過產學合作機制，為學生提供實習機會，並建置就業平台以增加學

生的就業率。 
G. 繼續延聘具有會審實務經驗的專業教師，以提升師資陣容。 
H. 運用本校國際交流的各項機會，培育學生具國際化的能力。 

 
(4). 課程架構規劃 

A. 課程規劃運作機制 
首先，本系所課程規劃，需滿足下列之要求： 

(A) 健全之課程委員會之組成與運作，成員包括校內教師、學生代

表與校外學者專家。 
(B) 專業必修與選修課程、及通識課程之規劃妥適完善：課程規劃

應加強跨領域學門知識的整合，課程及學程之設計配合整體教

學目標、學校特色、學術發展趨勢及學生畢業後之就業需求。 
(C) 落實教師規劃提報教學綱要及課程內容，並公布於學校網站。 

B. 課程規劃架構 
課程規劃以達成本系教育目標為依歸，而本系教育目標表現於「五力」

之培育，因此課程架構需涵蓋培育下列特性之課程： 
(A) 邏輯思考與推理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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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專業基礎與專業應用能力 
(C) 職業適應能力 
(D) 倫理與人際關係能力 
(E) 融合大自然能力 

而本系(所)在課程規劃上主要考量在於使學生培育具有「會審、經營

管理與資訊整合」之「全方位的邏輯思維方式」，以培育學生具備科

技整合專業能力及就業能力。並運用外部資源（行政院勞委會職訓局

就業學程及產學合作廠商）提供學生進入職場前之實作能力，以及會

審實務專業能力。就課程內容而言，則涵蓋三類課程： 
(A) 通識課程：包括本國語文、外國語文、資訊教育、歷史研究、

憲政法治、人文藝術、生命科學、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國防

通識。 
(B) 專業課程：依本系所之特性訂定核心課程。 
(C) 人際倫理與大自然體驗課程：包括服務教育、學習護照、參訪

活動、社團活動等等與人際與大自然互動之生活體驗。 
在學分方面，本系兼顧本系所專長特性與學生選課自由，設定一般性

規範如下： 
(A) 畢業總學分為 128。 
(B) 通識科目至多 28 學分 
(C) 專業必修科目至多為總學分數的 1/2 
(D) 專業選修科目至少 18 學分 
(E) 外系選修至少有 14 學分之空間 

 
(5). 行政支援 

A. 系務運作組織 
本系目前共有學士班及碩士班，學生 270 人，專任教師 11 人。行政

人員編制有系主任一人與秘書一人，有工讀生做臨時性支援。 
在本系的行政運作上，依資源共享及行政合一之原則，設立下列委員

會統籌運用本系之教學、研究與行政資源，以促進各系所之發展。 
(A) 系務會議：由系主任、系所教師及學生代表參加，每學期至少

舉行二次，主要目的在協調溝通本系所日常有關教學、研究及

行政等相關事項。 
(B) 系教師評審委員會：由系主任及本系助理教授等所組成，負責

本系教師新聘、續聘、解聘、升等、著作獎勵、進修及研習等

審核工作。 
(C) 系課程整合委員會：由系主任、系所教師、學生、業界與畢業

生代表所組成，負責整合本系課程設計及各學期各系課程排課

協調之工作。 
(D) 未來為使系務推動更具有前瞻性與整合性，擬陸續成立下列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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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 
(E) 系務諮詢委員會：由系教師推薦 3~5 名校外學者及業界專家所

組成，對本系之願景、目標及執行策略提出建言。 
(F) 系圖書委員會：由系教師及學生代表所組成，負責整合本系圖

書及期刊採購清單整合之工作。 
B. 學校須提供的支援 

為使系務發展順暢，達成教育目標與願景，學校須提供充足的下列行

政支援： 
(A) 行政助理之人力 
(B) 專業教室設備與空間 
(C) 研究、服務之空間與設備 
(D) 圖書館資源，包括圖書與期刊、電子資料庫、視聽資料 
(E) 教學、研究儀器設備之維護與管理 
(F) 遠距教學與網路教學相關措施 

 
(6). 系所未來發展之具體建議 

本系特色在於所延聘的教師大多具有產業實務經驗且教學經驗豐富之專

業人員，並能運用在個別領域的專業實務經驗，以結合「理論與實務」

兼具的教學規劃，來培育具有專業實務的會審人才。本系將以「資源整

合與共享」與「產學合作」作為發展的策略原則，而具體行動方案如下： 
A. 系發展與師資改善 

(A) 98 學年度更名為「會計學系」外，並將三年內極力延攬具學術

及實務經驗的師資。 
(B) 積極鼓勵老師升等，改善師資結構，提升學術聲譽。 

B. 提升教學品質 
(A) 融入外部學界與產業學者專家意見，檢討修訂課程配置，以符

合產業需求與社會發展。 
(B) 落實教學助理制度（T.A. System）。 
(C) 輔導與獎勵專業能力證照教育與證照之取得，以提升學生就業

競爭力。 
(D) 強化合理之教學評量，並舉辦教學觀摩提升教師專業教學知能。 
(E) 推動 E 化的學習，使本系未來教學上可建立網路教學，讓同學

透過網路來學習會計課程，來增加本系學生之學習能力。 
(F) 邀請豐富之學者與專家加入本系授課或指導研究，降低師生

比、及具多元化之教學。 
C. 提升學術研究水準 

(A) 鼓勵教師組成研究群，爭取大型研究計劃及舉辦各項學術與實

務研討會。 
(B) 鼓勵研究生協助教師或參與老師研究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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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充實圖書儀器設備與空間 
(A) 圖書儀器設備之添購務求時效與實用性，以充分發揮其在增進

教學與研究功能之用途。 
(B) 利用跨系整合實驗室，以提供本系相關課程之企業經營模擬、

專業能力證照教育、個案教學使用。 
E. 推動產學合作 

積極與會計師事務所及一般企業建立建教合作關係，提供學生實習機

會，增加學生畢業後就業的多重選擇。 
F. 提昇國際視野 

(A) 與國外相關學院進行策略聯盟，如經由教師與學生互訪、學術

研討會等，使學術發展邁向自由化與國際化。 
(B) 推動使用英文教材與英語教學，提升外語能力。 

G. 促進跨校結盟 
(A) 與鄰近屬性或發展特色相異之大學建立策略聯盟，進行合作交

流。 
(B) 藉著網路科技，將桃園縣及台北縣之綜合高中及高商等上游學

校納入「學校供應鏈」體系，以因應國人生育率降低、政府開

放高教設置措施、及我國加入 WTO 之三重衝擊。如允許「學校

供應鏈」體系高中學生選修大學一年級基礎必修課程如微積

分、會計學等，修畢後所得之學分在進入本校後可以抵免，藉

著先修課程之設計，增加高中學生選擇本校。 
H. 擴大回流教育與專業服務 

(A) 擴大在職進修及產業學分班，營建終身學習體系，厚植社會人

力資本，有利於日間部學生獲得專業實習機會，及增加產學合

作之機會。 
(B) 鼓勵教師對社會提供各種社會、經濟、商管等專業性服務，利

用各種有效行銷管道打響開南商學院的知名度。 
I. 促使學生充分就業 

(A) 推動與中小型會計師事務所之產學合作。 
(B) 強化就業輔導課程之效益。 
(C) 設置「系友服務中心」。 

 
(7). 未來三年之規劃 

因應知識經濟、資訊化、專業化、國際化演變的社會，考量本校資源、

條件、臨近地區產業之特色與需求，本系設立以下未來三年發展目標： 
A. 持續敦聘國內外具會審、稅務、會計資訊等實務經驗豐富的師質（2~3

名），增強研究能量及產學合作。 
B. 積極落實終身學習體系，累積社會人力資本。 
C. 每年舉辦學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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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產學合作，提升師生實務能力，提供專業管理技術交流服務。 
E. 設置「系友服務中心」。 

 
(8). 預期績效  （包括質與量） 

A. 量化績效指標 
(A) 師資延攬情況。 
(B) 師生比維持為 1：25。 
(C) 師生對外發表論文數量增加 5~10 篇。 
(D) 產學合作研究計畫數量增加 5 件。 
(E) 學生取得專業證照人數或比例呈倍數成長。 

B. 質化績效指標 
本系依擬訂之重點策略並執行其行動方案，預期可達成下列質化目

標： 
(A) 師資結構、教學研究設備與學習環境更優質化 
(B) 學生具有獨立思考能力及良好人際關係能力 
(C) 學生具有就業專業能力與就業競爭力 
(D) 教師具有優質的教學與實務能力 
(E) 教師具有優質的研究能力 
(F) 建立產官學策略聯盟體系 
(G) 降低學生退學率 
(H) 提升學生就業率 

 
(9). 績效評量方法 

A. 定期檢討課程標準，並聘請校外專業人士實施外審 
B. 定期檢討輔導同學取得專業職能證照的成效 
C. 定期評量教師教學、研究、輔導與服務績效 
D. 定期檢討舉辦全國性或國際性研討會成果 
E. 定期檢討國際學術交流成果 
F. 定期檢討與產業界互動與專題製作成果 
G. 加強校友組織與聯絡，掌握畢業生升學、就業狀況與對母校觀感。 

 
(10). 結語 

本系目前專任師資 11 人，日間學生及碩士班學生共計 270 人。本系同仁

都存在相當高的默契及共識，堅忍踏實的自我提昇，因此有信心掌握時

代脈動，在既有的基礎上按部就班地推動本計畫書的計劃內容，系務必

能有顯著地進步及發展，培育出理論與實務能力兼具之前瞻性會審人

才，滿足當前「國際化」、「資訊化」、「專業化」趨勢下之產業與社會發

展需求，落實「知能並進與學用合一」的教育目標，建立學術聲望與地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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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企業與創業管理學系 

(1). SWOT 分析 
Strengths: 
潛在內部優勢 

Weaknesses： 
潛在內部弱勢 

1. 本系是全國唯一將創業技能之養成納

入培育目標之系所，符合我國產業以中

小企業為主幹之特質，具系所獨特性。

2. 師資陣容堅強，擁有豐富的實務經驗，

正教授師資比率 21%，同時助理教授以

上比率高達 94%，並擁有 18 名助理教

授以上專業師資。本系並有國家級傑出

講座教授親自帶領本團隊，朝向國際一

流的方向邁進。 
3. 完整課程規劃與自我改善機制，滿足社

會脈動與學生需求。 
4. 重視學生生活教育、教學研究、社團輔

導及多元語言能力。 
5. 強調外語能力，每學期 2 學分共 14 學

分，培養學生具國際觀的語言能力。 
6. 強化商學基礎課程，培養學生對外就業

考試與研究所考試的強大競爭力。 
7. 所 EMBA 聲譽良好、向心力極高，產

學合作具豐富成效 

1.在學校知名度與地理區位上較具劣勢，較

難吸引頂尖名師加入。 
2.學生指考分數與台北區國立大學或前段

私立大學重疊性高，在校譽與地理劣勢

下，致使報到率不高。 
3.系所行政人力與資源明顯不足。 
4.專業教室、軟硬體設備待加強建構整合。

5.學生基礎學科能力不足，導致學術發展的

潛力較弱。 

Opportunities: 
潛在外部機會 

Threats: 
潛在外部威脅 

1. 配合國內創業門檻降低與需求增加，本

系創業管理特色有助於建立差異化，提

升吸引力。 
2. 創業管理漸成顯學，產、官、學、研合

作機會增加。 
3. 終身學習社會漸趨成熟，大學回流教育

人口持續成長，招生來源更趨多元化。

1. 國內高等教育市場已趨飽和，人口出生率

呈現下降趨勢，市場競爭壓力大。 
2. 認可大陸學歷後面臨學生赴大陸就學，產

生與大陸大學競爭之壓力。 
3. 區域教育市場競爭激烈（桃園境內多所大

學、技術學院）。  
4. 加入 WTO 之後，除面臨國內多所大學成

立聯校系統競爭外，亦需同時面臨國際學

校來台招生之威脅。 
5. 同質性大學院校多，彼此競爭度極高。 

圖 5-34 企業與創業管理學系之 SWOT 分析圖 
 

(2). 目標與特色 
A. 設立宗旨與教育目標 

本系(所)係依循校務暨院務發展計畫之目標規劃，本系之設立乃依據

以下三點：(1)順應企業全球化之趨勢與配合區域性產業發展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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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2)呼應聯合國教科文組織在 1999 年發表的「21 世紀的高等教育：

展望與行動世界宣言」中提出：必須將創業技能和創業精神作為高等

教育的基本目標；(3)因應我國以中小企業為主幹之經濟體質與國人

創業需求趨勢，將設立宗旨與教育目標擬定為： 
(A) 設立宗旨：培育具國際觀、主動性、創新力之務實企業與創業

管理人才，強化資訊、知識處理能力(KIPA)與豐富管理知識，

強化同學就業競爭力，並提昇我國企業在面對全球化壓力之競

爭力，厚植企業人力資本。 
(B) 教育目標：培育具備「敬業理念」、「管理專業」、與「創業技能」

之企業與創業管理卓越人才。 
B. 系所發展特色 

(A) 系所獨特性 
本系是全國唯一將創業技能之養成納入培育目標之系所，鎖定

大型企業就業與中小企業創業兩大培育方向，並安排直升研究

所輔助課程、企業就業課程模組、中小企業創業學程之三大類

進階課程，不僅與台灣現今社會脈動與產業特性相吻合外，也

有助於提昇學生升學、就業之競爭力。 
(B) 師資特色 

a. 擁有包含國家級講座教授與多位學術界卓越師資親自帶領本

系師生研究，強化本系研究能量。 
b. 專任教師亦擁有豐富的實務經驗，強調國際化與本土化兼具

之個案教學。 
(C) 課程與教學特色 

a. 動態性課程調整：確立社會恆常價值，掌握經濟社會脈動，

提升學生競爭力。 
b. 知名教師引領學術研究：敦聘國際級名教授帶領教師群進行

研究，使資淺教師得以將研究融入教學，創造綜效。 
c. 落實分流教育：配合學生個人特質與意願，著重中小企業創

業與企業就業兩大學程規劃。 
d. 強化基礎學科訓練：增加經濟、會計、統計等三門課程學分

數，強化學生基礎能力。 
e. 強化外語課程：提高英語修課年限、推動英文檢測，並建立

畢業門檻。 
f. 全人教育學程設計，專業與通識併行。 
g. 設計重點輔助課程，跨科資源統合運用。 

(a). 推動證照、升學領域開設重點輔助課程 
(b). 外語、財務課程委由應用英語科、財務金融系訓練  
(c). 配合校園網路設立，加強資源統合與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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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專業課程實務化及活動化 
a. 推動個案式及活動式教學 
b. 鼓勵教師培養多元實務性能力 
c. 加強與產業界之密切互動 

 
(3). 策略與作法 

A. 建立系所差異化 
(A) 配合產業趨勢，調整系所特色與培育目標 
(B) 配合系所轉型，逐步調整大學部與碩士生人數，並積極籌設博

士班 
(C) 落實自我改善機制，提昇學生滿意度 

B. 強化師資陣容 
(A) 逐年延聘理論與實務兼具之高階師資、降低生師比 
(B) 遴選優秀教師至國外知名學府或實務界交流學習 
(C) 建立教師專業成長管道，如鼓勵教師參加校內外高階商管理

論、研究方法、實務專長研習營、赴公民營機構研習等 
(D) 積極鼓勵老師升等，改善師資結構，提升學術聲譽 
(E) 確實落實教師之教學、研究、輔導與服務評量 
(F) 遴聘業界師資，強化實務課程之教學 

C. 提升教學品質 
(A) 推動整合開課制度，落實專長授課 
(B) 建立助教制度，協助教師教學與學生學業輔導 
(C) 融入業界意見，適時檢討修訂系所課程規劃，以符合產業需求

與社會脈動 
(D) 推動並獎勵專業證照教育與證照之取得，以提升學生就業競爭

力 
(E) 落實教學評量、舉辦教學觀摩，提升教師專業教學知能 
(F) 實施學習預警與補救教學，關注成績不佳或出席率不高之學生 
(G) 建立老師個人教學網站，作為協助教學並方便學生取得教學資

源 
(H) 推動教學優良、研究優良、資深教師優先選課制度 

D. 增進研究能量 
(A) 聘請薪傳學者，以帶領本系提昇研究水準與能力 
(B) 依院內教師專長及研究興趣分成不同研究團隊，定期研討以為

論文合作及對外爭取研究計畫之基礎 
(C) 整合院內研究人力，爭取國科會整合型研究計畫或地方特色產

業研究計畫 
(D) 鼓勵研究生協助教師或參與老師研究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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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訂定畢業前發表期刊論文或研討會論文為研究生畢業條件 
E. 充實圖儀設備 

(A) 聘請薪傳學者，以帶領本系提昇研究水準與能力 
(B) 掌握「資源互享」、「高設備利用率」之原則，有效整合預算編

列與應用，增購相關圖儀設備 
(C) 圖儀設備之添購務求時效與實用性，以充分發揮其在增進教學

與研究功能之用途 
(D) 增設「企業營運模擬中心」、「財務金融專業教室」，以及「企業

資源規劃實習室」，並逐年充實內部軟硬體設備 
F. 落實產學合作 

(A) 爭取學生海內外實習機會，落實最後一哩 
(B) 結合地區產業特性，推動產學合作，締造產學雙贏 
(C) 落實教師下鄉勤走江湖，吸取實務經驗 
(D) 推動產官學策略聯盟，爭取業界資源提升學生實務經驗 

G. 擴展國際視野 
(A) 落實菁英計畫，推動學生申請交換學生與雙連學制 
(B) 鼓勵教師參與交換學者課制度、參與海外學術研討會 
(C) 增聘外籍師資以及外籍交換學生之比重，進而推動雙語教學，

提升外語能力 
(D) 推動暑期海外實習計畫，提昇國際觀 

H. 推動跨校結盟 
(A) 與鄰近大學相關系所建立策略聯盟，進行合作交流 
(B) 積極的尋求與國內他校或研究中心的合作，期能整合研究人力

進行大型計畫，爭取外界經費，倍增研究能量 
(C) 因應國人生育率降低，將桃園縣及台北縣之綜合高中及高商等

上游學校，簽訂策略聯盟，並期納入「學校供應鏈」體系 
I. 擴大回流教育 

(A) 擴大在職進修專班、產業學分班、碩士在職班，營建終身學習

體系，厚植社會人力資本；並有利於日間部學生獲得專業實習

機會，及增加產學合作之機會 
(B) 鼓勵本系教師對社會提供各種社會、經濟、商管等專業性服務。 

 
(4). 課程架構規劃 

本系之課程設計上，乃依據圖一之規劃流程加以設計，專業課程之規劃

乃基於(1)產業脈動、(2)本系培育目標、(3)課程銜接性之三方面，並注重

學生選課意願，透過系課程規劃委員會加以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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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5 企業與創業管理學系課程設計圖 
 

在規劃會議中，委員所考慮之重點項目如圖 5-35 所示，亦即除上述之考

量點外，亦考慮學校未來走向、學生能力負荷等方向，期達因材施教之

目的。而本系之課程規劃流程(如圖 5-36 )係先透過包含有產業界人士、

本系學生代表，以及本系專業教師組成之課程委員會進行充分的討論，

形成決議後，再經系務會議與院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並藉以選定教學方

法與添購必要之教材設備，另依據實施之狀況，透過系務會議與學生教

學評量與相關問卷，定期回饋。 
 

學生選修意願 配合業界脈動 學校發展方向本系培育目標

選修課程 必修課程 

課程銜接性 專業/業界師資遴

訂定課程 

學生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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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規劃會議 

課程設計、規劃 

系務會議 

院務會議 

擬定教學方法 

與教材設備 

定期回饋 

教師: 系務會議 

學生: 問卷及座

Yes 

No 

 
 
 
 
 
 

 
 
 
 
 
 

圖 5-36 企業與創業管理學系課程規劃流程 
(5). 行政支援 

A. 系所運作組織 
本系之組織架構如圖 5-37 所示，系務會議為本系最高權力機構，下

設系務發展委員會、學術發展委員會、課程規劃委員會、教師評審委

員會、預算規劃委員會、產學合作小組、創新與創業推動小組，以及

自我評鑑小組等八個組織，系主任負責綜理本系各項行政事務。茲將

本系各委員會之功能簡述如表 5-28。 
 
 
 
 
 
 
 
 
 
 
 
 
 
 
 
 
 
 
 
 
 
 

圖 5-37 企業與創業管理學系組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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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8  企業與創業管理學系各相關委員會運作機制表 
編號 委員會名稱 職責 
1 系務發展委員會 (1) 規劃本系教務、學生事務、總務、研究及其他系內重要

發展事項 
(2) 有關教學評鑑辦法之研議 
(3) 辦理系務會議決議交辦事項 

2 學術發展委員會 (1) 促進學術研究風氣 
(2) 開發本系資源 
(3) 提升本系競爭力及強化服務社會功能 
(4) 辦理系務會議決議交辦事項 

3 課程規劃委員會 (1) 研擬本系之課程規劃 
(2) 審查轉學生學分抵免 
(3) 研擬及規劃與本系課程規劃相關事項 
(4) 辦理系務會議決議交辦事 

4 教師評鑑委員會 (1) 教師服務資歷、資格、等級及聘期審議 
(2) 教師聘任、續聘、升等、解聘、停聘、不續聘及資遣等

審議事項 
(3) 教師敘獎之審查事項 
(4) 教師延長服務及出國講學、研究、進修之審議 
(5) 其他相關法令應經本會審議之事宜 

5 預算規劃委員會 (1) 規劃本系年度設備需求 
(2) 編列本系年度之預算及分配 
(3) 辦理系務會議決議交辦事項 

6 自我評鑑小組 (1) 負責撰寫系所自我評鑑報告 
(2) 負責進行評鑑結果書面報告修正、增補與說明 
(3) 辦理系務會議通過交由或授權本小組處理之事務 

7 產學合作小組 (1) 研擬及規劃本系學生實習企業 
(2) 促進各類產業發展 
(3) 辦理系務會議決議交辦事項 

8 創新與創業推動

小組 
(1) 探討中小企業的形成與發展相關研究 
(2) 探討中小企業創業之各項方法與相關發展 
(3) 執行桃竹苗地區（或台灣北部區域）等之中小企業各項

委託案 
(4) 舉辦中小企業各項論壇及研討會 
(5) 出版中小企業等相關學術與實務刊物 
(6) 促進中小企業各項國際交流活動 

 
 

B. 行政支援 
本校組織分為五大學院(商學院、人文社會、資訊、運輸觀光、健康

照護管理)，依學院之性質各有相關系所成立，可謂組織明確、架構

清楚。然專職行政人力過少，行政經費不足，對於各系所各項行政工

作的推動將有所影響，幸有系上教師協助支援，使各項工作目前尚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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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順利施行。各系每學期將依實際需求定期或不定期舉辦教評會、課

程委員會、系務會議等會議，在已有的施行辦法及組織架構下均能順

利推行。師資遴聘、升遷、進修等程序本院均有相關規章及周全的流

程辦理。其他各項組織章程亦將逐年審定修正，已能切合實際，更為

合宜。 
(A) 系務會議及系評會運作情形 

a. 由於本系特殊性質，系所合一，因此，系所務會議向來均合

併舉行，系上每學期依實際需求，定期或不定期召開系務會議

及系評會議，以確保系上之教務、系務工作能順利進行。 
b. 本系關於教師遴聘、升遷等程序皆依據學校之教師升等審查

辦法及開南大學教師聘約確實執行。 
(B) 系務行政品質改進措施及成效 

本系系務行政在系助理認真負責的工作下，相關業務的推動並

無窒礙之處。但為求精益求精，本系在校方的指導下，仍朝以

下方向努力： 
a. 建立檔案系統 
為能達到知識管理的目的，使經驗的傳承有所依據，本系正逐

步將系務行政相關文件與檔案，逐步建立檔案，希望能做到所

有紀錄皆電子化的目標，以利行政效率的提升。 
b. 建立 E-Mail 通報系統 
為能有效節省行政成本，實踐環保意識，本系建立電子化的通

報系統，希望能有效降低相關通知、函件的列印、影印數量，

藉由 E-Mail 的使用，達到快速、清潔、環保的行政環境。 
 

(6). 系所未來發展之具體建議 
A. 加強外語及資訊技能訓練，使具宏觀思維、談判協調、與科際整合之

能力。 
B. 未來將依學生比例成長，逐年延聘學有專精及兼具理論與實務經驗之

助理教授級以上師資，以滿足教學需求並改善生師比。 
C. 與國外相關系所進行策略聯盟(例:雙學位取得/學分相互承認制度、教

師互訪授課、交換學生、學術研討會等)，經由國際合作促進交流，

使企業管理學術發展更邁向自由化與國際化。 
D. 鼓勵本所研究生協助教師或參與老師研究專案，一則增加研究所之人

力資源，二則提昇本所研究生之研究能力。 
E. 掌握「資源互享」、「高設備利用率」之原則，有效整合預算編列與應

用，持續增購教學相關設備器材及充實圖書等。 
F. 推動各種證照資訊，鼓勵學生報考，提昇系所優勢。 
G. 申請成立博士班。 

 
(7). 未來三年之規劃 

A. 遴聘專業領域且具豐富實務經驗之創業領域師資，強化系所特色 
B. 發展成為北區創業育成中心 
C. 延聘管理學門之薪傳學者，持續增進研究能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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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建立就業導向之實務研究能量，與提升研究論文能量 
E. 落實務實的產學合作計畫，朝提供學生實習機會、教師實務交流為

主，締造產學雙贏 
F. 落實菁英計畫，推動學生申請交換學生與雙連學制 
G. 鼓勵教師參與交換學者課制度、參與海外學術研討會 
H. 推動跨校結盟，建立學校供應鏈體系 

 
(8). 預期績效（包括質與量） 

一年至少 30 場演講及 10 家產學合作廠商。 
A. 一年至少 1 場大型學術研討會。 
B. 考上碩博士班人數增加至 25 人；交換學生人數每學年增加至 5 人。 
C. 一般生師比達 35 以下，正副教授比率達 50%以上。 
D. 師生對外發表 PAPER 質量增加 30%。 
E. 大學部學生報到率達 80%以上。 
F. 學生滿意度達 4.0 以上(5 級分)。 
G. 學生畢業一年內就業率達 80%。 
H. 學生創業率達 5%。 
 

(9). 績效評量方法 
A. 舉辦學術研討會及演講次數 
B. 承接之研究計畫數量 
C. 教師與研究生發表學術期刊之數量與質量 
D. 學生考上碩博士班及交換學生人數 
E. 報考本所人數及本所學生報到率 
F. 畢業學生就業情形 
G. 畢業學生取得專業證照人數或比例 
H. 系所滿意度調查 

 
(10). 結語 

大學是學術研究之殿堂，教育則是持續不斷的過程，本系之組織文化

強調團隊合作，所有教師均有機會，參與系內各項功能任務或委員會工

作，充分討論形成決議，期結合本系所有成員與系友之力量，督促本系

教師積極從事教學與研究工作，提升學生學習動機及能力，冀培育具備

「敬業理念」、「管理專業」、與「創業技能」之企業與創業管理卓越人才，

並提供本系永續發展的動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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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風險管理學系 
(1). SWOT 分析 

Strengths: 
潛在內部優勢 

Weaknesses： 
潛在內部弱勢 

1. 風險管理專業領域補足傳統系所缺乏

不足；為因應國際潮流，符合業界需求

的特色科系。 
2. 教授學有專精，研究專長領域配合教授

課程 
3. 課程規劃理論基礎，實務訓練並重：基

礎必修課程以商學院之專業相關課程

為主，務求基礎訓練課程能建立學生正

確理論及數理基礎，奠定進入更專業領

域訓練之良好根基。實務訓練課程著重

於養成能為產業所用之經理人或相關

專業人員，獲行政院勞工委員會認可為

合格之工安衛人員訓練機構，使本系學

生在畢業後，自動取得等同於勞工安全

管理員乙級國家證照之資格。 
4. 專業課程以英文教科書配合中文授

課，強迫同學養成閱讀英文的習慣，熟

悉專業術語英文用法，並逐漸由“不懼

怕看英文”進而建立學習英文的信心。 
5. 實務學習協助本系同學提昇畢業後就

業競爭力：建教合作機構涵蓋金融保險

企業安全，及文教機構四大產業。導入

CPCU 國際証照課程。 
6. 注重教學： 

(1) 落實點名制度，缺課時數超過三分

之ㄧ者一律扣考。 
(2) 配合學校政策實施基本當率：大

一：15%，大二：10%，大三： 5%；

學習未達標準同學，決不姑息。 
(3) 部分必修科目實施 prerequisite 制

度；例如：大二統計學檔修大三精

算統計；務求同學打穩基礎。 
7. 設立課後學習輔導機制，幫助一時學習

落後同學趕上進度； 
(1) 專任教師公告 office hour，有利同學

隨時到各教師研究室討論解惑。 
(2) 除 office hour 外，本系專任教師另

排定系辦公室輔導時段。 

1.隨著本系同學進入高年級，「企業風險稽

核」及「物產風評估」領域師資仍有成長

空間；需提早延聘優秀符合專長專兼任師

資，以減輕現有教師未來之任教壓力。 
2.因本系學生客觀上需要教師投注較多的

精力，專注於課業輔導；而且依據規劃也

將教學列為本系第一要務，教師必須將教

學所佔時間之比重加重，以期奠定學生良

好基礎。因此教師分配於研究與專業表現

上時間受到壓縮，使數量及品質皆有待加

強。 
3.私立院校系所可支配之經費相對有限，影

響本系舉辦各項課外輔導課程、研討會、

生涯規劃演講等各類學術或非學術活動

的動力及多樣性。 



 207

Opportunities: 
潛在外部機會 

Threats: 
潛在外部威脅 

1. 新大學法與私校法賦予學校更大彈性。

2. 本校位置鄰近大台北都會區，較有產學

合作機會。 
3. 政府法令規範，對具備資格之ㄧ工程暨

安衛風險管理員，需求殷切，畢業生就

業機會增加。 
4. 企業組織對企業風險稽核管理人才，日

益倚重。 

1. 開南風險管理學系自 94 學年度成立至今

僅三年；科系設立時間有限，國內知名度

尚未打開，社會對本系之認同有待建立；

影響新生素質提升較緩慢，以及增聘遴選

適宜教師相對困難。 
2. 本系學生進入大學前語文、數理能力訓練

相對不穩固；影響求學態度及參與國際活

動的信心。 
3. 人口出生率下降，影響招生。 
4. 會對“風險管理”仍停留在傳統“保險規

劃”的思維中。 
圖 5-38 風險管理學系之 SWOT 分析圖 

 
(2). 目標與特色 

風險管理學系設立宗旨即培育符合業界需求的風險管理基人才，教學目

標設定在訓練本系學生具備主動評估並管理產業各類風險的基本能力；

課程規劃以核心課程「風險管理概要」、「工程風險分析與管理」、「工(職)
業安衛管理」、「企業風險管理概要」為中心，涵蓋「工程暨安衛風險管

理」與「企業風險稽核」二大領域。補足及培養符合企產業界所需之「風

險管理人」(risk manager)，以及具備各類產業基本風險管理知識之「保

險經紀人」(insurance manager)；以達成符合業界需求風險管理基礎人才

的設立宗旨。 
(3). 策略與作法 

A. 策略： 
本系透過（1）具備外文基本能力；（2）具備風險管理產業之基本專

業知識；（3）擁有風險管理產業之管理實務經驗；（4）具有人文素養

及協調溝通能力；（5）培養民胞物與的胸懷及認識多元生活空間，以

達成本系培育符合業界需求的風險管理基礎人才之教育宗旨及訓練

學生具備主動評估並管理產業各類風險基本能力的教學目標。 
B. 作法： 

  具體做法如：（1）循序漸進加強外語能力；（2）鼓勵參與國際活動；

（3）專業課程歸化；（4）延聘專業師資；（5）舉辦學術活動；（6）
建教合作及證照輔導課程；（7）生活輔導及社團活動；（8）多元學習，

進而達成開南大學商學院「五力」操作教育目標。 
(4). 課程架構規劃 

A. 本系課程規劃之必、選修科目皆以「核心科目」為中心，涵蓋「工程

暨安衛風險管理」及「企業風險稽核」兩大領域，輔以基本必修中之

「保險規劃」基本知識數理，法規課程；理論基礎實務訓練並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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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規劃架構

工程暨安衛風險管理

保險規劃

企業風險稽核

基礎必修

必修 選修
‧人身風險 ‧保險法規
‧財產風險 ‧國際保險
‧保險學概要 ‧金融証卷法規

選修
‧市場風險分析與評估
‧專案管理
‧作業風險
‧公共建設風險分析
‧職業防災與處理
‧工程風險分析與管理
‧健康風險管理
‧工業安全與衛生管理(Ⅱ)

必修
‧財務數學
‧財務管理
‧風險理財

選修
‧管理學
‧投資學
‧經濟分析
‧理財規劃
‧內部稽核
‧信用風險分析與評估
‧衍生性金融商品
  (Ⅰ)(Ⅱ )

支援選修

‧會計學 ‧商事法
‧經濟學 ‧民 法
‧統計學 ‧高等應用統計
‧微積分

‧電子商務 ‧資料庫設計
‧管理數學 ‧地理資訊系統
‧模糊理論 ‧決策支援系統
‧高科技風險管理
‧多目標決策分析

核心課程

‧風險管理概要
‧企業風險管理概要
‧工程風險分析與管理
‧工業安全與衛生管理(Ⅰ)

專業語文必修

‧專業英文(1)(2)

B. 理論基礎必修課程以商學院之專業相關課程為主，如經濟學、會計

學、統計學、管理學、管理數學、風險管理等，修習總數共計 33 學

分；輔以相關之財經法律課程，如民法概要、金融證券法規、保險法

規等；務求基礎訓練課程能建立學生正確理論及數理基礎，奠定進入

更專業領域訓練之良好根基。 
C. 實務訓練課程著重於養成能為產業所用之經理人或相關專業人員；而

本系為行政院勞工委員會認可之工安衛人員培訓機構，故本系同學在

畢業後將自動取得等同於乙級工安衛管理員國家證照。 
D. 為配合金融服務業重視認證制度之理念，本系更於正課之餘，利用大

二、大三系共同時間，延聘私人教育機構中實務經驗豐富之講師，免

費授課，輔導學生取得相關證照；獲取業界認同。課程規劃，如下圖

5-39 所示，使同學接受完整的專業訓練，以達成本系之設立宗旨及

教學目標。 
 
 
 
 
 
 
 
 
 
 
 
 
 
 
 
 
 
 
 
 
 
 
 
 
 
 

圖 5-39 風險管理學系課程規劃設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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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行政支援 
本系行政管理組織以系務會議為首，出席成員含本系專任教師、職員代

表乙名、學生代表乙名，系務會議由系主任召開並主持；下設教師評審

委員會、課程委員會、系自我評鑑委員會及系學會，如圖 5-40 所示。 
 
 
 
 
 
 
 
 
 
 
 
 
 
 
 
 
 
 
 
 
 
 
 
 
 
 
 
 
 
 
 

圖 5-40 風險管理學系行政組織圖 
 

(6). 系所未來發展之具體建議 
A. 儘速擴充系上圖書及資訊設備，建立現代化的資訊學習環境，增進學

生資訊工具的應用能力。 
B. 要求專任老師積極參與學術研討會，宣傳本系特色，奠定本系在風險

管理領域的特殊地位。 

系辦公室 

系務會議 系課程委員會 系教評委員會 

職掌如下： 
1. 負責研擬、規劃本系課程之

必修與選修科目； 
2. 協調各教學單位相互支援

授課事宜； 
3. 制定轉系生、轉學生之本系

課程抵免原則； 
4. 制定本系必修課程緩修原

則； 
5. 審訂本系課程綱要； 
6. 制定其他與本系課程相關

事宜。 

職掌如下： 
1. 本系專兼任教師之聘任、聘

期、續聘、改聘、升等、休

假、解聘、停聘、不續聘、

資遣等之審議； 
2. 本系專任教師赴國內外學

術機構講學、進修及研究申

請案件之審議； 
3. 本系專任教師申請延長服

務之審議； 
4. 本系專任教師年功加俸及

重大獎懲之審議； 
5. 其他依法令應由本會審議

之事項。 

職掌如下： 

討論本系行政、教學、研究

及其它有關系務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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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積極聘請或挖角學有專精且跨領域的博士級專任師資。 
D. 採購與風險管理相關的專業資訊系統軟體，使學生在專業領域上能熟

練 e 化工具。 
(7). 未來三年之中長程規劃 

開南風險管理學系尚在成長茁壯階段，力求站穩腳步；展望未來： 
A. 循序漸進加強本系同學英文能力已漸有成效；將持續鼓勵同學爭取參

加國際活動，開展國際視野，加強國際交流。 
B. 再落實課程規劃，課業輔導機制；使本系畢業生成為：業界優良的基

礎專業人才；學術單位有潛力、訓練完整的研究生。 
(A) 97 與 98 年度目標： 

a. 增聘優良師資充實「企業風險稽核」、「物產風險評估」教學

能量，使本系設計規劃專業領域結構更為完整，進而提升教學

及研究能量。 
b. 配合校方籌設”健康管理學院”政策，計劃擴展”健康風險管理”
領域課程，使本系” 工程暨安衛風險管理”領域涵蓋更為完

整，學生更有競爭力。 
(B) 99 年度目標： 

a. 持續增強師資陣容，專任教師達到 12 位。 
b. 設置「系友服務中心」服務首屆畢業同學。 
c. 舉辦國內外學術研討會 

(8). 預期績效 
A. 每年本系專任師資至少發表一篇學術期刊論文、參加一場國內或國際

學術研討會發表研究心得。 
B. 因風險管理為一較專業性之科系，在本系堅強之師資陣容下，必能吸

引多數學生就讀學習，使報到率達到百分之八十以上，並逐年增加。 
C. 組織架構更趨健全而院務發展藍圖更具務實與創新特質 
D. 師資結構、教學研究設備與學習環境更優質化 
E. 學生具有獨立思考能力及良好人際關係能力 
F. 學生具有就業專業能力與就業競爭力 
G. 教師具有優質的教學與實務能力 

(9). 績效評量方法 
A. 發表學術期刊之數量與質量。 
B. 畢業學生繼續進修人數。 
C. 畢業學生就業情形。 
D. 畢業學生取得專業證照人數或比例。 
E. 大ㄧ學生報到率。 
F. 相關公正雜誌(如天下、遠見)公佈之評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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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安全暨科技管理學系 
從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服務業發展綱領及行動方案」及「我國現行行業

分類與〈服務業發展綱領及行動方案〉12 項服務業之對照表」中指出，現有

保全業公司已高達五百家，從業人員高達約四萬五仟多人，加上物業管理相

關產業，年產值達六百五十億元，成為國內新興服務產業之一，每年保全相

關產業之年產值亦繼續以百分之十三之成長率成長，其未來之發展極具潛

力。本系經教育部通過，於九十五年正式招收大學部，為國內首創著重安全

管理專業學程之大學，旨在培育日趨受國人重視之安全管理相關領域之專業

管理人才，以因應社會多元快速發展，居住環境等所產生人身與財產安全防

護。 
本系奉教育部核可後，於九十七學年度正式更名為「安全暨科技管理學系」。

更能符合安全產業科技化的趨勢。 
本系屬商學管理學群。課程規劃上，以商學管理為基礎，將安全管理與電子

系統科技整合為進階課程，相較於相關系所，更能凸顯出本系的多元化發展。

因此本系之獨特性即在融合「安全」、「商管」、「科技」，培育出具有競爭力之

現代安全專業管理人才。本系發展定位為「學以致用」之學系。期以培養出

安全專業管理人才，將數位科技與企業經營、安全防護等相關領域的知識整

合運用。目前國內其他之學校設有相關學系者包括本校、吳鳳技術及銘傳大

學，其特色及課程規劃比較如下 
 

 
表 5-29  安全暨科技管理學系與他校之系所比較表 

 開南大學 
保全管理學系 

吳鳳技術學院 
保全管理學系 

銘傳大學 
安全管理學系 

學群 管理學群 安全學群 社會科學學群 
目標 理論與實務並重之安全產

業專業經理人 
安全產業的專業人才 

特色 1.兼重理論與實務的教學 
2.注重產學合作 
3.推廣保全教育 
4.多元進修管道 
5.以商管為基礎，安全產業

管理為取向，並著重建構

國際化之教學情境。 

 1.培養學生的專業能力成

為安全產業的中堅幹部。 
 2.加強學生職業倫理的訓

練成為客戶信賴的對象。 
 3.健全學生體魄成為擔負

生活家計的本錢。 
 4.發展多元進修管道，暢通

學生求知的動力。 

1.學生全人化 
2.課程創新化 
3.師資精進化 
4.資源整合化 
5.教育國際化 

課程

規劃 
基礎訓練： 
著重基礎能力知識、數理

邏輯的基礎訓練、以及商

學基礎課程。 
進階課程： 
1.安全管理專業學程 
2.安全產業經營管理學程 
3.電子系統科技整合課程 

學科部分： 
1.「電子保全」學程 
2.「保全經營管理」學程 
3.「犯罪防治」學程 
術科部份： 
1.緊急救護 
2.柔道 
3.综合逮捕術 

課程分為專業基礎課

程及專業選修課程： 
1.犯罪防治學群 
2.警勤應用學群 
3.安全管理學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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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WOT 分析 

Strengths: 
潛在內部優勢 

Weaknesses： 
潛在內部弱勢 

1. 強調外語能力：除了課堂上的訓練以外，本校於

學生活動的全部區域中，架設電視數十台，終日

播放 CNN、ESPN、HBO、BBC World、Fox News
等全英語頻道，使同學無論在學校任一個角落，

都能夠融入英語情境中，潛移默化的增進英語聽

說之能力。同時成立「英語隨選視訊實驗室」，

提供加州大學、麻省理工學院、Columbia 大學

等名校、以及甘迺迪太空中心之新聞、課程錄影

帶，供學生觀看。 
2. 校園無線網路的建置：資訊科技中心自 93 學年

度起陸續建立開放空間的網際網路通道，如「無

線網路環境」與「開放式上網電腦」，強化本校

資訊通路。 
3. 教學目標兼具理論與實務，課程規劃重視基礎商

管課程及專業知識訓練。 
4. 本系係以私人防護為主，擴展至公共安全，有別

於相關科系僅著眼於公共安全層面。 
5. 本系屬商管學群，課程規劃涵蓋安全專業、電子

系統整合、商學管理等三大領域，全方位發展。

1.本校係成立僅 7 年的學校，改大後

知名度尚待宣傳。 
2.無畢業生，對於業界方面知名度尚

待宣傳。 
3.學生素質、自動自發的求學精神，

及外文能力皆有待提升和加強。 
4.本系成立時間較短，師資方面宜再

加強 
5.本系成立時間只有一年半，各項教

學的軟、硬體設備，尚待充實。 
6.目前無設立研究所，影響本系研究

能量及本系學生進修管道 
 

Opportunities: 
潛在外部機會 

Threats: 
潛在外部威脅 

1.私校法通過後本校可在台北開南商工設立分

部，以利招生。 
2.在本國治安意識日漸抬頭的趨勢中，國人對於個

人安全問題日漸重視，並轉向業界尋求協助，人

才需求將日益增加 
3.安全防護結合數位科技的專業化為未來安全產

業重點 
4.本校位於桃園地區，屬全國工商第一大縣，企業

活動興盛，且位於國際機場腹地，交通便利，有

較多的建教合作機會及與國際接軌。 
5.期望在大桃園地區通過與績優廠商之各項研究

計畫、教學合作計畫及推廣教育學分班，進而獲

得相關委託單位的的肯定與支持。使得本系推動

「社區化」的發展方向更具遠景。 
6.希冀本系於九十九學年度能獲准設立碩士班，對

於提昇本系的地區性影響力具有立竿見影之效。

1. 人口出生率年年下降。 
2. 社會大眾對「保全」的概念尚未完

全成熟，因此要將安全管理工作邁

向專業化，仍有待提升。 
3. 安全專業證照於本國尚未設立，無法

於安全專業中得到具有公信力之認

可。 
 

圖 5-41 安全暨科技管理學系之 SWOT 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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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目標與特色 
A. 系所目標 

本系設立宗旨與教育目標是以培育具備「專業能力、就業基礎能力、

工作態度能力、倫理與人際關係能力、與大自然共生共榮能力」等理

論學養與實務經驗兼具之安全產業專業經理人(security manager)。以

因應社會多元快速發展，企業經營與居住品質上，有關人身與財產安

全防護之需求，其核心價值為提供社會大眾與企業機關一個「安全環

境、優質生活」的活動空間。 
B. 發展特色 

(A) 兼重理論與實務的教學：因應保全管理產業人才的需求，健全

專業能力之養成，本系除了修習專業課程外，須利用寒、暑假

期間參與保全相關業務的實習訓練，將理論與實務結合發展運

用。 
(B) 注重產學合作，充實學生知能：本系將積極與各知名企業、保

全機構等建立建教合作關係，提供本系學生參訪與實習機會，

將理論落實於實務經驗上，可更有效善用廠商之建教合作機

會，提供學生就業前之實習。 
(C) 推廣保全教育，提供社區安全管理課程之在職教育：本系可開

設推廣保全教育課程，提供保全業界人士進一步修習新知的管

道，並與業界維持良好的互動關係。本系可開設如保全管理、

保全法規、防火管理、運送保全等相關實用課程，並與知名保

全企業合作，辦理保全相關之輔導課程與認證。預定與地區保

全機構合作，辦理在職訓練班。另也可接受職訓局委託，辦理

職業訓練班。 
(D) 多元進修管道：本系將與國外相關領域學校保持良好關係，積

極建立合作機制，同學畢業後可以有更多進修機會。日後本系

規劃成立碩士班，培育高級安全管理人才。 
(E) 建構國際化之教學情境：配合本校發展國際化的教育理念，加

強建構各種國際化之教學情境，以增進同學對安全產業國際化

的體認，拓展國際視野，加強外語能力之訓練，並鼓勵同學出

國進修（本校與各國姐妹校簽定交換學生之進修機會非常多）。 
 

(3). 策略與作法 
A. 以舉辦各類產業實務研習及學術研討會，增進對不同安全產業專門知

識的了解。並透過努力辦學、教師研究成果及學生表現，使社會大眾

認識本系，建立更優質的印象及提高知名度。 
B. 進一步拓展與安全產業及政府部門之互動，並推動安全專業證照的形

成。 
C. 為加強學生英語能力及基礎，於每一學年皆設立英文課程，並鼓勵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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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多多收看外語新聞，多與外籍交換學生對談，以提升學生國際化，

並積極鼓勵學生參與學校各項社團活動，除口頭予以嘉勉外，撥用系

上部分費用支援相關社團的活動，並請系上任課老師協助輔導各相關

社團，以期各社團能膨勃發展。 
D. 增聘各類安全產業實務經驗且具跨領域背景之博士級專業師資，本系

預計未來一二年內延攬系統保全、消防安全、企業安全防護等專長領

域之師資，並積極規劃研究所之設立。 
E. 建置專業實驗室，增加安全設施操作模擬經驗，使學生擁有完善的學

習與實作環境。 
 

(4). 課程架構規劃 
A. 本系課程設計分為商學院基礎訓練與進階安全專業訓練課程，前者課

程之內容著重基礎技術知識之傳授，如經濟、會計、統計、微積分、

管理學、財務管理等商學基礎之課程；進階課程則為本系最為特殊之

課程，包括安全管理與公共安全、國家安全與恐怖主義、組織管理與

犯罪防制、保全系統設計與工程、犯罪學預防原理、風險與防災管理、

企業安全管理等，以培養符合國家與企業所需之全方位「安全主管」

（Security Director）以及具備各種安全基本專業知識之專業經理人，

使其在保全與安全規劃上具備專業素養。 
B. 配合本校國際化學習環境，專業課程配合學生能力採用英文教科書，

加上多數教師為留學國外之博士，對提昇學生順應國際化之能力，有

極大功效。 
C. 部分課程將邀請企業界專業人士蒞臨本系演講，或到企業實地參訪，

使學生能將所學與產業界交流並與實務印證，達到理論與實務並重。 
D. 本系教師皆具有豐富的教學及實務經驗，有些教師曾在產業界工作數

十年，或是具國家認證之考試及格，對於目前業界發展與市場需求皆

相當了解，並提供學生最佳的實務例子，與現實社會發展相配合。對

於學生日後進入職場不會產生資訊斷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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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規劃架構 

電子系統 
科技整合 

 空間地理資訊系

統 

 電子學與辦識與

感應系統 

 安全管理資訊系

統 

 電子保全系統 

 安全設備系統設

計與工程 

 網路與資訊安全 

 智慧型大樓概論 

 無線與通訊系統 

社會安全 
科學課程 

 犯罪預防 

 危機處理 

 安全管理與公共

安全 

 組織管理與犯罪

防制 

 國家安全與恐怖

主義 

 風險與防災管理 

 犯罪心理學 

 安全學 

 國土安全導論 

 安全管理概論 

邏輯數理與 
管理課程 

 會計學 

 經濟學 

 微積分 

 統計學 

 財務管理 

 服務業管理 

 管理學 

 中小企業管理 

 安全人力資源管

理 

 

法規基礎 
課程 

 刑事法 

 民事法 

 勞工安全衛生管

理與法規 

 保險法規 

 保全與物業管理

相關法規 

基
礎
教
育
課
程 

外語與 
專業英文 

畢業專題研究 
安全產業之經營與策略 
安全產業研究方法 

研究方
法課程 

 
 
 
 
 
 
 
 
 
 
 
 
 
 
 
 
 
 
 
 
 
 
 
 
 
 
 
 
 
 
 
 
 
 

圖 5-42 安全暨科技管理學系課程架構圖 
 

(5). 行政支援 
A. 本系運作組織 

本系於 95 學年設立，目前於大學日間部有二個年級，共二班，學生

73 人，專任教師 3 人，兼任教師 3 人，皆具博士學位。行政人員編

制設有主人一人及系助理一人，負責協調系與各行政、教學單位之聯

繫事宜，及系上老師、同學之問題處理，並有工讀生做臨時性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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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行政管理運作機制上，系務會議、系教評會議及課程委員會。以下

分別說明其運作情形： 
(A) 系務會議： 

本系制定「開南大學保全管理學系系務會議設置辦法」，系主任

為召集人，所有專任教師皆為系務會議的成員及學生代表一

人。每學期依系上業務所需不定期召開系務會議，並針對系上

業務所需於會議時充分討論，建立「自我改善機制」，以利系上

業務發展。 
(B) 課程委員會： 

本系制定「開南大學保全管理學系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系上

所有的專任教師皆為課程委員會的成員。 
課程委員會每學期固定召開二至三次，依據時代的趨勢，不定

期開會檢討與修正，以求其時效性及重要性來切合本系發展之

方向。並敦請導師在與同學面談之時針對學習狀況和課程興趣

來做課程修正的參考。 
系所之課程規劃本著循序漸進及相互關連的方式來設計規劃，

讓同學在學習上不會產生難以學習的困境。本系每學期皆會固

定召開系課程委員，檢討現行課程是否切合重要性、整合性。 
(C) 系教評會議： 

 本系專兼任教師一切聘任、懲戒事宜皆由系教評會議通過審

核。系教評會議依系上教師所需，加開系教評會議。 
本系制定「開南大學保全管理學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

主任為主持人，系上專任老師為會議成員。 
B. 校、院所提供之資源 

為使系務運作正常，並完成系所發展方向與目標，達成資源共享之目

的，需校、院方面提供部分資源： 
(A) 商管部分課程由商學院其他系所專業教師負責支援。 
(B) 專業教室設備、空間初步完成建置，邁向完臻。 
(C) 提供專任教師獨立研究、空間與設備 
(D) 圖書、期刊、電子資料庫、視聽資料 
(E) VOD 線上隨選視訊 
(F) 教學、研究儀器設備之維護與管理 
 

(6). 系所未來發展之具體建議 
本系係以私人安全防護為主，課程規劃涵蓋安全專業、電子系統整合、

商學管理等三大領域，擴展至公共安全層面。有別於一般相關類組僅著

眼於公共安全層面，也為全國各大學之首創。在本國治安意識日漸抬頭

的趨勢中，安全防護結合數位科技的專業化為未來保全產業重點，故就

全國而言，未來的十~二十年內保全專業人才需求將日益增加。且保全業

的獨特性和不可取代性質，是具有寬廣的市場需求的。 
為能使保全系能永續發展，將安全概念紮根於國人心中，本系展望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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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培養廣受社會機構、學校團體及工商業歡迎之安全管理專業人才。 
B. 從事著重實務之研究與推廣服務工作，協助業界解決問題。 
C. 提高學術研究風氣，加強國內外學術交流，與國內外著名學府尋求學

術合作機會，舉辦各項學術演講、座談會或研討會，以提升本學系學

術研究水準。 
D. 與知名之保全企業建立建教合作關係，提供本系學生工讀、獎學金、

參觀等機會，將理論落實於實務經驗上，使學生所學與合作廠商專長

相符，將可更有效善用廠商之建教合作機會，提供學生就業前之實作

學習機會。 
 

(7). 未來三年之規劃 
A. 增聘各類安全產業實務經驗且具跨領域背景之博士級專業師資，期以

教學、研究質量能夠再提升 
B. 擴展學生人數與提升素質，期以一年級一班擴展為一年級二班，並組

成讀書會，培養學生自發性讀書習慣。 
C. 建置在職專班，提供保全業界人士進一步修習新知的管道，並與業界

維持良好的互動關係。 
D. 九十九年設立研究所，以拓展學生升學管道、充實研究能量及建立專

業學術地位，以領先國內相關科系為目標。 
E. 建置安全科技模擬實驗室，包涵以下設備，讓學生可實際了解各項保

全設備之主要原理，及其應用之領域，透過實體操作讓學生可更清楚

課堂上所設明之內容。：(附表一、二) 
 

(A) 金融數位影像監控平台：針對日益猖獗的 ATM 金融犯罪，擬建

置一套整合「影像監控系統」、「保全系統」與「ATM 設備監控

系統」之監控平台，以模擬 ATM 異常監控之情形。此平台並可

模擬與全國 110 勤務指揮中心互相串聯，達成即時通報的危機

處理。 
(B) 保全器材、主機：將保全器材組合、安裝在客戶現場，並將器

材系統化連接在主機內，即構成防盜系統，若器材加裝傳訊機

制，依設定好的訊息、受理電話等傳送至受信機，則構成一套

遠端監控系統，若由保全公司受理則為保全系統。 
(C) 影像監視系統： (1)槍型彩色攝影機、(2)紅外線攝影機、(3)半

球型吸頂攝影機、 (4)隱藏式攝影機、(5)全功能球型攝影機、(6)
數位影像儲存主機 

(D) 防盜防搶系統(手持式網槍)：在短時間就可以網住歹徒、命中率

極高，實現抓捕並阻止犯罪的新概念保全裝備。 
(E) 辨識門禁管理：（一）非接觸式感應讀卡設備特點、 (二) 生物

特徵辨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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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智慧型大樓管理系統：（一）防盜管理、（二）防災管理、（三）

門禁監控管理、（四）設備監控管理 
 

(8). 預期績效 
A. 師資陣容更堅強。 
B. 在職專班、研究所設立。 
C. 提供學生更好之學習環境。 
D. 學生人數、素質提升。 
E. 提升本系教師之研究與教學水平。 

 
(9). 績效評量方法 

A. 定期檢討課程內容與教學方法。 
B. 教師研究、計畫案質與量的提升。 
C. 徵詢業界、學術單位對本系之評價與看法。 
D. 報考率與招生率的提升 
E. 有效規劃學術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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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金融數位影像監控平台 
項次 品名 規格 數量 單位 售價 備註 
1 ADVR 數位錄放影機 EV-1400X 1 台 36,000   
2 硬碟 160GB 1 台 2,600   
3 MINI 鍵盤   1 台 500   
4 遠端 DVR 警報接收軟體 RMS-10 1 套 450,000  含 PC 硬體

5 DSS WEB 軟體 DSS WEB 1 套 1,200,000  含 PC 硬體

6 IE 接收介面程式 RMS-IE 1 套 300,000  含 PC 硬體

7 提款機模擬用刷卡機   1 台 32,000   
8 ATM 專用彩色攝影機(含支架) CMRATM 1 支 4,500   
9 彩色防破壞吸頂攝影機(3.6mm) CMC3431 1 支 3,740   
10 室內彩色紅外線攝影機(3.6mm) CMC3A31 1 支 4,680   
11 室內吸頂紅外線攝影機(3.6mm) CMC3A32 1 支 4,680   
12 手持式網槍 ONT0010 1 支 15,000   
13 現場安裝組立及運費   1 式 30,000  含測試費 
14 合計 2,083,700   
15 稅額 104,185   
16 總計 $ 2,187,885  
 
 
附表二、展示架板與系統架構圖輸出 
項次 品名 數量 單位 售價 備註 
1  門禁、出退勤展示架板  1 式 42,000   
2  防盜展示架板  1 式 42,000   
3  機房自動滅火系統展示架板  1 式 42,000   
4  智慧大樓監控系統展示架板  1 式 42,000   
5  警民連線展示架版  1 式 42,000   
6  門禁、出退勤展示架彩圖輸出  1 幅 7,000   
7  防盜展示架彩圖輸出  1 幅 7,000   
8  機房自動滅火系統展示架彩圖輸出 1 幅 7,000   
9  智慧大樓監控系統架彩圖輸出  1 幅 7,000   
10  警民連線展示架彩圖輸出  1 幅 7,000   
11  展示桌  1 座 7,000   
12  電源配線  1 組 30,000   
13  現場安裝組立及運費  1 式 15,000  含測試費 
14 合計  297,000   
15  營業稅   14,850   
16  總計   $ 311,850  
 



 220

7.物業管理學系 
為因應知識經濟的發展、產業結構的改變及提升國民生活品質，2004 年

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與相關部會研訂的「服務業發展綱領及行動方案」，以

服務業發展再創台灣經濟奇蹟為願景，並以提高附加價值，創造就業機會為

二大主軸，擬訂 12 項服務業的旗艦計畫或主軸措施，其中一項旗艦計畫即為

物業管理服務業。準此，為物業管理學系成立之催化劑。 
本系為國內第一個綜合大學設立「物業管理學系」，也是唯一的系，其特

色在於培育「具商管專長之物業人才」為主軸。以因應政府產業發展之需求

及社會脈絡的期許，全系師生有目標、有理想、有共識、有活力，一切為校

系發展為依歸。不同於一般技職體系的技術教學導向，本系秉持理論與實務

的教學，注重產學合作交流，提供多元進修管道，創造國際化之教學環境為

本。加強科系行銷與特色宣傳管道，積極建立本系為培育「物業管理人才」

之學術重鎮。 
目前國內設有物業管理學系之相關系所及特色包括：雲林科技大學--以專

案管理為特色，景文科技大學--以環境管理為特色，華夏技術學院--以工程與

防災管理為特色，清雲科技大學--以工程學程為特色…等。整體而言，本系與

相關系所相較下之辦學特色在於培育「具商管專長之物業人才」，表現綜合型

大學理論研究之優勢，兼顧實務之培養，強調學生受教權，提昇學生競爭力，

照顧學生未來出路，開創「開南物業人」之優質品牌。 
 

(1). SWOT 分析 
Strengths: 
潛在內部優勢 

Weaknesses： 
潛在內部弱勢 

1. 本系具有商學院商管之專業系所師資

的支援。 
2. 優良的師資人力與師生比，並有高度教

育熱忱之教師群。 
3. 優質校園學習環境與教學教師。 

1. 由於剛成立，一切機制正在運作中，尚無

長期觀察資料。 
2. 目前學生數尚少，無有經驗之學生會組

織。 
3. 系專業教學設備增置中，初期尚須改善。

Opportunities: 
潛在外部機會 

Threats: 
潛在外部威脅 

1. 順應國內外物業產業發展趨勢，而且正

蓬勃發展中。 
2. 相關物業組織學(協)會之支持與指導。 
3. 學生家長對系之高度支持與學生之誠

摯向心力。 

1. 對於未來物業產業經營持續發展方向，尚

須整合。 
2. 業界對於物業管理專才之需求日新月

異，掌握市場脈動問題常在。 
3. 少子化影響學生來源的永續性。 

圖 5-43 物業管理學系之 SWOT 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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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目標與特色 
A. 發展願景與教育目標 

本系為國內第一個綜合大學設立「物業管理學系」，也是唯一的系。

主要以因應政府產業發展之需求及社會脈絡的期許，全系師生有目

標、有理想、有共識、有活力，一切為校系發展為依歸。不同於一般

技職體系的技術教學導向，本系秉持理論與實務的教學，注重產學合

作交流，提供多元進修管道，創造國際化之教學環境為本。加強科系

行銷與特色宣傳管道，積極建立本系為培育「物業管理人才」之學術

重鎮。 
(A) 近期目標:以培育學生具有商管背景專長的物業管理基礎專業人

才，使畢業後具能力從事設施管理、資產管理、科技資訊應用

及整體產業分析之工作，以服務桃園地區生活圈。 
(B) 長期目標:強調管理面之跨領域整合與任務顧問導向的養成，以

培育具有理論與實務並重，並兼具國際化、資訊化與全球化之

物業管理專業經理人。 
B. 系發展特色 

(A) 秉持以「優質物業管理服務」為專業主軸，「具商管專長之物業

人才」為特色主軸。 
(B) 本系學生核心能力「五力」: 承續院之落實培育學生具有良好的

五力—專業知識能力、就業基礎能力、職業適應能力、人際關

係能力與大自然共生共榮能力。本系學生核心能力如下: 
a. 具備物業產業之專業知識，以奠定優質專業能力。 
b. 具備物業資訊、外文等基本學識，以奠定厚實就業基礎能力。 
c. 具有物業管理專業實習經驗，以奠定良好職業適應能力。 
d. 擁有人文素養與溝通協調方法，以奠定良好人際關係能力。 
e. 具有環境永續發展經營之道，以奠定和諧大自然共生共榮能

力。 
(3). 策略與作法 

本系以 SWOT 分析為背景，擬定有關教學、研究、輔導、服務等面向之

發展策略及行動方案，以達成院之發展願景、教育目標與未來三年發展

目標。做法包括： 
S◆ -O 策略分析 

SO1:建立完善合理教學評鑑制度 
SO2:提升系教學空間環境品質 
SO3:鞏固本系支持度及順應物業發展的契機 

S◆ -T 策略分析 
ST1:建置物業產業市場調查機制 
ST2:積極組織整合教學研究聯盟 
ST3:加強系所行銷與提昇知名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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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 策略分析 
WO1:結合校院系之教學資源及建構學生優質學習環境 
WO2:建立完善學生輔導機制與家長連絡交流活動 

W◆ -T 策略分析 
WT1:強化學生會組織功能與運作之效率 
WT2:強化鄰近地區高中連繫以爭取學生來源 

(4). 課程架構規劃 
A. 課程規劃運作機制 

本系課程規劃配合院務整體發展，案經 96 學年度系成立之課程規

劃，經自我評鑑與系所評鑑後，經校院系課程委員會審慎研議，再作

一詳細整體規劃，其課程架構之理念為：以「優質物業管理服務」為

專業主軸，「具商管專長之物業人才」為特色主軸，並區分為三個課

程學群：「使用管理與維護課程學群」、「生活與商業服務課程學群」、

「資產管理課程學群」。並搭配進階工具及研究方法相關課程，增加

學生學習之基礎能力。 
B. 課程規劃架構 

 
 
 
 
 
 
 
 
 
 
 
 
 
 
 
 
 

圖 5-44 物業管理學系課程規劃概念圖 
 

進階工具及

研究方法 

生活與商

業服務 資產管理 

使用管理與維護

優質物業管理服

務 /具商管專長

之物業人才 



 223

物業管理學系
課程規劃架構

基
礎
先
修
課
程

基
礎
商
學
必
修
課
程
科
目

基
礎
物
管
必
修
課
程
科
目

1.建築概論
2.建築及營建學
3.物業管理概論
4.民法概要
5.物業產業環境
6.人力資源管理
7.進階物業管理
8.不動產估價
9.專業英文
10.不動產估價實務
11.服務業管理

(上述為96學年度課
規，97學年度研訂中
)

1.微積分
2.統計學
3.管理學
4.會計學
5.經濟學
6.財務管理

物
業
管
理

專
業
選
修

學
群

1.使用管理與維護課程學群
2.生活與商業服務課程學群
3.資產管理課程學群
4.進階工具及研究方法相關課程

專
業
課
程

外國語之基礎(14學分)

物業管理學系
課程規劃架構

基
礎
先
修
課
程

基
礎
商
學
必
修
課
程
科
目

基
礎
物
管
必
修
課
程
科
目

1.建築概論
2.建築及營建學
3.物業管理概論
4.民法概要
5.物業產業環境
6.人力資源管理
7.進階物業管理
8.不動產估價
9.專業英文
10.不動產估價實務
11.服務業管理

(上述為96學年度課
規，97學年度研訂中
)

1.微積分
2.統計學
3.管理學
4.會計學
5.經濟學
6.財務管理

物
業
管
理

專
業
選
修

學
群

1.使用管理與維護課程學群
2.生活與商業服務課程學群
3.資產管理課程學群
4.進階工具及研究方法相關課程

專
業
課
程

外國語之基礎(14學分)

 
 
 
 
 
 
 
 
 
 
 
 
 
 
 
 
 
 
 
 
 

圖 5-45 物業管理學系課程設計架構圖 
 
 
 

表 5-30  物業管理學系修讀學分分析表 
歸屬學院 系所名稱 學制 通 識 必

修學分 
專 業 必

修學分 
專 業 選

修學分 
畢業學分 

商學院 物業管理學系 大學部 28 63 37 128 
 
 
 

表 5-31  物業管理學系專業核心課程分析表 
系所名稱 專業核心課程 備註 

物業管理學系 

微積分(上下)6、會計學(上下)6、管理學 3、物業管理概論 3、
經濟學(上下)6、建築企劃 3、統計學(上下)6、財務管理 3、
物業法規 3、物業人力資源管理 3、物業專業英文 2、營繕

採購管理 3、生活及商業支援服務 3、進階物業管理 3、設

施管理 3、畢業專題研究 (上下)4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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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2  物業管理學系專業選修科目表 
課程學群 專業選修課程 
使用管理與維護學群 圖學與識圖 2、建築空間規劃 2、建築及營建技術 2、設施診斷與補

強 2、物業防災管理 3、機電設施管理 2、物業環境測定 2、超高層

建築管理 3、綠建築概論 3、智慧型大樓 3、健康建築管理 3 
生活與商業服務學群 室內設計概論 2、住宅類型物業管理 3、商業物業管理 3、社區總

體營造管理 3、物業客服管理 3、社區服務管理 3、商業溝通與管理

3、物業管理資訊系統 3、地理資訊系統概論 3、物業管理專業資訊

科技 3、地理資訊系統應用 3 
資產管理學群 都市及區域計劃概論 2、民法概要 3、土地經濟學 3、物業開發 2、

土地利用法規 3、物業市場分析 2、不動產估價實務 3、不動產相關法

規 3、土地稅法規 3、不動產投資 3、商業不動產管理 3、資產管理

及永續 3、不動產證劵化 3 
進階工具及研究方法 工程經濟學 3、專案管理  3、商用英文 2、研究方法 3、組織行為 3、

質性研究 3、行銷學 3、作業研究 3、計量經濟 3、多目標決策分析 3、
進階物業專業英文 2、決策支援系統 3 

 
(5). 行政支援 

A. 設有系助理一人負責協調系與各行政、教學單位之聯繫事宜，及系上

老師、同學之問題處理。 
B. 商管部分課程由商學院其他系所專業教師負責支援。 

 
(6). 系所未來發展之具體建議 

A. 師資 
物業管理學系 96 學年度之專任師資共三位，二位為副教授及一位助

理教授，均具備博士學位，學科專業涵蓋建築及都市計劃、經濟及營

建工程與專案管理等各項，預計 97 至 98 學年度逐年增聘為全系共八

位專任師資，包括具有不動產、營建管理、資訊科技等專業背景之博

士級師資群，讓本系所規劃發展物業管理之三大專業領域:包括三個

課程學群：「使用管理與維護課程學群」、「生活與商業服務課程學

群」、「資產管理課程學群」之師資更為完整。 
B. 教學 

培育國際化專業物業管理領導人才為本系設立之目標，國際化教學讓

本系學生擁有國際化思維及優秀外語能力，將是本系教學目標之ㄧ。

透過產學交流，連結產業界、系上師資及學生，確實培育物業管理產

業界所需人才，為本系另一目標。除此之外，養成學生解決問題的能

力，良好生活常規及態度，亦是本系教學之重要目標。 
C. 研究 

96 學年度開始，本系已有營建署物業管理相關研究計畫執行，未來

三年將更積極爭取與政府機關暨各部會，如教育部、經濟部、國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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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營建署、內政部建研所等、以及其他大學校院或管理學會等單

位之研究合作計畫，促進學術交流，俾提昇本系之學術地位與研究風

氣。同時本系將鼓勵教師透過產學合作，從事研究，以提昇本系師資

研究能量。 
 

(7). 未來三年之規劃 
A. 積極聘請不動產相關及資訊科技領域的博士級專任師資，讓本系於物

業管理專業領域師資更趨完整。 
B. 儘速擴充物業管理相關圖書及資訊設備，建立現代化的資訊學習環

境。 
C. 積極進行產學合作，培育出物業管理產業專業之領導人才。 
D. 加強學生外語及資訊技能訓練，並引導學生具宏觀思維、談判協調、

與科際整合之能力。 
E. 強化桃園地區生活圈物業管理服務。 
F. 爭取桃園航空城計畫相關專案服務機會。 

 
(8). 預期績效（包括質與量） 

A. 副教授以上師資達系上師資ㄧ半以上，且包含三個專業領域，本系之

教學及研究內容於三個專業領域均衡發展。 
B. 電子資訊平台建立，使此平台成為師生教學資訊及專業物業管理資訊

交換平台，即時了解產業動態，更有效率取得專業資訊。 
C. 學生於物業管理公司實習比率達到百分之十以上，並逐年增加。讓老

師及學生更了解產業需求，提昇未來研究及教學之效能。 
D. 加強系所同學對外語接受度，培育國際化人才; 資訊科技相關證照取

得，提升學生於資訊科技相關能力。 
E. 強化本系研究量能，由系上教師研究-教學相輔相成下，逐步提升本

系教師及學生之素質。 
(9). 績效評量方法 

A. 師生比、師資含括之專業領域、副教授以上師資比。 
B. 電子資訊平台資訊內容及師生使用頻率。 
C. 產學合作廠商數量及實習比率。 
D. 英語檢定通過率、證照取得數。 
E. 研究案承接數及金額、發表研究報告、研討會論文及期刊論文數量。 
F. 加強校友組織與聯絡，掌握畢業生升學、就業狀況與對母校觀感。 

(10). 結語 
本系自 96 學年度創系以來，配合學校定位教學型大學，承續商學院之指

導原則，積極執行系特色目標，藉由課程規劃、師資增強、學生輔導、

教師研究、專業服務之機制，以培育具有理論與實務並重之學生，並兼

具國際化、資訊化與全球化之物業管理專業經理人為志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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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國際行銷學系 
近年來，由於全球化以及高度競争的經濟環境下，對於長年被定位於代

工角色的我國業者而言，如何「產業升級」或「產業轉型」，已成為大多數企

業最急迫的挑戰；而我國產業型態以中小企業為骨幹，其實早已累積堅實的

製造與研發設計能力，但缺乏相關行銷策略及建立自有品牌的勇氣與決心，

因此鼓勵廠商對行銷策略及建立自有品牌之重視，為產業轉型做好準備，以

提升公司產品高附加價值及創造高利潤，繼而將產品行銷至全世界各地，以

達成「產業升級」或「產業轉型」的目的， 實為當前重要課題。  
惟台灣企業首先面對的問題，就是需要有具備國際品牌行銷之專長(包括

品牌塑造、識別體系、廣告、公關、市場調查等)，以及跨國管理能力(當地人

員管理、行銷、通路合作夥伴、市場經驗) 的人才來打這場仗。政府亦在「挑

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下，將發展品牌相關行銷策略，列為台灣產業升

級、企業與國家競爭力提升的重要工作。 
本系奉教育部核可後，於九十六學年度正式成立。本著培育兼具有行銷

暨品牌建構專業，以及具有跨國管理能力這兩大類的人才為使命，於 96 學年

度正式成立。 其宗旨在「培育具備國際品牌建構暨行銷之專長，以及跨國管

理能力的優秀國際行銷專業人才，為台灣產業升級及轉型作好準備」；目標為

「跨國管理能力的建立」、 「行銷專業知識暨創意能力的傳授」、及「外語能

力的提升」；另輔以「社會關懷」基本精神，全力培養符合產業發展所需國際

行銷專業人才， 和上述當前社會需求完全符合。 
 
 

(1). SWOT 分析或多準則評估分析 
Strengths: 
潛在內部優勢 

Weaknesses： 
潛在內部弱勢 

1. 學校所處區位鄰近工業園區、科學園

區、及桃園國際機場的地理優勢。 
2. 強調外語能力：除了課堂上的訓練以

外，於校園中終日播放CNN、ESPN、

HBO、BBC World、Fox News等全英

語頻道，潛移默化的增進英語聽說之

能力。同時成立「英語隨選視訊實驗

室」，提供加州大學、麻省理工學院、

Columbia大學等名校、以及甘迺迪太

空中心之新聞、課程錄影帶，供學生

觀看。 
3. 校園無線網路的建置：建立開放空間

的網際網路通道，諸如「無線網路環

境」與「開放式上網電腦」，強化本校

的資訊通路。 
4. 教學目標兼具理論與實務，課程規劃

重視基礎商管課程及行銷專業知識訓

練. 另結合本校資訊傳播系，就「創

1. 產業升級的需求，與政府扶持台灣企業發

展行銷暨品牌的決心，行銷相關人才需求

日殷。 
2. 政府發展設計服務業，需要國際級專業管

理及具備品牌行銷、文化涵養與經營管理

之整合性設計人才。 
3. 本校位於桃園地區，屬全國工商第一大

縣，企業活動興盛，且位於國際機場腹

地，交通便利，有較多的建教合作機會及

與國際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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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能力」方面課程，密切合作，培養

兼具創意能力的行銷人才。 
5. 學校暢通的國際化的進修管道及招收

國際學生管道。 
Opportunities: 
潛在外部機會 

Threats: 
潛在外部威脅 

1. 本校係成立僅 7 年的學校，而本系僅成

立一學期，知名度尚待宣傳。 
2. 台灣以往以代工製造業為主，不重視行

銷及品牌行銷，企業及一般社會大眾，

對行銷相關之認知尚有不足，相關師資

缺乏。 

1. 人口出生率年年下降。 
2. 學生學習意願及素質地提昇。 
3. 全國相關系所，如企管系、國際企業管

理系等，為數眾多。 

圖 5-46 國際行銷學系之 SWOT 分析圖 
 

(2). 目標與特色 
A. 目標 

本系本著「培育具備品牌行銷之專長，以及跨國管理能力的優秀國際

行銷專業人才，為台灣產業升級及轉型作好準備」為設立宗旨﹔以「跨

國管理能力的建立」、「行銷專業知識暨創新能力的傳授」、及「外

語能力的提升」為系發展三大目標 
B. 特色 

(A) 兼重具創意能力:本系除了修習一般行銷專業知識課程，並鼓勵

同學至外系，修習創意相關技能課程，如數位圖像設計、影像

處理、設計方法與創意思考、互動網頁設計、色彩學、廣告創

意等等。 
(B) 注重跨國管理能力的訓練:本系規劃有國際企業管理、國際貿易

理論國際貿易實務、全球產業經濟分析、國際企業經營策略、

商事法、國際勞動法與人事管理、國際禮儀等相關課程、提供

同學跨國管理能力的訓練。 
(C) 注重區域性產學合作:本系將積極與大桃園區地區各知名企業建

立建教合作關係，提供本系學生參訪與實習機會，將理論落實

於實務經驗上。另外，配合院所選定的大桃園區地區標竿企業，

充分利用本校豐富的教育資源，培訓區域性標竿企業行銷管理

相關人員。 
(D) 國際化之進修管道:本校與國外相關學校保持良好關係，積極與

其他姐妹校簽定交換學生，及雙聯學制之合作機制，同學可以

有更多出國進修機會。希望藉由海外的遊學或留學經歷，以培

養相關的「跨國管理能力」。 
(E) 國際化之教學環境:本校注重外語能力之訓練，除一般及專業英

語課程外，一般專業課堂上亦多鼓勵用原文課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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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積極招收國際學生:未來本系將根據企業的需求，與本校國際學

生榮譽 學程合作，招收國際學生，積極為企業培育進軍國際所

需具備跨國管理能力的人才。 
 

(3). 策略與作法 
A. 增聘有行銷專業且具實務經驗之博士級專業師資，並與相關系所合

作，採用合聘方式增聘具行銷背景的師資。 
B. 積極與企業及政府部門建立實習與互動良好的合作關係，簽訂產學合

作之合約。 
C. 與商學院配合，整合商學院其他系所行銷相關課程，避免課程重疊，

以彰顯本系課程特色。 
D. 鼓勵同學藉由本校國外姐妹校交換學生，及雙聯學制之機制，多出國

進修。 
E. 希望藉由海外的遊學或留學經歷，以培養相關的「跨國管理能力」。 
F. 規劃一套教學輔導措施，以因應學生的異質背景。 

 
(4). 課程架構規劃 

本系在課程規劃分為以下四大類別： 
A. 通識課程，及外語相關課程。 
B. 商學院基礎課程，著重基礎技術知識之傳授，如經濟、會計、統計、

微積分、管理學、行銷管理、電子商務等商學基礎之課程。 
C. 行銷專業訓練課程分為： 

(A) 行銷專業知識之課程，包括國際行銷管理、消費者行為、行銷

研究、產品與訂價策略、全球品牌管理、國際通路管理、國際

物流管理、網路行銷、服務行銷管理、行銷個案分析、全球行

銷專題、公共關係管理、顧客關係管理、國際廣告學、國際整

合行銷傳播、策略行銷、行銷決策資訊系統、企業經營模擬等。 
(B) 創意能力相關之技術課程，包括數位圖像設計、影像處理、設

計方法與創意思考、互動網頁設計、色彩學、廣告創意等等。 
D. 國際市場環境相關課程，包括國際企業管理、國際貿易理論與政策、

際貿易實務、全球產業經濟分析、國際企業經營策略、國際金融、商

事法、 國際勞動法與人事管理、國際禮儀等等。整體課程規劃，詳

見下圖 5-4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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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行銷學系課程架構規劃圖 

 
 

(5). 行政支援 
本系於 96 學年設立，目前於大學日間部有一個年級，共一班，學生 41
人，專任教師 4 人，皆具博士學位。行政人員編制設有主任一人，及系

商學院基礎課程 

會計學、微積分、

統計學、經濟學 

 行銷專業知識必修 

國際企業管理、國際行銷管理、電子商務、消費者行為、行銷研究、行銷決

策資訊系統、國際通路管理、國際行銷個案分析、行銷專題製作、就業輔導

與企業倫理 

 行銷專業知識選修 

財務管理、管理心理學、國際整合行銷傳播、國際廣告學、產品與定價策略、 

創新與新產品管理、高科技產品管理、全球品牌管理、策略行銷、顧客關係

管理、服務業行銷管理、公共關係管理、危機管理、國際禮儀、國際物流管

理、網路行銷管理、全球行銷專題、企業經營模擬 

國際市場環境選修 
國際貿易理論與政策、全球產業經濟
分析、國際企業經營策略、國際金
融、商事法、國際貿易實務、國際勞
動法與人事管理 

   國際行銷系大學部課程 

外國語言 

大一英文、商務英文、應用英

文、日文、商用日文 

基礎管理課程 

管理學、行銷管理 

     創意設計能力選修 

數位圖像設計、設計方法與創意思

考、影像處理、互動網頁設計、色

彩學、廣告創意 

       跨院系所選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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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理一人，負責協調系與各行政、教學單位之聯繫事宜，及系上老師、

同學之問題處理，並有工讀生做臨時性支援。 
在行政管理運作機制上，系務會議、系教評會議及課程委員會。以下分

別說明其運作情形： 
A. 系務會議： 

本系制定「開南大學國際行銷系系務會議設置辦法」，系主任為召集

人，所有專任教師皆為系務會議的成員及學生代表一人。每學期依系上

業務所需不定期召開系務會議，並針對系上業務所需於會議時充分討

論，建立「自我改善機制」，以利系上業務發展。 
B. 課程委員會： 

本系制定「開南大學國際行銷系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系上所有的

專任教師皆為課程委員會的成員。 
課程委員會每學期固定召開二至三次，依據時代的趨勢，不定期開

會檢討與修正，以求其時效性及重要性來切合本系發展之方向。並敦請

導師在與同學面談之時針對學習狀況和課程興趣來做課程修正的參考。 
系所之課程規劃本著循序漸進及相互關連的方式來設計規劃，讓同

學在學習上不會產生難以學習的困境。本系每學期皆會固定召開系課程

委員，檢討現行課程是否切合重要性、整合性。 
C. 系教評會議： 

 本系專兼任教師一切聘任、懲戒事宜皆由系教評會議通過審核。系教評

會議依系上教師所需，加開系教評會議。 
本系制定「開南大學國際行銷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主任為主持

人，系上專任老師為會議成員。 
   另外，為使系務運作正常，並完成系所發展方向與目標，達成資源共

享之目的，需校、院方面提供部分資源： 
(A) 商管部分課程由商學院其他系所專業教師負責支援。 
(B) 專業教室設備、空間初步完成建置，邁向完臻。 
(C) 提供專任教師獨立研究、空間與設備 
(D) 圖書、期刊、電子資料庫、視聽資料 
(E) VOD 線上隨選視訊 
(F) 教學、研究儀器設備之維護與管理 

 
(6). 系所未來發展之具體建議 

A. 與經濟部「品牌台灣發展計畫」專案小組合作，結合相關產業界專業

人士，針對企業低、中、高階管理人員，辦理品牌相關訓練課程與活

動。 
B. 成為區域性產業，發展國際品牌的「輔導諮詢中心」。 
C. 與政府單位密切合作，參與外貿協會「政府攬才服務團隊」， 赴北美

及日本舉行人才媒合商談會，延攬國際行銷相關人才，並於當地建立

人才網絡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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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未來三年之中長程規劃 
A. 擬聘師資部份 
 

表 5-33  國際行銷學系未來敦聘之師資教學領域專長表 
學年度 相關專長 
97 品牌管理、行銷通路、顧客關係管理 
98 策略管理、行銷策略、廣告創意 
99 公關規劃與操作、服務行銷 

 
B. 研究部分 

(A) 與區域性產業進行產學合作，申請經濟部技術處「創新服務業

界科專計畫」，發展國際品牌相關之策略研究，包括： 
a. 以品牌發展為核心，結合創新／行銷、通路創新／服務、流

程創新或營運模式創新…等，發展國際品牌。 
b. 建立品牌行銷或管理相關平台或資料庫，運用系統性技術與

方法進行企業情報與市場研究、消費者調查與分析研究。 
(B) 加強跨校合作研究共同題目，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 
(C) 獎勵教師申請研究計劃案，爭取與國內外大學共同研究計劃。 
(D) 鼓勵老師參加國內外學術會議。 

 
(8). 預期績效 

A. 師資陣容更堅強。 
B. 提供學生更好之學習環境。 
C. 學生人數、素質提升。 
D. 提升本系教師之研究與教學水平。 

 
(9). 績效評量方法 

A. 定期檢討課程內容與教學方法。 
B. 教師研究、計畫案質與量的提升、專任師資發表期刊論文篇數。 
C. 產學合作件數。 
D. 徵詢業界、學術單位對本系之評價與看法。 
E. 報考率與招生率的提升 
F. 有效規劃學術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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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訊學院 
 
 

(1). SWOT 分析 
Strengths: 

潛在內部優勢 
Weaknesses： 
潛在內部弱勢 

1.本校為北桃園唯一綜合大學具指標地

位。 
2.本院內包含「資訊科技」、「管理」、

「設計」相關系所，互補性高，較易整

合現階段「知識經濟」產業所需人才。

3.本院教師年齡普遍較輕，具高度教學熱

忱以及研究動力。 
4.本院所屬單位中，包括全國唯一的「專

案管理研究所」，具指標作用。 
5.本校對於國際化相當重視，並與包括

MIT、日本早稻田大學等國際名校定有

交換學生/雙聯學制等合作機制，對於本

院各系所在吸引優秀學生，以及提升國

際能見度方面，有相當正面作用。 
 

1. 本校係成立僅7年的學校，改大後知名

度尚待宣傳。 
2. 本院成立不到一年，院內各項新制度的

推行，需要積極宣導。行政人力支援上

也待加強。 
3. 本院教師之師資結構，以年輕的助理教

授佔大多數，在教學研究經驗傳承上尚

待加強。 
4. 本院教師研究論文發表的質量上，以及

研究計畫的爭取方面，仍有待加強。 
5. 學生平均素質、學習態度、以及認真程

度仍有改善空間。 
6. 各系專業教學實驗室以及特色實驗

室，在空間以及軟硬體設備上均有加強

的必要。 
Opportunities: 
潛在外部機會 

Threats: 
潛在外部威脅 

1. 本校位居大桃園地區鄰近工業園區、

科學園區、及桃園國際機場的地理優

勢，提供教師及學生多樣機會。 
2. 國內陸續推動多項與資訊科技息息相

關的重要政策與國家型計畫，資訊相

關人才需求日殷。 
3. 本院包含「資訊科技」、「管理」、

「設計」領域相關系所，對於配合政

府推動的「數位台灣計畫」、「行動

台灣計畫」，到「發展優質網路社會

計畫」等重要資通訊基礎建設下，將

可扮演積極的角色。 
4. 新大學法以及私校法的實施賦予學校

發展更大的彈性與空間。 

1. 國內同質性學院以及相關系所林立，彼

此競爭度極高。 
2. 人口出生率年年下降，間接地增加招生

的困難度。 
 

圖 5-48 資訊學院之 SWOT 分析圖 
 

(2). 目標與特色 
在我國邁向二十一世紀資訊化社會的過程中，本院成立的宗旨，乃針對

國內的「資訊」以及「知識經濟」產業現階段對於「技術」、「管理」、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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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設計」方面的高科技人才的迫切需求，以培養具備優秀專業技能以

及外語能力的高級資訊應用人才為首要目標，使其在資訊全球化的過程

中，快速掌握市場先機，創造知識經濟的附加價值。本院係以開南大學“發
展國際化、校園人性化、教學卓越化”目標為導向，並且以現有的資訊教

育能量為基礎發展。本校強調師資結構及教師專長與類組發展方向及特

色之關聯性，以確保教學品質，提升本校教師教學與研究水準。 
資訊學院下含五學系及一獨立所，包含「資訊管理學系」 (含進修學士

班、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資訊及電子商務學系」 (含進修學士班、

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資訊傳播學系」 (含碩士班)、「資訊科學學系」、

「數位科技學系」以及「專案管理研究所」 (僅碩士班)。本院各單位設

立過程如下圖 5-49 所示： 
 

 
 
 
 
 
 
 
 
 
 
 
 
 

圖 5-49  資訊學院教學單位設立過程圖 
 
 

本院目前有專任教授 2 名、中研院合聘教授 1 名、專任副教授 13 名、專

任助理教授 26 名、專任講師 2 名，共計全院專任教師 43 名，助理教授

以上師資佔 95.35％。學生人數約 1800 人。 
本院的目標乃針對多元社會及產業需求，以及配合本校「以教學為重心

的國際化卓越大學」的理想目標，培育滿足當前「國際化」、「資訊化」、

「全球化」趨勢的高級專業資訊科技人才為首要目標。我們的任務包括： 
 

A. 提供完善的教育環境： 
(A) 培養具備資訊科技整合與管理能力的高級專業資訊科技人才。 
(B) 提供具多元化、理論與實務兼顧之課程規劃。並借由產學合作

化的專業課程，培育學生的實務技術能力、前瞻的創造能力、

卓越的學術知能。 
(C) 提昇學生的外語能力、訓練學生應用的資訊能力、強化學生的

人文素養與品德教育，提升本院學生就業的競爭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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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建立並強化與業界建教合作的機制。鼓勵並積極輔導學生取的

相關證照。 
(E) 培養學生的邏輯思考與推理能力，以奠定 21 世紀產業多元化以

及快速變遷之趨勢。 
B. 塑造優質的研究環境： 

(A) 提供具體獎勵措施以肯定並支持研究卓著的研究人員。 
(B) 整合院內研究資源，組成研究團隊，凝聚研究能量以向外爭取

研究計畫。 
(C) 研發專利技術並透過產學合作計畫，協助相關產業開發關鍵技

術，提升產業研發能量與國際競爭力。 
(D) 在資訊科技及管理領域，提供社會服務。 

C. 提升國際能見度和知名度： 
(A) 積極參與國際學術活動，爭取舉辦相關國際會議以及研討會。 
(B) 與國外相關學院以及研究單位進行策略聯盟，並經由師生互

訪，促進國際間交流與合作。 
(C) 以優質的教學、研究環境，吸引國際學生來本院系所就讀。 

 
(3). 策略與做法 

本院於 2007 年正式成立，雖然只有不到一年，但在各項院務運作方面，

都已進入軌道並逐漸成熟，正穩健地逐步朝向本院設立宗旨與目標方向

前進。主要原因除了本院具有一群學有專精的教師同仁，充分配合院系

所各項教學研究政策外，校長以及學校當局的充分授權、信任、支持，

也是本院能健全發展的最佳助力。以下就本院在各方面所擁有的資源，

以及對於達成院設立宗旨與目標 -- 「提供完善的教育環境」、「塑造優

質的研究環境」、「提升國際能見度和知名度」-- 的關連性，加以說明： 
A. 師資 

本院師資結構中，包含了具備「資訊科技」、「創意設計」、「媒體傳播」

以及「管理與電子商務」專長的老師。這些都是國內現階段「推動產

業昇級」、「提升產業附加價值」、以及「推廣知識經濟」所不可或缺

的人才。隨著學院規模的擴增，延聘專業師資，乃當務之急之事。在

學校的支持下，本院於本學年初也成功延聘多位學有專精的老師來本

院任教。 除了積極延聘優秀師資到本院系所任教外，我們在校方的

協助下，也經常舉辦「名人大師講座」，邀請產官學界的名人大師發

表專題演講，分享他們在各行各業的奮鬥歷程以及成功經驗，擴展學

生的視野，以及建立學生正確的價值觀以及進取心。 
B. 研究環境 

本院鼓勵老師以組織研究群的方式，整合院內教師之研究能量，積極

向外爭取各項研究計畫以及教學改進計畫。目前院內在研究資源整合

方面，在本校剛落成啟用的新建大樓「卓越樓」中，已設立有「數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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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與智慧生活實驗室」、「軟體品質測驗實驗室」、「專案管理系統決

策實驗室」、「資訊系統工程實驗室」、「數位音像教學實驗暨算圖中心」

與「素描/攝錄影專業教室」等專業實驗室，有效地發揮資源共享，

將研究設備做最有效的規劃與使用。 
在圖書設備方面，本院利用每年學校圖書館保留給各院系的經費，積

極採購各種專業電子期刊(包括 IEL 資料庫等) 以及書籍，提供院內

老師學生教學研究用。圖書館本身頗具規模，亦相當現代化以及 e-
化。校園多處均設有免費上網電腦，學生可充分利用這些設施查詢資

料，使得學習更有效率。 
在鼓勵老師從事研究方面，本校已訂有多項辦法，獎勵研究表現傑出

的老師。目前制定的「資訊學教師升等辦法」、「資訊學教師績效評量

辦法」等，將有助於提升本院教師整體的研究水平。 
C. 產學合作 

本院的一項特色，就是院內包含了「科技」、「創意藝術」、以及「管

理」方面的系所。在今天知識經濟的以及多元化的時代，許多產業均

需要結合技術與管理，才能發揮產業最大效益。配合本校所在地-桃
園-鄰近工業園區、科學園區、以及桃園國際機場的地理優勢，提供

本院學生許多實習的機會。目前院內也規劃有多項「學分學程」以及

「產學合作課程」，一方面讓本院老師與業界能有多一些互動關係，

進而衍生出研究合作計畫案，另一方面也可使的學生能及早了解業界

的環境以及生態，為投入就業市場及早準備。 
D. 國際化 

本校已有多項措施，對於推動學校整體的國際化，已奠定良好的基

礎。這些包括對於學生英語能力的提升，除了透過本校應用英語系規

畫一系列的英語課程外，學生畢業前也必須通過英語鑑定才能取得學

位。在硬體設施方面，校園各角落都設有電視螢幕全天播送包括 CNN
等有助英文學習的節目。此外，學校對於與國外大學的姊妹校以及交

換學生計畫，也已有相當成效。建構在本校已有的良好基礎上，本院

本身也積極推動與國外學校以及研究單位的合作，這包括邀請國外著

名學者專家來校訪問與演講，舉辦國際會議，鼓勵老師出席國際研討

會以及參訪國外名校以及研究單位等等。以上多項措施，在多方面目

前已有具體成效。 
 

(4). 課程架構規劃 
在課程方面，透過「院課程委員會」的運作，未來也將參酌由產、官、

學專家組成的「院諮議委員會」的建議，並針對時代脈動，設計符合當

前之工商、產業界實務需求，選擇適質、適量課程以發展學生個人特色，

並充分運用理論於實務之中。課程設計在使學生具有分析、設計、整合、

創新、應用、管理系統之專業能力。各系將保留充份選修學分，使得學

生有足夠的自由度來修習「輔系」、「雙主修」、以及「學分學程」。各系

大一課程安排力求最小差異，適當地規劃院必修課程，以保留未來學院

中大一不分系的發展空間。目前正積極以院為基礎建立「學程制」，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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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所須之師資由各系支援，以達成資源共享、跨系整合之完善境界。本

院也將統籌全校資訊類課程之整合開課。 
在教學方面，本院遵循以下要點： 
A. 在確保教學品質方面，本院嚴格要求，教師授課課程必須與其專長有

極高之相配合度。 
B. 針對產業需求以及國家科技發展方向，並配合本院中、長期發展目

標，積極延聘相關師資。 
C. 本院專任教師之學經歷多具備實務工作經驗及學術研究潛力，有利於

啟發學生學習以及就業輔導。 
D. 本院扮演積極角色，協調院內系所對於教學軟、硬體設施之資源共

享。 
E. 本院各系共同課程規劃特色，在強化學生英文能力，各系英文學分數

14 學分，培養學生頂尖的外語能力。 
F. 本院學生學習輔導機制含(1)導師制度(2)讀書會(3)升學輔導(4)證照

輔導(5)就業輔導(6)研究生教學助理(7)學習資源中心等，且本院設有

參加國家及相關機構考試獎學金實施辦法，鼓勵同學參加證照考試，

並開設輔導證照課程，提升就業能力。 
G. 本院開設畢業生就業輔導課程，邀請業界導師輔導學生就業，並定期

追蹤畢業生就業情形，以適時修訂課程方向。 
H. 本院各系定期實施教師品質評量，俾確保教學品質，實施以來，同學

反映良好，對老師教學態度與品質均持肯定的看法。 
I. 本院各系要求各教師對所授課課程有明確教學大綱並上網公告。 

 
(5). 行政支援 

在制度面下，本院的組織架構中，主要是以「院務會議」為最高決策機

構。「院課程委員會」以及「院教師評審委員會」的辦法中，對於為確保

教學品質及教師專長配合度，加以有效地規範。 
本院在教學、研究資源的整合方面，在尊重各系所的發展特色，並兼顧

資源共享的原則下，以公平、公開的方式來協調院內各單位的軟、硬體

資源分配，有效地支援院內教學與研究工作。在考量到院務會議無法經

常召開下，院長會不定期的與院內系所主管舉行「院務座談」，主動發掘

並解決問題，了解院內各項措施執行情形，以及對於有爭議性的議題先

行進行協調以便取得共識。 
在教學資源整合方面，本院設有「資訊學院課程委員會」，其主要職掌包

括： 
A. 各系所專業（門）必修科目與選修科目之研議審訂。 
B. 規劃整合跨系所之共同課程、通識課程。 
C. 審議各專業學程之開設或修訂。 
D. 審議各系所開設之遠距教學課程。 
E. 評鑑各系所課程、以及其他課程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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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此委員會的運作，對於院內所核心課程的設計，可結合全院師資、

統籌運用教學資源。院課程委員會也負責跨系所乃至跨院學分學程的規

劃、審核、與推動。 
「院教師評審委員會」的辦法中，對於教師聘任、續聘、解聘、停聘、

不續聘、升等、評估等事項之審核其他與教師權利義務相關事項，加以

有效地規範。以下圖 5-50 為各委員會的執掌以及關聯。 
 

 
 
 
 
 
 
 
 
 
 
 
 
 
 
 

圖 5-50 資訊學院各委員會執掌及關聯圖 
 
 

(6). 學院未來發展之具體建議 
A. 師資強化 

本院教師專長背景大致可分成資工、資管、商管、資訊科學、媒體傳

播、資訊社會、理工及產業經驗等背景，這些都是國內現階段「推動

產業昇級」、「提升產業附加價值」、以及「推廣知識經濟」所不可或

缺的人才。隨著學院規模的擴增，延聘專業師資，乃當務之急之事。

遴聘教師均根據本院各系教育目標及發展特色，並考量到教師專長領

域及課程規劃之適切性。除此之外，基於教育目標及本院中長期計畫

與發展特色，鼓勵教師持續培養專業能力及第二專長，進而確保畢業

生專長契合產業發展趨勢和人才需求。 
B. 優質教學 

在教學方面，除了持續提升院內各系所教學品質，朝向專業化以及多

元化的方向努力外，亦將致力於國際化目標發展。本院將規劃完整的

英語學程，提升本地生國際化能力，並將與國外相關院、系、所進行

策略聯盟，進而推動教師互訪、學生交流、以及課程、學位相互承認

等國際化的目標努力。此外也將積極推動跨院系「學分學程」課程，

空間與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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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勵學生多元化學習並培養第二專長，以因應當今劇烈變遷的就業市

場。 
C. 研究提昇 

在研究方面，除了追求研究論文「質」與「量」方面的持續成長外，

亦將整合院內研究專長與能量，積極爭取各項學術、產業界研究計

畫，期待對於資訊相關產業之研發，提供具體的影響與貢獻。 
D. 國際交流 

積極推動與國外學校以及研究單位的合作，這包括邀請國外著名學者

專家來校訪問與演講，舉辦國際會議，鼓勵老師出席國際研討會以及

參訪國外名校以及研究單位等等。以上多項措施，在多方面目前已有

具體成效。 
E. 產學合作 

配合大桃園地區鄰近工業園區、科學園區、以及桃園國際機場的地理

優勢，積極推動各種形式的產學合作。包括開授「學分學程」以及「產

學合作課程」，使得學生能及早了解業界的環境以及生態，為投入就

業市場及早準備。此外也將針對本院同仁的專長，組織研究團隊，積

極爭取業界的產學研究合作計畫案。 
F. 社會服務 

在社會服務方面，將透過培育具備專業能力、健全人格、以及負責盡

職的畢業生，藉由其就業後的成就，產生對國家社會的實質回饋。 
 

(7). 未來三年之中長程規劃 
A. 在設備資源方面：將逐年將增設相關專業實驗室以及特色實驗室。平

均每年投資於實驗室軟、硬體建置估計約 500 萬元。 
B. 在學院組織方面：申請設立相關博士班，培育高級研究人力。目前已

和商學院共同向教育部提出「決策科學與資訊系統博士班」的設立。

除此之外，規劃續增設碩士班。 
C. 在院內組織研究團隊並成立相關研究中心，以整合院內研究能量，向

外爭取大型研究計畫，並提供產業界諮詢服務窗口。預計三年內成立

兩個校(院)級研究中心。 
D. 在師資結構方面：將逐年增聘優秀師資。各系之師資人數,原則上將

以單班系所 8-10 位教師，雙班系所 16-18 位教師為原則。為平衡師

資結構，將以副教授、教授級為優先考量。 
E. 在課程規劃方面：除了統籌全校資訊類課程之整合開課外，將積極規

劃院內跨系所之學分學程、以及跨院之學程課程。透過院「學分學程」

課程之設立，提供學生多元化的學習環境。 
F. 加強院內各單位之產學合作。 
G. 強化本院與國外著名研究單位在教師互訪、交換學生、共同研究計畫

等各方面的學術交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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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在教師研究表現方面：平均每年發表 40 篇期刊論文，80 篇國內外會

議論文，以及教育部、國科會、及產學研究計劃至少 30 件。 
I. 每年舉辦大型全國性或國際性學術會議。 
 

(8). 預期績效 
本院依擬訂之中長期發展計畫，預期可達成下列目標： 
A. 三年後成立「資訊科學」與「數位科技」碩士班。 
B. 改善師資結構，大幅增加副教授以上師資。 
C. 降低生師比，增加新生報到率。 
D. 大幅提昇教師之研究論文質量以及研究計畫數量。 
E. 與產業界建立策略聯盟體以及產學合作。 
F. 提昇本院在國際上的知名度以及強化國際交流。 
G. 建立系所專屬之專業實驗室與特色實驗室。 
H. 舉辦數場全國性或國際性學術會議，提升本院之學術地位。 
 

(9). 績效評量方法 
針對本院組織下之系所單位、教師、以及學生，本院訂有各項院級評量

辦法。 
A. 在校方的協助下，本院原則上每三年將要求本院各單位進行自我評鑑

工作，自評過程將邀請校外學者專家到各單位進行實地訪視，提供改

善建議。 
B. 教師教學、研究方面，本院之評量辦法如下： 

本院目前正在制訂「資訊學院教師績效評量辦法」，具體地針對本院

教師教學、研究、以及服務，制訂量化指標。除了符合免評估的教師

外，本院所有專任教師每隔五年必須接受評量，一方面鼓勵優秀教

師，另一方面也以此淘汰不適任教師。 本辦法預計於 96 學年第二學

期結束前實施。 
C. 對於教師升等方面： 

本院已訂有「資訊學院教師升等審查辦法」。 
D. 學生學習方面，嚴格執行各課程之基本當率、扣考、檔修，以及退學

機制。本院目前正在制定「資訊學院學生證照獎勵辦法」，鼓勵學生

取得專業證照。 
E. 本院亦將規劃邀請產、官、學界專家，成立「資訊學院諮議委員會」，

定期對於院課程、研究、以及發展方向，提供具體之諮詢以及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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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資訊管理學系(所) 
資訊管理學域早自民國七十年左右，即已經是資訊工程、資訊科學、管

理科學、工業工程等等系所教學、研究領域的一部份。1982 年輔仁大學創立

了全國第一所資訊管理學系，1984 年國立政治大學及國立中山大學為全國最

早成立資訊管理學系大學部之國立大學。近年來技職院校在招生不易的壓力

下，廣設資訊管理科系，其他科系招生不足之班級，亦多換班至資訊管理科

系，使得資訊管理科系自民國七十一年開始設立以來，在短短二十年內，學

生人數成長至全國最大的單一科系，到目前技職院校中共計 77 所設有資訊管

理系(科)。但是資訊管理的定位及資管人才培育問題還是相當嚴重，尤其是在

資訊管理系(科)快速成長的同時，由於師資的培養不能跟上班級膨脹的速度，

師生「數理邏輯分析能力」基礎培育，無法趕上解決問題的應用，使得培養

的學生在素質上亦有很大的差異；再加上資訊科技日新月異，由於普徧「數

理邏輯分析能力」不足之下，老師在教材的更新與實務的瞭解上未能即時跟

上時代的進步，使得業界在雇用這些學生時，越來越覺得難以配合業務之需

求。 
開南大學資管系(所)在這種競爭環境下，所面臨的挑戰是要為自己發展

特色定位的同時，更要尋找適合的師資，以培養出符合產業需求的資管人才，

進而成為一流資管系(所)。 
 

(1). SWOT 分析 
資訊管理學系(簡稱本系)係根據開南校務發展計畫於民國八十九年成

立，恪遵本校「致誠、卓越、豪邁、自由」之校訊及「建立優質學習環

境」的辦學理念，致力於推動資訊管理教育之相關活動，以培養「理論

與實務兼備的資訊管理與資訊服務人才」為宗旨，同時強調「資訊管理

+資訊系統工程」為系(所)發展主軸的特色，並以提昇學生對問題形成的

背景之理解與解決問題模式的建立，及問題解決方案的實現。因此，本

系以「奠基邏輯思維與推理能力」、「培養資訊技術能力」、「培養資訊系

統應用與服務能力」及「培養資訊系統發展能力」為教育目標。為明確

本系的發展策略，本系的 SWOT 分析如下圖 5-51 所示。 
 

Strengths: 
潛在內部優勢 

Weaknesses： 
潛在內部弱勢 

1.本校為北桃園唯一綜合大學具指標地

位。 
2.本校地處北部，招生吸引力相對於南部

學校而言較弱。 
3.私校法通過後本校可在台北開南商工設

立分部，以利招生。 
4.本系師資結構健全完整且多元。 
5.本系成立臺灣第一所「專案管理研究

所」。 

1.本校位居大桃園地區鄰近工業園區、科

學園區、及桃園國際機場的地理優勢，

提供教師及學生多樣機會。 
2.國內陸續推動多項與資訊科技息息相關

的重要政策與國家型計畫，資訊相關人

才需求日殷。 
3.招生來源區域化日漸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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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portunities: 
潛在外部機會 

Threats: 
潛在外部威脅 

1.本校係成立僅7年的學校，改大後知名度

尚待宣傳。 
2.畢業生僅三屆，相對年輕。 

1.設立資訊相關科系的學校持續增加。 
2.人口出生率年年下降。 
3.家長與學生對資訊管理所學之認知尚有

不足。 
圖 5-51 資訊管理學系之 SWOT 分析圖 

 
 

本系定期與不定期地召開系務會議、系課程規劃會議、系教師評審會議、

學生事務會議等各項會議，持續檢討資管系成立之宗旨與教學目標、各

學科授課目標與成效、學生學習成效、畢業生能力表現等，以凸顯本系

發展「資訊管理+資訊系統工程」為主軸之特色，培養出符合時代潮流

與市場需求之資訊管理人力。為了讓全系師生均能清楚了解本系教學目

標與發展特色，於學期中之各項集會中都仔細傳達給同學了解，集會方

式包括系主任時間、新生說明會、導師時間或系學會對新生之宣導活動

等。 
本系收集各方面的資訊及利害關係人的回饋資訊，定期檢視設定之教育

目標是否達成，是否需要採取矯正措施進行改善活動。每年都舉辦「資

訊管理理論與專案管理實務研討會」(至 96 學年度已舉辦 3 屆)，藉以提

供本系研究生和外校論文發表人相互觀摩研究的機會，每年舉辦資訊專

題發表會，以訓練大學生實作能力與規劃會議進行與專案執行能力，並

鼓勵多項技術能力考照，確實執行並評分，以了解同學的學習成效，並

依成績給予獎勵。同時本系自 97 年開始創辦「專案管理與系統工程學

報」，提供產、官、學、研各界在資訊系統工程領域的學術研究與實務

應用之交流平台。現將本系現況分為課程、教學與設備、師資以及研究

與服務四項分別詳述之。 
A. 課程 

訓練學生具有適當之電腦工具使用與專題實作之能力。課堂上專業知

識之傳授，強調系統方法問題分析與解決模型之建立，以培養學生獨

立思考與分析判斷的能力。實務應用方面要求學生在產業界發掘問題

找出實際解決之道，並以專案管理程序利用軟硬體設備設計發展可行

之系統以解決問題。 
B. 教學與設備 

為了充實師生教學與研究環境，目前共設有專案管理與系統決策研究

室、軟體品質驗測中心、資訊系統工程實驗室、研究生研究室等，供

師生使用。 
C. 師資 

專任師資具有不同領域之專長，除理論研究外，更具產業合作之豐富

經驗，可提供具彈性的、多元的教學與研究方向，並開授進階的選修

科目，擴展本系學生學習與研究的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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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研究與服務 
本校雖是教學為主的學校，本系教師仍然努力追求在研究與服務的成

果，每年均有獲得國科會研究計劃補助，並且獲得教育部重要特色「國

際專案管理教學創新與專業證照人才培育改進計畫」。此外，本系教

師積極參與業界合作計畫案，均獲得良好成果。實際活動內容如下： 
(A) 與產業建立研究與教學的產學合作關係。本系產學合作單位包

括：法國標協集團 AFAQ AFNOR (Asia)、ParaSoft 亞太分公司、

百加資通有限公司、宏碁股份有限公司、臥網資訊股份有限公

司等。本系師生近年來參觀訪問單位包括：宏碁股份有限公司、

勁永科技公司等。 
(B) 本系鼓勵學生在老師的指導下積極參與國內外各項學術研討

會，發表論文。此外，每年從不間斷辦理具特色之大學部應屆

畢業生的專題成果發表會。 
(C) 積極參與各項學術活動，經常舉辦全國性學術研討會。如：「資

訊管理理論與專案管理實務研討會」、「專案管理系列研討會」、

「專案管理暑期專班」、「ALOS 衛星影像國際研討會」、「六標

準差專案管理研討會」、「專案管理教學研討及認證說明座談會」

等。此外，本系(所)亦重視與產學界溝通交流機會，舉辦多次產

業界參觀活動，並邀請產學界專家學者到校演講。 
一般資管系的定位涵概資訊科技應用與商務管理應用，主要在培養兼

顧工程與管理的資訊服務人力，如圖 5-52 所示。有鑑於資管系的本

質，本系強調「資訊管理(information management)」、「資訊系統工

程(information system engineering)」與「資訊科技專案管理(IT project 
management)」基本知識的傳授，並應用在資訊運籌管理(information 
operational management)及資訊服務(information service)領域。在此主

軸下確定本系教學目標，進行課程規劃、教學研究及學習輔導等活動。 
 
 
 
 
 
 
 
 
 
 
 
 
 
 

圖5-52  資訊管理學系的本質與定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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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目標與特色 
本系(所)致力於推動資訊教育之相關活動，以培養專案管理與資訊

系統工程基礎能力及持續自我學習能力的資訊人才為宗旨。 
從學術的發展來看，由於系統觀念與系統思考的提出，使系統方法

理論漸趨成熟，且預先因應時代的潮流、環境的變遷、社會的需要、以

及新產品(系統)的研發製造時程壓力，使以「系統科學」為基礎的「系

統方法」成為一個完整的「系統工程與管理理論」。此一理論已漸趨穩定

成熟，而其應用的範疇亦日益廣泛，特別是應用在資訊系統分析、系統

決策、系統管理、專案管理及系統工程等領域。 
資訊管理的目的在於：掌握資訊、創造知識、創新價值。這些都需

要透過專案管理方法有效管理資訊系統工程程序，以完成資訊管理的策

略目標。本系之設立宗旨與教育目標與本校之辦學理念完全符合。本系

與學院及學校教學目標關聯圖如下圖 5-53 所示。資訊管理是未來資訊科

技的研究主流，為了配合國內邁向腦力密集的工商業結構，資訊管理學

系所培養之高級資訊管理人才，可參與國家資訊科技之發展，提昇國內

的資訊管理技術。本系的教育目標即在奠基學生邏輯思維與推理能力、

培養學生具備資訊技術能力、資訊系統應用與服務能力及資訊系統發展

能力，以迎合未來之企業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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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53  資訊管理學系與資訊學院教育目標及學校教育目標關聯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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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實力派。 
B. 培養資訊技術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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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培養資訊產業的新鮮人，使學生們洞悉資訊科技在企業經營管

理中扮演的角色。 
C. 培養資訊系統應用與服務能力 

(A) 培養學生整體資訊系統應用與服的概念； 

提供完善的教育環境。

培養資訊技術能力。

提升國際能見度和知名度。

學校教育目標

發展國際化、校園人性化、教學卓越
奠定邏輯思考與推理能力。

配合趨勢化的通識教育。

產學合作化的專業課程。

溫馨人性化的校園環境。

寬宏全球化的國際視野。

資管系教學目標

學校定位

卓越教學型大學，朝向與業界結合，提高學生就業率的方向發展

校務發展總目標

建立優質學習環境

資訊學院發展總目標

培育滿足「國際化」「資訊化」「全球化」
趨勢的高級專業資訊科技人才

資管系(所)成立宗旨

培養具備資訊管理與資訊服務能力之專業人才

系目標三

培養資訊系統
與服務能力

系目標一

奠基邏輯思維與推
理能力

系目標四

培養資訊系統
發展能力

系目標二

培養資訊技術
能力

提供完善的教育環境。

培養資訊技術能力。

提升國際能見度和知名度。

提供完善的教育環境。

培養資訊技術能力。

提升國際能見度和知名度。

學校教育目標

發展國際化、校園人性化、教學卓越
奠定邏輯思考與推理能力。

配合趨勢化的通識教育。

產學合作化的專業課程。

溫馨人性化的校園環境。

寬宏全球化的國際視野。

奠定邏輯思考與推理能力。

配合趨勢化的通識教育。

產學合作化的專業課程。

溫馨人性化的校園環境。

寬宏全球化的國際視野。

資管系教學目標

學校定位

卓越教學型大學，朝向與業界結合，提高學生就業率的方向發展

校務發展總目標

建立優質學習環境

資訊學院發展總目標

培育滿足「國際化」「資訊化」「全球化」
趨勢的高級專業資訊科技人才

資管系(所)成立宗旨

培養具備資訊管理與資訊服務能力之專業人才

系目標三

培養資訊系統
與服務能力

系目標三

培養資訊系統
與服務能力

系目標一

奠基邏輯思維與推
理能力

系目標一

奠基邏輯思維與推
理能力

系目標四

培養資訊系統
發展能力

系目標四

培養資訊系統
發展能力

系目標二

培養資訊技術
能力

系目標二

培養資訊技術
能力



 245

(B) 訓練學生追求企業資訊運籌管理合理化； 
(C) 使學生具備整合資訊品質技術與專案管理技術； 
(D) 培養學生協調溝通與團隊精神的能力。 

D. 培養資訊系統發展能力 
(A) 使學生具備運用系統的觀點、方法來組織、管理資訊系統工程

的實施； 
(B) 使學生具備系統方法解決問題的能力； 
(C) 培養軟體工程與品質驗測的能力； 
(D) 資訊系統整體規劃能力，使資訊系統能與企業發展相契合； 
(E) 建立介面管理能力，以發揮系統整合效能，產生各子系統能加

成之效果。 
同時，本系強調強化產業界之「合理化」與「效率化」之效能。本系英

文名 Information Management 之縮寫 IM 即為體現上述教育目標之內涵；

深層意義為： 
A. I: Integration 整合，代表「系統工程與專案管理」硬技能的學習及「全

人教育」的軟技能的培養。 
B. M: Morality 品德，代表「卓越」、「致誠」的職場倫理與道德的人

格養成教育。 
現代的資訊管理絕對是企業的商務功能之一，資管人才的核心能力是規

劃、建立及維運企業的資訊系統，所以本系的教學目標就是要學生學習

到企業所需的完整的資訊系統架構。資訊科技的範疇之廣，包括無數商

業及非商業領域中的許多複雜技術，抽象行為概念與特殊的應用。本系

所培養的資訊管理人才需要全盤精通相關的資訊系統知識。在本系的教

育目標下，資管系的同學必須對軟硬體的知識和資訊系統開發流程有比

較深入的學習，作為後續其他課程的基礎。資管系大學部的課程會比較

強調觀念的介紹及基礎知識的傳授，但是對研究生的課程則多討論個案。 
本系之定位在培養具備系統整合及專案管理基本能力和持續學習能力的

資訊產業管理人才。以「資訊管理與資訊系統工程」做為課程發展主軸，

兼具「理論、證照、實務、就業」的教學目標，並配合產業界需求規劃

課程，培育台灣企業需求的資訊系統整合與專案管理人才。本系的發展

方向，一方面強化資訊科學及系統工程之基礎教育，提供軟體與硬體應

用方面紮實之訓練，以建立學生豐厚的理論基礎和解決問題之能力；另

一方面則加強學生專案管理知識及實作能力，除積極主動尋求與公私立

研究機構及企業界建教合作外，更透過實施小分組之 2 學期必修「資訊

專題實作」課程，加強要求，期使同學們理論與實務並重，獲得完整之

專業訓練。 
本系強調資訊管理、知識管理、決策支援系統、系統動態學及專家系統

的整合研究，以因應未來人工智慧在資訊管理應用上的重大影響。決策

支援系統除了提供企業管理者決策過程中所需之相關資訊。在結合專家

系統下也可作為專案投資預測分析，企業診斷、生產管理流程、資訊投

資分析輔助工具，提昇企業生產力及競爭力。本系也強調資訊科技與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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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系統的研究。資訊科技與資訊系統，乃是形成目前與未來實現資訊社

會的基礎，改變了人類的生活型態，影響教育、行政、產業、國防等多

個層面。綜合這些發展方向，本系將訓練學生成為真正具有資訊系統整

合及專案管理專長的人才。 
為使本系設立宗旨與目標得以實現，本系將課程與研究融入於三大發展

方向與四大學習領域，三大方向為邏輯思維、管理工具與系統整合能力，

四大學習領域為資訊科技、資訊管理、系統工程及專案管理領域，另結

合強化溝通之語文通識課程、相關跨系學程教育與培養高尚品德之服務

教育課程。學生除了必須專精此三大發展方向外，尚須結合各項工作經

驗與相關技術之發展與應用實務。四年級學生必須修習，由企業界聘請

具實務經驗之高階經理師資所任課之就業輔導課程，以確實能符合產業

的實際需要。 
本系考量時代之脈動與社會之需求，開設實務課程，加強資訊與管理領

域教學品質，以培養社會所需之資訊管理實務人才。本系現有及相關支

援師資，引導學生依下列專長發展： 
A. 整合資訊技術與應用系統之理論與實務，做好資訊運籌管理； 
B. 針對資訊系統發展生命週期的系統工程與軟體品質管制技術；  
C. 資訊系統開發與資訊安全建置過程的發展與管理； 
D. 結合企業組織之經營與專案管理理念，將企業專案管理的理論應用於

實務。 
 

綜合上述，本系之特色為： 
A. 培養具備「資訊管理與資訊系統工程」之專業人才 

本系發展之課程規劃以資訊系統工程與資訊管理作為主軸，以培養學

生在系統整合及科技應用的兩項技能，使能充分發揮專案管理、管理

決策、專業英文等三種能力。同時具備包括資訊管理、資訊系統、資

訊科技及專案管理等完整課程的領域，提供學生多元學習的機會。藉

由「資訊管理+資訊系統工程」的概念設計課程，使學生具備解決問

題合理化與工作效率化的能力。 
B. 培養紮實的資訊系統之理論與應用能力 

本系(所)將針對時代脈動、已結合現代專案管理和資訊系統工程，完

全符合了當前之工商、產業界實務重點，選擇適質、適量課程以發展

學生個人特色，強調證照與就業的關聯，並充分運用理論於實務之

中。所有課程之制定皆具前瞻性，並配合最先進時代潮流，隨時修訂

或增訂課程，以培養資訊系統工程應用與管理之專案管理專業人才為

目標，使學生具有分析、設計、整合、創新、應用、管理系統之專業

能力。開設「就業輔導」、「升學輔導」及「證照輔導」課程，同時建

立學生就業與升學能力。 
C. 培養具備溝通與系統整合專長之專案管理人才 

良好溝通與衝突解決能力是所有有效解決問題之源頭，新世代的領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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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必須具備此最基本之管理能力，本系開設多項與專案管理及系統整

合相關之課程，專案整合管理、專案溝通管理、專案人力資源管理、

策略專案管理等以鼓勵學生加強此一能力。 
D. 培養具備高尚品德與職業倫理之人才 

高尚品德與職業倫理是做為現代人所應具備最基本的特質，無論從任

何角度觀察，品德是使得社會與國家進步的原動力。本系要求所有學

生必須修畢服務教育課程，在生活與課堂學習上永遠秉持誠實至上，

操守為先之觀念。 
E. 多元的學習課程 

本系依據發展特色及產業實際需求，開設多元的跨領域學程，同時降

低專業選修學分數，讓學生有機會依個人興趣選擇不同的學分學程。 
F. 溫馨良好的學習環境 

本系設立雙導師制度，導師依照同學表現安排單獨晤談，於班會時間

討論班級事務或宣達學校近況。以期及早發現並解決問題，遇無法解

決處置的事情則轉介到輔導室由專業輔導老師處理。系上設有專案管

理系統決策的研究室及軟體品質驗測中心，提供不同學生之使用需

求。教師亦利用研究室從事各項研究工作。教師們不僅具備各項專

才，且多數老師具備管理以外之第二專長及產業實務經驗，同時隨時

散發出高昂之教學和研究熱誠。 
 

(3). 策略與做法 
A. 辦學特色 

本系(所)自 89 年成立以來，一直隨著開南大學的發展而逐步成長中，

現有大學部、研究所及進修部計學生 714 人，專任老師  15  人，

為配合開南大學於 94 年申請改名「開南大學」以及台灣企業界對資

管人才的需求，本系已於 95 學年度成立「資訊管理碩士在職專班」(含
資訊管理組、專案管理組)。 
相較於其他學校，本系之師資皆為學界專精人才，大多數均具有業界

經驗，師資之質與量完全能切合資訊科學之學科專長與實務發展，並

有充足能量可支援未來發展。本系教師多具產業實務經驗，在未來大

專院校大專生來源減少的趨勢下，本系除了可以為產業培養具備理論

與實務的資管專業人才外，更可著重於終身教育提供產業在職人員一

個理論與實務兼具的進修學習環境。此外，本系師資有許多專任教師

具有國外博士學位及工作經驗，且教學經驗多，將可以配合本校國際

化的目標，培養具有國際觀的學生並逐步提高專業課程英文教學的比

重。 
由於各大專院校均設有資管系，為了求其差異化，本系(所)特色及定

位如下： 
本系是訓練未來具備資訊資源管理能力之專業經營人才及企業家的

地方。強調「資訊管理 + 資訊系統工程」能力的養成。除了教授學

生有關最先端資訊科技外，也教導學者具有商管知識，成為具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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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國際觀和全方位邏輯思考能力的資訊系統整合通才。具體而言，

本系發展特色將以一個主軸、兩項技能、三種能力做為未來課程規劃

及教育學生的碁石： 
一個主軸 ⎯ 資訊管理與資訊系統工程； 
兩項技能 ⎯ 資訊系統整合技能、資訊科技應用技能； 
三種能力 ⎯ 專案管理能力、管理決策能力、專業外語能力。 
本系最大的特色著重於通才教育、平衡發展及多元學習，即資訊系統

整合與專案管理科學的結合，理論與實務的平衡，除了奠基學生的基

礎邏輯能力外，特別強調理論、實務、證照與就業全方位的教學品質

目標，使本系學生除了具備資訊管理深厚的理論基礎外，並擁有資訊

科技專案管理的實務經驗，以提供業界急需之資訊整合及專案管理人

才，提昇競爭力(見下圖 5-54 所示)。因此，資訊管理學系的學生，不

但能擁有最先進之電腦專業知識，而且可以習得專案管理一技之長，

終身受用不盡。 
 

 
 
 
 
 
 
 
 
 
 
 
 

圖 5-54  資訊管理學系所特色發展的碁石圖 
 
 

本系定位成為國內「資訊管理與資訊系統工程」之教學研究。因此，

本系整合系上師資專長並著眼於未來企業多轉型以專案進行管理之

經營趨勢，本系特成立「國際專案管理研究中心」，除研究專案管理

學術理論外，也探討專案管理與資管理論結合提高企業應用資訊科技

效率與效益，進而提高競爭優勢之研究。藉由專案管理領域學術研

究、產學合作、教育訓練及國際專案管理師考證的輔導，建立本系在

國際專案管理領域整合資訊管理學術研究與實務應用的地位，以凸顯

本系之特色。具體措施規劃如下： 
學術上藉由「國際專案管理研究中心」強調跨學科研習； 

(A) 創辦「2005 第一屆資訊管理學術與專案管理研討會」，強調理論

與實務之結合以符合臺灣產業界對資訊管理及專案管理人才的

需求，未來將持續擴大成為亞太地區及國內最重要的資訊系統

工程與專案管理會議； 

資訊管理課程

資訊科技課程

系統工程課程

數理邏輯課程

專案管理學程

就業輔導課程

專題研究

產學合作

專業實習

現有

待加強

規劃中
資訊
系統
(IS)

資訊
科技
(IT)

資訊
管理
(IM)

理
論 實

務

證
照

就
業

專案
管理
(PM)

數理邏輯

建教合作

乙級證照

丙級證照

網管證照

專案管理專業證照

資訊安全內稽人員證照

資訊管理課程

資訊科技課程

系統工程課程

數理邏輯課程

專案管理學程

資訊管理課程

資訊科技課程

系統工程課程

數理邏輯課程

專案管理學程

就業輔導課程

專題研究

產學合作

專業實習

現有

待加強

規劃中
資訊
系統
(IS)

資訊
科技
(IT)

資訊
管理
(IM)

理
論 實

務

證
照

就
業

專案
管理
(PM)

數理邏輯

資訊
系統
(IS)

資訊
科技
(IT)

資訊
管理
(IM)

理
論 實

務

證
照

就
業

專案
管理
(PM)

數理邏輯

建教合作建教合作

乙級證照

丙級證照

網管證照

專案管理專業證照

資訊安全內稽人員證照

乙級證照

丙級證照

網管證照

專案管理專業證照

資訊安全內稽人員證照



 249

(B) 經常性對企業作專業需求調查，據以修正學程科目 
(C) 設立專業實驗室：軟體品質驗測實驗室、專案管理系統決策實

驗室； 
(D) 設置專業講座，定期邀請各行業傑出人士演講； 
(E) 建立與企業的長期合作關係； 
(F) 設置整合型的企業服務團隊； 
(G) 擴大延聘講座教授、客座教授； 
(H) 建立新進教師輔導制度； 
(I) 提倡網路教學，共享教育資源。 

B. 發展系所特色 
(A) 確保全面教學品質 

本系教學方針係以資訊管理為導向來培育學生資訊系統工程及

資訊科技專案管理能力，強調運用資訊科技及專案管理達成企

業經營的目標及持續競爭優勢，教學品質兼顧理論、實務、就

業與證照的獲得。本系將持續聘請資訊系統和專案管理專長之

優秀教師，師資陣容堅強。 
(B) 多元化課程/學分學程設計 

課程安排符合世界資訊科技發展潮流並注重循序漸進及多樣

化，本系之教學以培育未來資訊社會所需之資訊科技應用通才

與管理人員為目標。主要特色是自由的學風與重視學生個人之

潛力開發與興趣發展，設計不同學分學程讓同學有跨不同領域

的學習機會。在教學上強調理論與實作的結合，管理技能與工

程技能的整合，培養學生獨立思考、學習、整合和領導的能力。 
(C) 強化語言能力的培訓 

為與國際化接軌，本系課程安排 9 學分(包括資訊科技專業英語

課程)。 
a. 擴展學生升學出路 
對優秀學生透過甄試直接升入本校資管所機會大； 

b. 成立資管碩士在職專班(資訊管理組及專案管理組)，提供另一

個升學機會； 
c. 未來將成立「決策科學與資訊系統」博士班，優秀博士畢業

生可留校服務擔任助理教授。(申請中) 
(D) 奠基資訊管理的能力 

本系課程規劃理論與實務並重，培植學生成為運用資訊技術及

專案管理專業人才，同時強調學生對資訊系統整合能力的培養。 
(E) 輔導取得專業証照 

本系自 90 學年度起，開始承辦行政院勞工委員會職訓局委託辦

理丙級在校生專案技能檢定計畫，除了本系(所)老師在推廣部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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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乙級考証班，本系也設有証照學程，以輔導本系學生考取國

家証照，同時也輔導學生考取國際專案管理師証照，對學生之

就業極有助益，且成效顯彰。 
(F) 指導畢業專題製作 

開設「資訊管理專題」一學年課程（三下、四上），課程內容為

要求學生分組討論，製作資訊管理相關領域的專題題目，以整

合學生大一～大三所學之專業知識，並且要求本系專任教師都

必須指導學生製作專題，藉由專題培養學生專案管理及實作能

力。本系另開設就業輔導課程，以輔導學生就業。 
(G) 規劃校資訊運籌與管理專業學程 

考量時代之脈動與社會之需求，本系規劃成立校資訊專業學程

培育資訊服務人才改進計畫，融合資訊科技與管理等相關課

程，已先規劃「軟體工程專案管理」資訊服務專業學程，以本

系教師為主體，協同其他院相關老師支援開課，提供有系統的

創新課程。 
C. 基於此系(所)成立宗旨及教育目標，本系(所)未來教學研究發展主軸

在於「資訊管理+系統工程」，詳述如后。 
(A) 資訊系統工程教育的必要性 

社會在走向資訊化，其基礎是企業、組織和政府的資訊化。

所有的單位和部門都正在或將要建設各種不同規模大小的資訊

系統，而臺灣的資訊化正是由這樣一個個資訊系統編織而成

的。小的資訊系統是大的資訊系統的組成部分，大的資訊系統

是更大資訊系統的一部份。每一個資訊系統不再是孤立的。在

這種背景下，如何提高資訊系統建設的成功率和應用的效益，

已經成了企業和組織的決策者以及資訊系統的建設者們共同關

注的問題。 
作為一門科學，對資訊系統的研究越來越細化(細分)，分

成很多領域，相應的系統規模越來越大，內容越來越複雜，產

生了更多的資訊管理職業職務位。回顧資訊系統理論和實踐的

發展過程，人們對資訊系統研究的思路和焦點變化的軌跡是：

應用程序設計→資訊系統設計→系統開發方法論→專案管理→
資訊系統工程。在這個過程中逐漸形成一套完整的資訊系統方

法論(information system methodology)，其中包括資訊系統分析

(IS analysis)、資訊系統設計(IS design)、和資訊系統工程管理(IS 
engineering management)。 

目前在臺灣的高等學校的資訊管理相關教學中，討論資訊

系統開發的具體方法、技術、工具比較多，而從實施和管理的

角度研究及教學得還不夠，無法符合產業對資訊系統的管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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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需求。這就造成一些資訊系統夭折了，一些資訊系統雖然建

設/建置起來，卻沒有獲得應有的效益，甚至僅僅是個擺設。目

前少有學校以資訊系統工程作為教學主軸，即使有一些相關課

程及教材，但大多數還是停留在對軟體開發方法的教學研究。 
(B) 資訊系統工程的內涵 

資訊系統工程是將資訊系統的建設看做一項工程。對於一

項系統工程，不論系統的大小和複雜程度都看作是更大系統的

一部分。主要是從不同的視角詳解資訊系統建設中的工程問

題，強調通過工程的管理使資訊系統的建設達到預期的效益，

基本觀點是： 
a. 一個資訊系統是企業資訊化的一部份，而不是孤立的一種應

用； 
b. 涉及多種人，其中包括軟體開發人員、企業管理人員、工程

管理人員、外包公司、監理和審查人員、測試和維護人員； 
c. 資訊系統的建設涉及多個環節，而不僅僅是軟體的開發，包

括規劃、組織、管理、設計、實施、評測、維護等工作； 
d. 將資訊系統建設看作工程，是將重點放在管理、組織、技術

的研究； 
e. 大量事實證明，僅僅將資訊系統建設重點放在軟體開發上，

會導致系統建設風險增大，成功率降低，效益低下； 
f. 資訊系統工程所關注的是如何利用科學的方法管理和組織資

訊系統的建設，以便有更大的把握使企業(使用者)獲得最佳方

案、最短的工期、最低的成本以及最高的系統品質和最好的資

訊系統建設效益。 
軟體開發的風險之所以大，是由於軟體過程能力低，其中

最關鍵的問題是軟體開發組織不能很好地管理其軟體過程，使

一些好的開發方法和技術起不到預期的作用。而且專案的成功

也是通過工作組/團隊的傑出努力，所以僅僅建立在某個或某幾

個人上的成功並不能為全組織的生產和品質的長期提高奠立基

礎，必須在建立有效的管理工程實踐和管理實踐的基礎設施方

面，堅持不懈的努力，才能不斷改進，獲得持續成功。大量的

資訊系統建設也說明了管理在資訊系統建設中的重要性，但臺

灣產業在這方面的人才短缺，重視程度不夠，因此我們認為應

該加強這方面的教學研究很有必要。 
資訊系統的建設需要嚴格的組織和管理才能實現，這也是

資訊系統工程要研究的內容。資訊系統工程和資訊系統開發的

涵義經常被混淆，實際上二者之間有明顯的不同。下面從資訊

系統工程的定義、要素和類型等方面理解資訊系統工程概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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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涵。 
 

(C) 資訊系統工程的定義與要素 
資訊系統工程 ( Information System Engineering, ISE ) 的

概念是隨著資訊系統應用的日益廣泛而產生的，主要研究資訊

系統建設和管理中的規律性問題，以提高資訊系統的效益。資

訊系統工程是用系統工程的原理和方法來組織、管理、實施和

完成資訊系統建設的一門工程技術和工程管理學科。資訊系統

工程不同於一般的系統工程，也不同於平常所說的軟體工程，

正如約翰˙柯林斯所說的那樣：「資訊工程作為一個學科要比軟

體工程更為廣泛，它包括了為建設立基於現代資料庫的電腦化

企業所必需的所有相關的學科」。 
由於資訊系統工程的規模和複雜程度所存在的差異，所以

在具體應用時間表達也經常不同。在實際工作中和資訊系統工

程相近的概念有 IT(Information Technology)專案、資訊工程、資

訊系統建設、資訊化建設等。儘管這些概念從字面上講涵義不

完全相同，但都是站在上述資訊系統工程的角度使用這些術語

的。 
資訊系統工程從理論和方法角度可以包括 3 個基本要素：

組織(organization)、技術(techniques)、管理(management)。在此，

組織是基礎、管理是手段、技術是方法，三者之間相互依存，

缺一不可，因此可稱之為資訊系統工程三角模型。其中每一個

要素的具體內容是： 
a. 組織：包括工程組織(專案組織)、角色安排及職責的分配； 
b. 技術：包括資訊系統的建設和開發方法以及選擇的工具與方

案； 
c. 管理：對規劃、計畫的實施與控制，各種資源的管理、監理

和稽核等。 
作為一個資訊系統工程的組織者，就是要解決好這三者之

間的錯綜複雜的關係。資訊系統工程主要研究資訊系統建設的

組織管理和控制，最終實現規劃的目標。資訊系統工程是組織、

管理的科學和技術。它涉及很多學科的知識和技術，其中包括

電腦、通信網絡工程、專案管理、運籌學(作業研究)、成本計算

和管理、效益的分析和計算等。 
資訊系統工程規模的大小、複雜性、成本等往往有很大的

區別，但其本質有共同性。資訊系統工程總是依附於一個已經

存在的組織或社會系統，例如企業的資訊系統、電子政務資訊

系統等，具有社會、技術綜合特點並和其他的系統關係密切。

另外，資訊系統工程與一般工程專案不同，例如建築工程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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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房子的地方蓋起一個建築，而資訊系統工程含包含了大量

的對原有資訊系統的改造、升級和重構。資訊系統工程的種類

很多，站在不同的角度有不同的分類方法如下表 5-34 所示。 
 

表 5-34  資訊系統工程分類一覽表 
分類方式 資訊系統工程舉例 

按照系統的

組織分類 
企業資訊化系統工程； 
經濟資訊系統工程； 
電子政務系統工程； 
電子商務系統工程； 
軍事資訊系統工程。 

按照系統工

程在企業中

的功能分類

企業流程重組資訊系統工程； 
OA 資訊系統工程； 
WEB、郵件等服務資訊系統工程。 

按照工程的

服務方式和

內容分類 

研發類型的資訊系統工程； 
應用軟體開發類資訊系統工程(如 ERP, CRM, PDM, SCM…)；
系統整治類資訊系統工程； 
專案管理資訊系統工程。 

 
資訊系統工程是具有多種類型的系統工程中的一種，它既

具有系統工程的特點又有自身的特殊性。資訊系統工程是使用

系統工程的原理和方法來組織、實施和完成資訊系統建設的一

門工程技術和工程管理科學。資訊系統至少包含了三層含義：

資訊、資訊系統和資訊系統工程。因此，資訊管理的教學重點

不僅是分析和開發方法的教學研究，而且也要側重於非技術的

管理因素。雖然資訊系統工程主要面對的是規模較大的資訊系

統建設，但其理念和方法對任何規模的資訊系統建設都具有強

烈指導意義。正如喬治˙赫爾博士所說：「技術是一個強而有力

的因素，但把技術能力轉換為經營成果是一項管理職責，而不

是技術職責」。 
資訊系統工程中的專案管理本身也是一種科學的管理手

段，目的是在指定時間和資源的條件下，如質、如期地完成預

定的任務。一般來說，專案管理涉及的要素包括進度、成本、

人力和品質。如何根據專案的進度、資源的需求、人員的變動

等狀況協調這些要素之間的關係並求得相互之間的平衡，是專

案管理要解決的問題。在各類專案中，資訊系統建設算得上是

最複雜的專案，這主要因為三方面的原因：首先，資訊系統建

設的主要資源是人，而人是最難管理的；其次，資訊系統建設

的核心是軟體開發，從某種意義上講，軟體是無形的，對其品

質的評價也存在很多主觀因素；第三，需求的多變性。這些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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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導致資訊系統建設專案的複雜程度高於任何其他系統。因

此，專案管理更是資訊系統工程的關鍵成功因素。 
由前述可知，資訊系統工程是用系統工程管理的方法構建

資訊系統，從而充分挖掘資訊價值的一套理論、方法和工具的

總稱，主要強調資訊系統工程規劃、專案管理、工程監理、成

本和風險分析等管理方法。資訊管理領域的本質既然是在管理

與工程之間的跨領域學科，本系以資訊管理及資訊系統工程作

為系(所)發展及教學研究的主軸，更能突顯本系與它校資管系不

同的特色。 
(D) 資訊系統工程研究方法 

資訊系統工程的內容和管理也是隨著資訊科技的發展而變

化的。其內容也在不斷延伸和深入。和一般工程系統相比，資

訊系統工程的研究方法也表現出一些固有的特徵。這些特徵表

現在組織管理、方法論、工具等不同層次，如下表 5-35 所示。 
 
 

表 5-35  資訊系統工程研究方法一覽表 
構面 資訊系統工程研究方法的特徵 

方法論方面 系統觀點和方法論的應用：站在全面觀點對問題的分析； 
模型分析法：多種建模方法，例如結構化、物件導向等方法；

對環境的依賴：約束分析以及對環境和未來的預測分析。 
組織管理方

面 
人的組織：建立開發(專案)團隊和對(專案)團隊的有效管理；

策略的選擇和實施策略的確定：包括主要功能的確定、優先

順序、分部方案、實施方法等； 
控制策略：稽核、監理、成本分析和管理控制； 
資源的整合：整合企業各種資源，包括人才、知識、資金和

物質等資源。 
工具方面 數學方法：數據的深度處理； 

圖型化工具；專案開發和管理工具，例如統一建模語言

(UML)和統一過程(UP)等。 
 
 

(E) 資訊系統工程的研究內容 
資訊系統工程作為在系統工程概念中發展出來的新型學

科，包含了豐富的研究內容。這些也是本系發展過程及課程規

劃中要探討的重要問題。這些內容包括資訊系統之：工程(專案)
的規劃；管理機制；團隊的組織和管理；管理過程；招標、採

購、外包管理；變更管理；進度管理；實施進程；成本管理；

品質管理；風險管理；測試管理；文件管理；監理和稽核；工

程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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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大部分內容將在後面的章節中具體講述。在研究的方

法和工具等方面，主要有以下一些特點： 
a. 基於電腦網路的自動化管理工具的重要性； 
b. 數學方法的重要性； 
c. 強調科學的管理和組織； 
d. 強調過程最佳化、規範； 
e. 強調資源的最優配置和合理應用； 
f. 強調成本效益的統一。 

(F) 專案管理教育的必要性 
現代專案管理是二十世紀五十年代逐漸發展起來的一門管

理學科，一種計畫管理方法。它在運作方式和思維模式上能夠

最大限度地改善工作流程及問題解決，提高工作效率。同時經

由專業組織也發展成系統化的「專案管理知識體系」(project 
management body of knowledge, PMBOK)。隨著企業專案組織取

代專業化分工的職能組織已經成為一個基本趨勢，對專案管理

人員需求的增長速度已經超過專業管理人員，專案管理專業人

才正在成為各類產業的另一熱門專業需求。而系統工程則是專

案管理人員面對解決複雜系統問題所必須具備的能力。 
系統工程是以系統方法為基礎的一門綜合學科，係運用系

統思考與定量和定性相結合的系統方法處理大型複雜系統的問

題，無論是系統的設計、產品的開發、或組織的建立，還是系

統的經營管理，都可以看成是一類工程的具體實踐，統稱為「系

統工程」。而未來的專案管理將是一門以系統工程為基礎、以電

腦網路和資訊技術為管理手段，涵蓋工程學、經濟學、管理學

等多門學科的新興學科。現在，許多面臨激烈競爭的企業意識

到，應該更有效地建置一個高度專業化的專案組織，以有效規

劃與控管系統工程專案，並意識到透過專案管理可以有效地在

高階管理層和專案利害關係人之間共用專案資訊，提升決策品

質，實現系統工程專案的目標。當企業認知到建立全面專案管

理與系統工程環境在競爭環境中的必要性時，專案管理學即成

為一門重要的管理學科。 
 

(4). 課程架構規劃 
A. 本系課程規劃 

本系強調「資訊管理+資訊系統工程」知識的傳授，以培養應用資訊

科技解決真實世界問題的通才，本系教學目標及課程規劃的對照表如

表 5-3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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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6  資訊管理學系教學目標及課程規劃的對照表 
教育目標 必/選修 對應教學目標之課程名稱 

必 微積分(上)3、微積分(下)3、統計學(上)3、統計學(下)3、
管理數學 3、進階英文 1、經濟學 3、管理學 3、資訊科

技英文 2 
奠基邏輯思維

與推理能力 
選 企業概論 3、多變量分析 3 
必 資訊概論(上)3、資訊概論(下)3、網路概論 3、程式設計

3、視窗程式設計 3、資料結構 3、資料庫管理 3 

培養資訊技術

能力 

選 物件導向程式設計 3、網路技術與應用 3、資訊安全 3、
無線通訊 3、影像處理 3、作業系統 3、應用系統發展實

務 3、實務研討 3、網路程式設計 3、演算法 3、丙級電

腦軟體應用 0、丙級電腦軟體設計 0、丙級網頁設計 0、
乙級電腦軟體應用 0 

必 資訊管理導論 3、管理資訊系統 3 

培養資訊系統

應用與服務能

力 

選 會計學 3、財務管理 3、地理資訊系統 3、行銷管理 3、
資料倉儲概論 3、人工智慧 3、電子商務 3、企業資源規

劃 3、管理資訊系統專論 3、資料探勘概論 3、生產與作

業管理 3、人力資源管理 3、顧客關係管理 3、決策支援

系統 3、資訊經濟 3、知識管理 3、資訊策略管理 3、科

技管理 3、運籌管理 3、資訊決策分析 3 
必 系統分析與設計 3、資訊管理專題(上)3、資訊管理專題

(下)3 
培養資訊系統

發展能力 選 系統工程概論 3、專案管理 3、軟體工程 3、業界實習

3(三下暑假)、專案風險管理 3、作業研究 3、資訊系統

工程 3、專案品質管理 3、專案管理師認證 0 
 
 

另外，從資訊系統工程方法論的內涵而言，本系教學目標與課程

規劃及資訊系統工程方法論的對照表如表 5-37 所示。 (IS analysis)、 
(IS design)、和 (IS engineering management) 

 
表 5-37  資訊管理學系教學目標、資訊系統工程方法及課程規劃的對照表 
教學

目標 
必/
選

修 

基礎數理課

程 
資訊基礎課

程 
資訊系統分

析課程 
資訊系統設

計課程 
資訊系統工

程管理課程

奠基

邏輯

思維

與推

理能

力 

必 微積分

(上)3、微積

分(下)3、統

計學(上)3、
統計學

(下)3、管理

數學 3、進階

英文 1、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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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

目標 
必/
選

修 

基礎數理課

程 
資訊基礎課

程 
資訊系統分

析課程 
資訊系統設

計課程 
資訊系統工

程管理課程

學 3、管理學

3、資訊科技

英文 2 
選 企業概論 3、

多變量分析3 
    

必  資訊概論

(上)3、資訊

概論(下)3、
網路概論 3、
程式設計 3、
視窗程式設

計 3、資料結

構 3、資料庫

管理 3 

   

培養

資訊

技術

能力 選 演算法 3、 丙級電腦軟

體應用 0、丙

級電腦軟體

設計 0、丙級

網頁設計 0、
乙級電腦軟

體應用 0 

應用系統發

展實務 3、作

業系統 3、網

路程式設計

3、物件導向

程式設計 3 

影像處理

3、網路技術

與應用 3、資

訊安全 3、無

線通訊 3 

 

必   資訊管理導

論 3、管理資

訊系統 3 

  

培養

資訊

系統

應用

與服

務能

力 

選 會計學 3、財

務管理 3、行

銷管理 3、 

資料探勘概

論 3、 
 地理資訊系

統 3、資料倉

儲概論 3、人

工智慧 3、電

子商務 3、 

企業資源規

劃 3、管理資

訊系統專論

3、生產與作

業管理 3、人

力資源管理

3、顧客關係

管理 3、決策

支援系統

3、資訊經濟

3、知識管理

3、資訊策略

管理 3、科技

管理 3、運籌

管理 3、資訊

決策分析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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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

目標 
必/
選

修 

基礎數理課

程 
資訊基礎課

程 
資訊系統分

析課程 
資訊系統設

計課程 
資訊系統工

程管理課程

必   系統分析與

設計 3、資訊

管理專題

(上)3、資訊

管理專題

(下)3 

  

培養

資訊

系統

發展

能力 

選 系統工程概

論 3、作業研

究 3 

 軟體工程 3、  專案管理

3、業界實習

3(三下暑

假)、專案風

險管理 3、、

資訊系統工

程 3、專案品

質管理 3、專

案管理師認

證 0 
 
 

再從產業需求而言，本系課程主要係以培養學生以「資訊管理與

資訊系統工程」為核心能力，具備系統整合技能、科技應用技能、專

案管理能力、管理決策能力及專業外語能力之資管人才。 
 

B. 強調邏輯思維及推理基礎課程 
培養學生邏輯思維與決策能力。透過「基礎邏輯分析課程」來奠

基資訊管理與專案管理知識，為將來無論是就業或是繼續深造奠定基

礎。資訊管理的實踐必須以理論為基礎，並以實施執行以驗證其理

論。事實上，資訊系統工程與資訊管理的各項議題的深入研究，基本

上還是要回歸到如何應用多層面、多目標與多準則的全面邏輯性思考

方式，以確保企業專案管理的有效性。例如，資訊系統與專案管理的

資料(含明確與模糊資料)必須應用統計與多變量分析(含各種預測方

法)來處理；而資訊與專案的策略規劃與設計則是一種多目標規劃，

換言之，就是以「明確與模糊資料」為基礎之「多目標」+「多階層」

+「多階段」+「動態」的規劃問題；至於資訊系統整合與專案管理

的績效評估面及優序選擇和資源有效分配則是多準則評估問題，亦即

包含明確與模糊資料之加法型與非加法型多準則評估，含模糊權重與

動態權重等理論應用。 
本系在資訊管理與資訊系統工程的學術及實務應用方面已經有

許多成果，未來藉由學術研究建立及提升系統工程與專案管理教學研

究水準，則是我們追求的目標，也是本系成立「國際專案管理研究中

心」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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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資訊系統工程與資訊管理課程 
培養學生資訊系統工程應用技能。資訊系統工程強調系統方法解

決資訊系統開發問題的過程。專案管理則協調資訊系統工程程序使更

有效率。 
本系大學部之資訊系統工程與資訊管理課程強調在軟體系統工

程的應用，軟體系統工程係有效資訊系統整合的核心過程，而軟體專

案管理(包括能力成熟度整合模式)是確保軟體與資訊系統品質的必

備過程。 
 

D. 管理資訊系統應用課程 
隨著 5C (Computer, Communication, Control, Consumer & Content)

技術的運用與全球網際網路(Internet/Intranet 與 Extranet)的建構，加

上全球化、虛擬企業(Virtual Corporation)的電子商務與全球運籌管理

模式隨之成形，其重點與目的在於有效運用全球資源，並提供全球消

費者隨時隨地、隨選的直接與即時的產品與服務。近年來，運籌管理

(Logistics Management; LM)、供應鏈管理(Supply Chain Management; 
SCM)、快速回應(Quick Response; QR)、快速的商業交易(Commerce At 
Light Speed; CALS)、電子商務(Electronic Commerce; EC)乃至顧客關

係管理 (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CRM) 與知識管理

(Knowledge Management)等資訊管理系統不斷地出現，給所有處於高

度競爭環境下的台灣企業帶來了希望與方向。每一種主張都強調藉由

先進的資訊科技與資訊系統，配合企業內與企業間的營運特性，建構

一良好的運籌與供應鏈合作體系。透過企業資源及資訊系統緊密結

合，以達到在最低成本下提供顧客最好的服務(在時間、品質及價格

上)的整體目標。 
因此，本系因應企業對管理資訊系統應用與管理人才的需求，開

設相關課程分類如下：資訊概論、知識管理、資訊管理導論、顧客關

係管理、產品資訊管理、企業資源規劃、供應鏈管理。 
 

E. 資訊運籌管理課程 
奠基學生管理決策能力。具體來講，企業管理工程係充分運用「IT

經營管理本質」，將供應鏈管理(SCM)、電子採購(e-procurement)、需

求鏈管理(DCM)、顧客關係管理(CRM)、知識管理(KM)、產品資料

管理(PDM)、企業資源規劃(ERP)、先進規劃與排程(APS)、製造執行

與管控(MES & MCS)等資訊系統作有效整合，同時結合其他企業支

援功能如人資管理、行銷管理、研發管理、資訊管理、財務管理、會

計管理等資訊系統，以達到垂直與橫向合作(R&D Collaboration, 
Customer Collaboration, Supplier Collaboration, Logistics Collaboration)
的綜效(Synergy)，進而輔助管理階段進行決策。 

本系回歸企業經營管理的本質為學生開設相關課程分類如下：電

子商務、決策支援系統、資訊運籌管理、研究發展管理、生產作業管

理、行銷物流管理、企業流程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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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資訊科技應用課程 
培養學生科技應用技能。在高度競爭與全球化市場的環境之壓力

下，台灣企業必須想辦法創造與提供更多的服務與價值給他們的顧

客。更由於資訊技術及網際網路的快速發展，資訊的掌握與知識的管

理儼然已成為 21 世紀企業競爭的重要關鍵因素。企業引進資訊科技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T)就是要使顧客能受惠於資訊科技，換言

之，企業對 IT 經營的本質就是為了改善經營效率並且提升企業附加

價值，從而可以提供顧客個別化的商品與服務。企業藉由有效地經營

資訊科技，以落實企業電子化系統系統整合與管理的概念，可以使企

業成本降低與對顧客服務水準提高的兩大目標同時達成。 
為了使本系學生具備充份掌握資訊科技應用能力，本系開設相關

課程分類如下：程式設計、資料庫管理；網路技術與應用、系統分析

與設計、多媒體網業設計、資料處理、資料結構。 
 

G. 多元學分學程 
為了讓學生有更多元的學習領域，配合本校發展多元學程的方向

及實施教育部重點特色計畫，本系除原有「軟體工程專案管理」及「專

案管理學分學程」外，自 962 開始配合磚業選修學分數的減少，更增

設「資訊運籌與管理學分學程」、「產業運籌與管理碩士學分學程」及

「品質工程與管理學分學程」，並與專案管理研究所共同開設「產品

專案管理碩士學分學程」。 
 

表 5-38  全校學分學程總表 
項次 學程名稱 負責系所 

1 資訊安全學程 資電系 
2 國際航運學程 物流系 
3 軟體工程專案管理學程 專案管理研究所 
4 華語文教學學程 人文學院 
5 人力派遣管理學程 國企系 
6 國際行銷傳播學程 國企系 
7 國際物流學程 物流系 
8 全球化學程 人文學院 
9 大型企業就業學程 企管所 
10 國際專案管理學程 資管系 
11 產業專案管理碩士學程 專案管理研究所 

 
H. 本系課程發展與其他各系所的相關聯 

本系未來課程發展與其他各系所的相關聯關係如下圖 5-5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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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55 各系所相互關聯系所示意圖 
 
 

I. 系所未來課程規劃架構圖 
本系課程在規劃原則與特色上，首重於配合社會與企業需求，在

教學方針下，從資訊管理生命週期的觀點，其一，強調資訊資源管理

與企業專案管理之整合能力，以強化資訊科技和資訊系統之運用以提

升企業經營管理效能。其二，重視人文素養，啟發學子對人群的關懷

與土地的感動，回饋與服務的精神將帶來群育的落實與心量人格的養

成。其三，語言能力之強力培訓為本校之共通特色，也是掌握時代的

必要條件，更是資訊管理人員所必需的。其四，創造產學合作，藉由

與業界結合機會，提供學子在實務上的系統開發與分析經驗，培養其

組織、分析、整合與創造之能力。未來規劃重點如下： 
(A) 課程架構著重整合所有課程，以紮實的教學方式教導學生。因

此強調理論與實務並重之教學內容；同時強調學生取得資訊相

關証照，增加就業的能力。 
(B) 為符合未來趨勢，將不斷導入資訊科技新知，使學生可以紮實的

運用資訊科技基礎與新應用知識。 
(C) 未來將導入網路教學，以多元化且新穎活潑之教學，配合充分利

用新資訊科技以提升學生學習意願以及強化教學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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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管系、財金系、國企系、 
會資系、風管系、保全系、 

物管系、國行系) 

[資訊流] 

[金流] 

[物流、人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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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實施策略與措施如下： 
(A) 專業且客製化 

a. 配合學校發展特色，開設課程及學分學程。 
b. 依據產業實際需求，開設課程及學分學程。 

(B) 加強跨領域學習 
a. 降低畢業學分數及專業選修學分數，鼓勵學生跨領域學習，

修習不同學分學程。 
b. 架構管理機制 

(a). 低年級部分：著重「資訊科技」與「管理理論」的基礎

學科訓練，配合本系現有之國家電腦證照考場(電腦軟

體設計、網頁設計、軟體應用)，輔導學生考取國家乙

丙級電腦證照。 
(b). 高年級部分：以整合「資訊系統工程」與「資訊管理」

課程為教學主軸，輔以「系統分析與設計」、「資訊系統

開發實務」之專業實務。 
(c). 研究生部分：著重「資訊系統工程」與「資訊管理」相

關領域理論的研究及應用性的探討。 
(d). 碩士專班部分：著重「資訊系統工程」、「專案管理」與

「資訊管理」相關領域理論的實際應用，強調個案探討。 
(e). 其他課程：加強網路管理、系統維護與電子商務的系統

實作能力。 
(f). 本系教學方針：掌握資訊、創造知識、創新價值。 

由課程規劃架構圖得知，如圖 4 所示，本系(所)之發展特色是為

使學生培育具有「經營管理與資訊整合」之「全方位多層面的

邏輯思維方式」，課程由大學部到研究所包含三大部份：(一)基
礎教育課程；(二)研究基礎課程；(三)資訊管理專業課程。 

J. 特色課程規劃與開發 
資訊管理是一種藝術與紀律的結合，為提供臺灣產業界足夠的資

訊管理、專案管理與資訊系統工程人才，本資管系與專案管理研究所

以客製化方式為企業界在職人員開設符合實需的課程。課程分類如

下：國際專案管理師(PMP)證照班、ISO10006 專案品質管理系統、軟

體工程專案管理、能力成熟度整合模式等課程。 
K. 課程規劃與教育目標關係 

為達成教育目標教學重點涵蓋資訊科技應用、系統開發整合、企業

經營管理、決策分析理論等課程，以訓練兼具資訊技術及管理思維的

資訊應用專才為主要教學目標；而中長期之教學目標，則將針對資訊

科技發展之系統整合能力，使各系統經由通訊網路連接整合，提供良

好之人機變化趨勢，機動地調整教學內容，以培育具差異化特色之資

管專業人力來為台灣企業創造競爭優勢。本系課程設計根據教育目標

規劃如圖 5-5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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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56  資訊管理學系課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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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行政支援 
A. 系務會議及系評會運作情形 

本系定期與不定期(視需要)召開系教評會、系課程委員會、系務會

議，確實規劃與檢討系務，本系系務相關會議運作情形如表 5-39 所

示。本系組織圖請參閱下方圖 5-55 所示。 
(A) 系務會議本系所有教師皆為委員，討論系所研究重點、發展方

向、經費之分配與運用原則、各項委員會之設置及其組織與權

責及其他有事項。 
(B) 系教評會議討論教師聘任、續聘、升等、解聘、停聘、不續聘

及資遣等之審議事項。 
(C) 本系(所)在自我評鑑後遵照評鑑委員意見，特成立本系系務發展

委員會，以共同討論系所發展方向，以獲得系所發展之共識。 
 

表 5-39  資訊管理學系系務相關會議運作情形表 
 

91 92 93 94 95 96 

系務會議 2 4 6 6 5 5 
系教評會議 12 9 18 10 5 3 
系課程會議 7 1 1 1 2 3 

系務發展委員會 - - - - - 3 
 

B. 系務行政品質改進措拖 
本系系務行政在系助理認真負責的工作下，相關業務的推動並無窒礙

之處。但為求精益求精，本系在校方的指導下，仍朝以下方向努力： 
(A) 建立檔案系統 

為能達到「知識管理」的目的，使經驗的傳承有所依據，本系

正逐步將系務行政相關文件與檔案，逐步建立檔案，希望能做

到所有紀錄皆電子化的目標，以利行政效率的提升。 
(B) 建立 E-Mail 通報系統 

為能有效節省行政成本，實踐環保意識，建立電子化的通報系

統，希望能有效降低相關通知、函件的列印、影印數量，藉由

E-Mail 的使用，達到快速、清潔、環保的行政環境。 
a. 師生溝通及互通情形 
本系師生溝通與互動的管道不僅多元化，且運作順暢。本系系

主任和各班導師，會與學生藉由導師時間、班會等，加強師生

溝通的機會。另外，系學會所舉辦的系大會、迎新、系遊、參

觀訪問等場合，亦提供本系師生一個極佳的互動情境。 

學 

年

度

次 

數 
項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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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本系經費資源募集情形 
本系經費的規劃與運用向來秉持著效率性、適當性的原則，在

有限的資源下，做最有效能的運用。本系預算表中，尚不包括

各專任老師的各項捐款與贊助，該等捐款全部運用在補助學生

活動或是獎學金方面，以彌補學校資源有限的客觀限制。 
c. 與相關領域學系資源整合情形 
本系於 91 年度成立資管所包合資管組及資電組，其中資電組

已於 93 學年度獨立成資電所，但本系及資電系教師將秉持過

去合作及互補之精神，互相支援資管所及資電所之部份課程之

開設，以期節省學校資源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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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57 資訊管理學系行政組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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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系所未來發展之具體建議 
A. 增聘副教授以上師資，擴大延聘講座教授、客座教授，確保資管研究

所水準。 
B. 爭取成立台灣第一所「專案管理碩士在職專班」，建立資訊專案管理

特色。 
C. 落實國際專案管理研究中心之功能，建立與企業的長期合作關係 
D. 建置資訊科技整合專業實驗室，結合資訊科技專業證照培訓 
E. 提倡網路教學，共享教育資源。 

 
(7). 未來三年之中長程規劃 

經過自我評鑑結果，本系系務發展委員會認知本系唯有發展「資訊

管理+資訊系統工程」之特色，才能與其它學校資管系形成差異化，同

時能充分達成本系成立宗旨與教育目標，除了現有實驗室及多元學分學

程的發展外，本系未來四年發展計畫簡述如后。 
A. 計畫名稱 

資訊管理及資訊系統工程整體教學品質改善計畫 
B. 計畫內容 

就資訊軟體、多媒體產業而言，專業人力概可分為資訊系統發

展、資訊系統管理、資訊行政三類，在這三類人才包括之職務共有專

案經理（或專案管理師）、系統分析師、系統設計師、資深程式設計

師（含嵌入式系統設計師、數位內容設計師、資料庫系統設計師）、

程式設計師、測試工程師、操作工程師、資料庫管理師、網管工程師、

管理師、行政助理、客服工程師等 12 種。這些職務所組成的人才，

將會投入軟體業以及公、民營機構的資訊部門，協助資訊科技之發展

與應用。 
配合三大類人才培育，擬定一項「市場導向、專業同步，因材施

教」的系所教學品質改善計畫，包含「程式設計基本能力改善」、「企

業網路管理教學品質改善」、「軟體工程專案教學品質改善」、

「ERP/SCM/CPC/CRM 教學品質改善」四個分項計畫組成；並包括

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設備投資，教師技術能力改善」，第二階段

為「學程規劃，教材製作」以達成「專業同步」。第三階段為「輔導

選課，因材施教」，最後期望學生能於軟體業或企業之 MIS 部門從事

系統發展、系統管理、資訊行政等工作。 
C. 計畫觀念構想圖 

本計畫觀念架構圖主要是表達本計畫由「程式設計基本能力改

善」、「企業網路管理教學品質改善」、「數位內容教學品質改善」、「ERP
教學品質改善」四個分項計畫組成；並包括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設

備投資，教師技術能力改善」，第二階段為「學程規劃，教材製作」

以達成「技術同步」。第三階段為「輔導選課，因材施教」，最後期望

學生能於軟體業或企業之 MIS 部門從事系統發展、系統管理、資訊

行政等工作。第四階段：持續精進，尋求創新，以符合產業環境改變

及資管人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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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總目標與預期成果 
本項整體教學品質改善計畫之總目標為「市場導向、專業同步，

因材施教」，藉由充實設備、發展完整專業學程，以達成資訊管理學

系所設備與企業需求同步；指導學生配合素質與性向培育就業專長，

以提升各學制學生在軟體資訊業或企業 MIS 部門之立即就業率。為

達成市場導向、專業同步與因材施教之目的區分程式設計基本能力改

善、企業網路管理教學品質改善、軟體工程專案管理教學品質改善、

ERP/SCM/CRM/CPC 教學品質改善四個分項計畫。 
透過本計畫將可達成：a.改善程式設計、企業網路管理、軟體工

程專案管理、應用資訊管理系統管理等相關課程結構與教學內容更

新，使得符合最新技術趨勢，增進學生就業競爭力；b.發展與規劃

ERP/SCM/CPC/CRM 課程未來之教學、實習、實驗環境；c.遴選教師

參加程式設計、企業網路管理、軟體工程、ERP/SCM/CRM/CPC 相

關課程教育訓練；d.程式設計、企業網路管理、軟體工程專案管理等

課程教材製作與上網；e.改善企業網路管理、軟體工程專案管理等相

關課程實作環境，符合理論與實務及市場導向之教學方式；f.結合選

課輔導制度，實現就業導向、專長導向之教學特色。 
E. 計畫實施策略 

(A) 分項計畫一：程式設計基本能力改善計畫 
本分項計畫在改善各學制學生之程式設計基本能力，支援「軟

體工程專案管理學分學程」。依據資訊管理學系教師平日教學所

見，至少有 2/3 以上學生畏懼、逃避程式設計相關課程，以致於

程式設計基本能力低落，不利於後續課程之學習與就業。本分

項計畫之目標為： 
a. 建立 Microsoft ASP.NET 之完整教學能量，以改善 Web 應用

程式之教學。 
b. 建立 JAVA 程式設計與 ORACLE 資料庫之完整教學能量，使

學生在程式設計能力上具備就業競爭力。 
c. 擴充以 UML 為主之 CASE 工具教學能量，使學生有效運用工

具來發展資訊系統。 
(B) 分項計畫二：企業網路管理教學品質改善計畫 

本分項計畫在「資訊系列工程實驗室」將導入 CISCO 公司

CCNA、CCNP 專業培訓之教學能量擴大涵蓋無線網路、資訊安

全等課程。使學生在軟體資訊產業業或企業 MIS 部門之資訊系

統管理工作中之操作工程師、網管工程師、資訊安全管理師等

職務上具備就業競爭力。本分項計畫之目標為： 
a. 建立「資訊安全實驗室」教學能量，使能配合企業網路管理

課程，形成完整之模組。 
b. 增加企業網路管理課程模組在「無線網路」課程之教學能量，

並建立企業網路管理實驗室，以增加教學能量形成特色學程。 
c. 藉由企業網路管理教學能量增加與設備改善，形成特色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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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分項計畫三：軟體工程專案管理教學品質改善計畫 
本分項計畫在將現有「軟體工程專案管理學分學程」之教學能

量擴大，使能涵蓋系統分析與設計、軟體測試評估、軟體品質

保證及專案管理等實務應用技術，提升學生在軟體產業及企業

MIS 部門之資訊科技專案管理及軟體工程應用相關工作上具備

就業競爭力。本分項計畫之目標為： 
a. 建立「軟體工程實驗室」教學能量，使能成為軟體工程專案

管理專業教室，並結合產業需求與學生素質，培育軟體產業及

企業產業所需之資訊科技專案管理人才。 
b. 建立「智慧型軟體品質管理實驗室」教學能量，研究基因演

算法、軟體品質評估模式、資訊經濟決策等議題，提升資訊管

理學系所學術研究水準。 
c. 藉由軟體工程專案管理教學能量增加與設備改善，形成特色

學程。 
(D) 分項計畫四：ERP/SCM/CPC/CRM 教學品質改善計畫 

本分項計畫雖以 ERP/SCM/CPC/CRM 教學為名，但是採取廣義

觀點，以配合企業 e 化之趨勢為主要著眼，同時支援「資訊運

籌與管理學分學程」。透過專業 ERP/SCM/CPC/CRM 軟體之引

進，建立教學能量與實作式教學環境，提升學生在企業 e 化之

規劃、操作、推廣等相關工作上具備就業競爭力。本分項計畫

之目標為： 
a. 擴充本校現有 ERP 學程建立 ERP/SCM/CPC/CRM 之人力規

劃、客戶關係管理、財務會計管理、製造資源管理、企業智慧、

協同工程等相關模組之教學能量，並進行ERP/SCM/CPC/CRM
相關模組教材之合適化研究。 

b. 規劃建立一個能結合程式設計、資料庫管理等相關課程之企

業模擬環境與整合 ERP/SCM/CPC/CRM 專業教室。 
c. 規劃引進能提供實驗與實習的 ERP/SCM/CPC/CRM 系統，發

展資訊管理學系 ERP/SCM/CPC/CRM 課程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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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58  資訊管理學系資訊系統工程教學品質改善計畫觀念架構圖 
 

(8). 預期績效 
A. 學生養成教育績效 

(A) 具備分析與了解資訊科技(IT)對組織及產業的影響之能力 
(B) 具備了解並運用資訊科技(IT)的能力 
(C) 具備產業需求的基本領域知識(Domain Knowledge) 
(D) 具備自我學習的能力 
(E) 具備產業需求就業能力 

B. 教師教學研究績效 
(A) 研究成果 
(B) 教學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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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績效評量方法 
 
 
表 5-40  學生養成教育績效評量表 

預期績效 評量方式 
具備分析與了解資訊科技(IT)對組織及產業的影響

之能力 
相關課程期末報告 

具備了解並運用資訊科技(IT)的能力 畢業專題報告 
具備產業需求的基本領域知識(Domain Knowledge) 相關課程成績評量 
具備自我學習的能力 教導學生學習新知 
具備產業需求就業能力 學生畢業考證數 

 
 

表 5-41  教師教學研究績效評量表 
預期績效 評量方式 

研究成果 1.學術論文發表術 
2.專書發表數 

教學成效 1.學生教學評量 
2.開設推廣教育課程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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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資訊及電子商務學系 
本校所在地-桃園-鄰近工業園區、科學園區、以及桃園國際機場的地理優

勢，再則由於網際網路的興起與普遍化，資訊及電子商務是目前最熱門的行

業之ㄧ；對於「電子商務」的發展與前景而言，隨著上網人口不斷的增加和

企業加速電子化，資訊及電子商務將是明日之星的事業，各位耳熟能詳的公

司如 Google/Yahoo 入口網站、阿里巴巴拍賣網、104 人力銀行、eBay 拍賣網

等，這些透過電腦與網際網路來進行商品交易的商業活動的電子商務公司，

正快速影響世界，根據統計，五年後電子商務的總產值將超過 3~5 兆美金，

以這種氣勢和規模，因此英特爾總裁葛洛夫預言，未來所有企業都是電子商

務公司，而本系正是培養電子商務人才的系所。本系以資訊技術與商務經營

為發展主軸，更能符合產業需求。 
本系「資訊及電子商務學系」於民國九十年正式成立。而為了培育更高

級之電子商務人才，民國九十三年奉教育部核定，開設碩士班，民國九十六

年成立碩專班。 
本系是全國第一個以「資訊及電子商務」為教育重點的學系，充分掌握

了時代趨勢。本系在老師的延攬及課程的安排上，涵蓋了資訊技術與電子商

務經營，強調理論與實務並重。今後將在各方面持續努力，以期提昇本系之

學術水準與競爭力。 
為求配合國家經濟發展策略，因應產業發展需求，資訊及電子商務學系

課程規劃，強調理論與實務結合、資訊技術與電子商務經營管理並重、通識

與專業兼顧的全方位課程。所以本系教育目標為 1.培養邏輯思維能力、2.培養

全人教育人格素養、3.掌握資訊科技與技術、4.開發與應用電子商務經營管理

知識。 
系所定位 

甲、 本系為「資訊及電子商務學系」。以資訊技術及商務經營為兩大主軸。

相較於傳統之資工、資科、資管系所而言，本系除了傳授「資訊專業」

之外，更注重「商業經營」之理念。而相較於傳統之企管、國企系所，

本系更強調「資訊科技」之掌握與「數位企業」之經營。因此本系之

獨特性即在於融合「科技與商管」，培育出具有競爭力之現代科技人

與企管人。 
乙、 規劃符合數位趨勢之課程。故在課程規劃方面，大學部與研究所碩士

班有兩點原則： 
i. 學士班旨在培育「具有資訊專業背景與經營管理知識之人才」。課程

規劃上以「資訊技術」及「商務經營」為兩大主軸，而四大教育目標

為 1.培養邏輯思維能力、2.培養全人教育人格素養、3.掌握資訊科技

與技術、4.開發與應用電子商務經營管理知識。大學部屬於「基礎養

成」教育，在課程規劃上回歸基本面，充實基本學科之教學。 
ii. 碩士班培育「具有整合資訊科技與經營管理之能力，並具有專案執

行能力之商務人才」。課程規劃上，以「資訊與商務管理整合」、「專

案管理能力養成」為重點。期能整合並應用管理相關之最新知識與資

訊技術，配合本校之外語加強訓練特色，並應用最新資訊技術，以造

就企業 e 化系統整合與全方位電子商務人才。 
丙、 本系發展定位為「學以致用」之學系。以電子商務與企業電子化為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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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將資訊科技與企業經營等相關領域的知識整合運用。本系專兼任

教師大多來自業界，具有豐富實務經驗，充分展現本系「理論與實務

結合」、「學以致用」之特色。 
丁、 參比他校各系所 

 
表 5-42  資訊及電子商務學系與他校之系所比較表 

學系 成立時間 特色 
開南大學 
資電系 

2001 1.使學生建立「資訊技術」及「電子商務經營管理」能力(理論)
2.輔導獲得專業證照使學生具備就業能力(證照) 
3.建立產學合作、專題實作機制及就業講座系列課程使學生具

備就業能力(實務) 
4.提供升學講座專論課程以輔導學生升學(升學) 

南華大學 
電子商務

系 

2001 所科社之課程除了電子商務管理學科應具備的理論與研究、相

關的資訊科技理論與應用、及基礎的計量及管理課程外，並充

分利用其他系所的資源，與該系課程相結合，達成企業電子商

務完整之架構，培育出企業所需要全方為電子商務管理人才。

元智大學 
資管系 

1993 結合師資專長，鼓勵群體研究，並發展資訊系統、產業服務與

管理、資訊政策規劃及科技管理等領域之特色，促使不同領域

的教師向資訊管理整合。 
銘傳大學 
資管系 

1990 1.體驗團隊合作的甘苦，以期發揮個人的潛能； 
2.具備發覺問題、評估問題及解決問題的能力； 
3.善用工具，以提高發展資訊系統的效率；  
4.使用排版工具，以提昇文件製作的品質； 
5.融合多媒體技術，以加強口頭報告的效果。 

中原大學 
資管系 

1987 該系的設計儘量朝彈性化的方向規劃，特別強調「適才適所」

以及「理論與實務」、「專業與通識」三方面的平衡發展，以配

合學生與社會多元化的需要。 
 

(1). SWOT 分析 

Strengths: 
潛在內部優勢 

Weaknesses： 
潛在內部弱勢 

1.四年一貫課程設計，在整合「資訊技術」

與「商務經營」兩方面，提供完整性、系

統性，以及更踏實之教育方式，奠定數理

邏輯推論與分析基礎，較其他學校之「電

子商務學程」更加完善充實，是本系教學

之特色。 
2.本校為一有管理相關系所(如企管、財金、

會計、法律等)大學，學生可以至他系選修

相關之課程，跨領域多學程或雙修之學習

方式；教師之間可以相互交流合作，從事

整合型計劃。 

1. 專任師資比例太低，對於系務推動與發

展，感人力不足，積極增聘師資加入團

隊，並以全校師資資源共享的理念，相

信此劣勢將可轉成本系所之優勢。 
2. 學生素質與用功程度均有待提昇，在學

生的學習與考核上，教師必須更加用心。

3. 教學及研究設備等資源明顯不足，有待

逐年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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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59 資訊及電子商務學系之 SWOT 分析圖 
 
 

(2). 目標與特色 
A. 目標 

本系辦學理念在一個宗旨、兩項主軸、四大目標原則下，結合服務

諮詢及學術研究，而其中設立宗旨為為培育數位經濟時代所需之「電子

商務經營管理人才」，兩項主軸為「資訊技術」及「數位商務經營」專業

養成，而教育四大目標為 1.培養邏輯思維能力、2.培養全人教育人格素

養、3.掌握資訊科技與技術、4.開發與應用電子商務經營管理知識。 
網際網路改變市場競爭的動態，不僅是新的行銷通路或是加速交易

及降低交易成本的工具而已，資訊與網路科技正革命性的改變人們的生

活型態。所以企業必須因應時代的變革與改造，建立以網路為平台的新

商業模式，如此才能提高競爭優勢，同時降低經營成本。推動企業電子

化及商業自動化必須要有充足的人才，目前國內人才供給及需求仍有落

差，而企業主在投資企業電子化軟、硬體同時也深感資訊電子商務人才

的欠缺。 
設立宗旨為培養具備網際網路平台架設之資訊技術及新商業模式之

商務經營能力之專業人才，所以本系為「資訊及電子商務學系」。以資訊

技術及商務經營為兩大主軸。相較於傳統之資工、資科、資管系所而言，

本系除了傳授資訊專業之外，更注重商業經營之理念。而相較於傳統之

企管、國企系所，本系更強調資訊科技之運用與數位企業之經營。因此

本系之獨特性即在於融合資訊科技與商管，培育出具有競爭力之現代科

技人與企管人。在傳統的教育下，偏重自然科學的資訊科技與偏重社會

科學的企業經營，未有效的的交流整合。本系體認跨領域整合之趨勢與

重要性，以資訊科技與企業經營作為教學與研究之主軸，為國家培育兼

具資訊技術與企業經營能力之人才。 
利基即在於「跨領域整合」。在傳統的教育方式下，偏重自然科學的

資訊科技與偏重社會科學的企業經營，缺乏密切的交流整合。本系體認

跨領域整合之趨勢與重要性，以資訊科技與企業經營作為教學與研究之

主軸，為國家培育兼具「資訊技術」與「企業經營能力」之人才。 
 

3.教學目標兼具實務與理論-產學合作的實

行，匯集研究能量，展開產學合作。 
Opportunities: 
潛在外部機會 

Threats: 
潛在外部威脅 

1. 本系目前是以數理邏輯推論與分析為基

礎之「資訊及電子商務」為教育重點，

也於 93 學年度招收碩士生及 96 學年度

招收碩專班學生。將利用此先機，發揮

系所特色，加強研究與產學合作。 
2. 本系成立電子商務專業實驗室，進行專

業教學與研究，以提升本系所之能量。 

資訊科技與商務經營是未來教育設計之方

向，如果知名大學成立相似系所，則同質競

爭更加明顯，將面臨考驗。本系將從每一位

老師努力做起，突破既有之習慣領域，擴展

能力，具競爭力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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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及電子商務學系(所) 

電子商務經營管理整合 

航運與物流管理學系(所)、

空運管理學系(所) 

公共法律學系、事務管理學系(所) 

電子商務法律及政策 

資訊傳播學系 

前端人機介面數位內容編輯 
 資訊管理學系(所) 

後端資訊管理  資訊服務 

企業管理學系(所) 

電子商務經營策略 網路行銷 

國際企業學系 

國際企業管理 國際行銷 

財務金融學系(所)、 

金流管理 

觀光餐飲旅館學系 

1 線上演算法 

1 作業系統

應用外國語文學系 

線上英語教學 網站國際化

因此，未來主要發展目標為： 
(A) 強化基礎課程訓練方面 

a. 課程以「資訊技術」及「商務經營」為兩大主軸，打下扎實

的升學就業基礎，請參照圖 5-60 資訊及電子商務學系與他系

比較整合圖。在資訊流、物流、金流、數位內容、線上服務(教
學、娛樂、旅遊)、法律政策、網路行銷、國際化方面。電子

商務提供教學研究之合作平台，也提供許多新興的研究議題。 
b. 積極規劃推動各種證照考試，以加強學生之附加價值。例如:
電腦應用、程式設計、網頁設計、微軟 MCSE(Microsoft Certified 
Systems Engineer)、托福等，為鼓勵本系同學多加考取證照，

設立證照獎學金。 
 

圖 5-60 資訊及電子商務學系與他系比較整合圖 
 
 

(B) 強化外語能力訓練方面：強調外語能力，每學期 2 學分(英文

(上)(下)、進階英文(上)(下)、實用英文、商用英文、應用英文共

七科、14 學分)，培養具國際觀語言能力的學生。 
(C) 強調教學品質 

a. 實施教學評鑑制度，針對教學不佳之專任教師予以建議並要

求改善或改授課科目，兼任教師則不予續聘。教學評鑑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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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映學生學習狀況，使授課教師瞭解學生之需求，增進師生

互動，以提高教學品質。本系所開設之課程（除了非講授之課

程，如服務教育、操行等外），一律參加教學評鑑。 
 

b. 兼顧師資、課程、軟硬體設備三方面的提昇。 
(D) 強調論文發表：研究生畢業條件，為需公開發表至少一篇(含)

以上研究論文於國內、外學術研討會或期刊。 
(E) 國際合作： 

a. 大學部：與國外若干大學名校簽訂交流合作契約，本系於 96
學年度已有兩位同學前往本校簽訂姐妹校就讀（首爾科技大學

－洪綺鴻；麻省理工學院－徐維鎂）。 
b. EMBA：與國外大學名校簽訂交流合作契約。 

(F) 產學合作：本系專任教師產業經驗豐富與業界關係良好，目前

正積極規劃產學合作計劃，已與兩家廠商（雅邁實業、振興發）

進行合作計畫。往後也將積極建立本系與產業界的結合，創造

一個嶄新的學習環境，營造出雙贏的局面，持續開發合作專案。 
(G) 跨系所整合：以本系為中樞，結合相關系所之教學與研究，並

鼓勵學生「跨系所」「多學程」輔系所或雙修之學方式，使之可

跨入以電子商務為應用導向之跨系所整合平台。在資訊流、物

流、金流、數位內容、線上服務(教學、娛樂、旅遊)、法律政策、

網路行銷、國際化方面。電子商務提供教學研究之合作平台，

也提供許多新興的研究議題，以增加學生就業機會。 
B. 發展特色 

(A) 為迎接資訊化社會，掌握電子商務之發展潮流（如阿里巴巴網

站、奇摩與露天拍賣等等，並配合國家建設台灣成為亞太營運

中心之際，極需專業電子商務與經營管理之人才，因此，本系

之發展特色分為四方面，茲分述如后： 
a. 教學方面：注重教學內容與教學法之設計，配合全校多媒體

教學系統，結合資訊技術、經營管理相關理論與實務及電子商

務個案教學，培養具資訊背景與經營管理之全方位專業電子商

務人。 
b. 建教合作方面：首先以桃園及台灣北部地區之中小企業為

主，爭取學生至業界實習機會（95 學年度已與產學合作廠商(振
興發有現股份公司)進行此計畫）；96 學年度與結合桃園縣中

小企業榮譽指導員協進會產學合作，服務傳統零售、美食、連

鎖等 e 化工作。 
c. 提倡推教，興辦講座活動，結合社區發展，俾繁榮地方，以

回饋社會。 
d. 學術交流研究方面：獎助師生透過產學合作，從事研究，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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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相關公民營機構之大型整合專案計畫，提供新資訊技術研究

成果，以提昇產業競爭力。另舉辦各類有關電子商務研究之研

討會議，增加本系老師與學生學術交流。 
e. 國家經濟建設方面：配合政府政策，推動產業自動化計畫，

透過產學合作，並鼓勵師生參與相關公民營機構之大型整合專

案計畫，提供新技術研究成果，以促進產業競爭力。 
(B) 學士班旨在培育「具有資訊專業背景與經營管理知識之人才」。

課程規劃上以「資訊技術」及「商務經營」為兩大主軸，而四

大教育目標為 1.培養邏輯思維能力、2.培養全人教育人格素養、

3.掌握資訊科技與技術、4.開發與應用電子商務經營管理知識。

大學部屬於「基礎養成」教育，在課程規劃上應回歸基本面，

充實基本學科之教學。 
(C) 碩士班培育「具有整合資訊科技與經營管理之能力，並具有專

案執行能力之商務人才」。課程規劃上，以「資訊與商務管理整

合」、「專案管理能力養成」為重點。期能整合並應用管理相關

之最新知識與資訊技術，配合本校之外語加強訓練特色，並應

用最新資訊技術，以造就企業 e 化系統整合與全方位電子商務

人才。 
(D) 本系發展定位為「學以致用」之學系。以電子商務與企業電子

化為對象，將資訊科技與企業經營等相關領域的知識整合運

用。本系專兼任教師大多來自業界，具有豐富實務經驗，充分

展現本系「理論與實務結合」、「學以致用」之特色。 
 

(3). 策略與做法 
A. 發展目標：培育數位經濟時代所需之「電子商務經營管理」之專業人

才，提昇本系在電子商務之教學與研究方面知名度。 
B. 執行策略 

(A) 持續延聘優秀師資，提昇教學與研究品質； 
(B) 強化既有之實習網站，推廣其涵蓋面至各大學與相關業界； 
(C) 以電子商務為主題，申請跨系所整合型研究計劃，並招開相關

之學術研討會； 
(D) 強化本系專屬之實驗室，以便推動學術研究與產學合作。 

C. 做法 
(A) 持續規劃改進課程設計及增強師資陣容。 
(B) 招生與師資 

a. 持續增聘優良師資，增強研究能量； 
b. 建置電子商務實習網站，以提供大學部實習及碩士班及碩專

班研究專題之環境，並做為日後與當地產業合作之平台； 
c. 藉由碩士在職專班，加強與業界交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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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持續強化師資陣容加強教學及研究，規劃成立博士班，培育資

訊及電子商務之高階人力資源。 
(D) 建立電子商務服務平台及新商務模式輔導團隊，結合桃園縣中

小企業榮譽指導員協進會，服務傳統零售、美食、連鎖等 e 化

工作 
 

(4). 課程架構規劃 
本系負責系課程的機制建立於本系系課程委員會議之下。規劃及審

議本系課程及執行本系課程相關事宜，各學年課程規劃由本系教務委員

提報開會通過草案後由系務委員開會通過後正式制定為下一學年之課程

規劃，再提報校教務會議通過後送教育部發佈。 
為落實本系之發展特色，培育符合數位時代所需之電子商務人才，

大學部與研究所碩士班在課程規劃上有兩大原則：大學部在課程規劃上

以「資訊技術」及「電子商務經營管理」為兩大主軸；研究所在課程規

劃上，則以「資訊與商務管理整合」、「專案管理能力養成」為重點。 
課程規劃由本系專任教師一再研討，並採納具有業界經驗之兼任教

師意見規劃符合數位趨勢之課程。故在課程規劃方面，大學部與研究所

碩士班有兩點原則： 
A. 學士班旨在培育「具有資訊專業背景與經營管理知識之人才」。課程

規劃上以「資訊技術」及「商務經營」為兩大主軸，而四大教育目標

為 1.培養邏輯思維能力、2.培養全人教育人格素養、3.掌握資訊科技

與技術、4.開發與應用電子商務經營管理知識。大學部屬於「基礎養

成」教育，在課程規劃上回歸基本面，充實基本學科之教學。 
B. 碩士班培育「具有整合資訊科技與經營管理之能力，並具有專案執行

能力之商務人才」。課程規劃上，以「資訊與商務管理整合」、「專案

管理能力養成」為重點。期能整合並應用管理相關之最新知識與資訊

技術，配合本校之外語加強訓練特色，並應用最新資訊技術，以造就

企業 e 化系統整合與全方位電子商務人才。 
C. 本系大學部之課程規劃分為三個學習階段，循序漸進，引領學生學習

及培育社會所需的電子商務人才。 
(A) 第一階段，基礎課程旨在奠定學生分析與解決問題所需的工

具、方法、邏輯之能力，邏輯課程與數學課程培養學生邏輯思

維和分析問題的基礎，國際化之發展，本系所深感外語能力之

重要，亦安排語文課程，加強學生外語能力，以契合全球國際

化的趨勢。其中「邏輯學」為選修課程，主要目的訓練學生「邏

輯思考」能力。 
(B) 第二階段，本系所教育目的在培育「具有資訊專業背景與經營知

識之人才」，在專業必修課程以「資訊技術」及「商務經營」兩

大主軸，強化學生專業能力，理論與實務的結合，使學生未來

規劃進修或就業之方向，有良好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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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第三階段，擴大學生能力集合，擴充專業知識與能力，在專業選

修課程部分，分為「資訊科技」、「資訊管理」、「商務經營」、「法

律政策」四類，學生再依據興趣及未來規劃選。本系課程規劃

架構圖(如圖5-61資訊及電子商務學系大學部課程規劃架構圖)。 
(D) 研究所碩士班之課程規劃，係依據系所教育目標分成理論方

法、資訊技術課程及經營管理課程等三大領域進行細部課程規

劃。研究生應修習「必修」課程 24 學分，「選修」課程 18 學分，

修滿 42 學分並完成「碩士論文」才獲得碩士學位。請見圖 5-62
資訊及電子商務學系碩士班課程規劃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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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61 資訊及電子商務學系大學部課程規劃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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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窗程式設計
人機互動設計
多媒體應用 
資訊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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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階段：專業選修課程  (擴大學生能力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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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62 資訊及電子商務學系碩士班課程規劃架構圖 
 
 

(E) 跨系所整合研究之觀念及規劃 
本系之利基即在於「跨領域整合」。在傳統的教育方式下，偏重

自然科學的「資訊科技」與偏重社會科學的「企業經營」，缺乏

密切的交流整合。本系體認跨領域整合之趨勢與重要性，以「資

訊科技」與企業經營作為教學與研究之主軸，為國家培育兼具

資訊技術與企業經營能力之人才。 
本系期望將來與企管相關學系、航運相關學系配合，進行全球

運籌相關議題研究計畫，以達到資源整合，增加本校學術研究

風氣。 
 

(5). 行政支援 
A. 系務會議及系評會運作情形 

(A) 系務會議：系務會議本系所有教師皆為委員，原則上為一學期

召開三次(學期初、學期中、學期末)，討論系所研究重點、發展

方向、經費之分配與運用原則、各項委員會之設置及其組織與

碩士班課

理論方法 

 

研究方法 

多變量分析 

迴歸分析 

資訊系統理論 

賽局理論 

結構方程式選修 

資訊法律專題研究 

決策支援系統 

資訊技術課程 

 

資料倉儲 

多媒體技術 

演算法分析與設計 

網路技術與應用 

軟體品質 

人工智慧 

資訊安全與技術 

資料探勘 

經營管理課程 

 

電子商務經濟學 

電子商務個案研究 

電子商務付款機制 

顧客關係管理 

市調分析與研究 

行銷管理 

知識管理 

行動商務 

電子商務經營實務 

軟體專業管理 

企業資源規劃 

供應鏈管理與全球運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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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責及其他有事項。，融會各位教師之意見與配合本校方針，

以利系務執行與改進。如有必要，則增加開會次數。 
(B) 系教評會議：系教評會議討論教師聘任、續聘、升等、解聘、

停聘、不續聘及資遣等之審議事項。 
B. 系務行政品質改進措拖 

(A) 本系設系主任與行政助理各一人。為使行政工作更加順利，本

系教師皆盡力配合協助系務推動。並聘請本系學生擔任工讀

生，支援系內工作且學習獨立自主之精神。 
(B) 本系成立後，就陸續訂定各項組織規程、重要章則，有「學士

班抵免學分施行細則」、「研究生修業規章」、「研究所抵免抵修

辦法」、「修讀學程、輔系、雙主修施行細則」、「系課程委員設

置辦法」、「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等，使其系務能更順

利。 
(C) 本系每學年度定期召開系務會議、系教評會議、系課程會議，

如有必要，則視情況增加開會次數。 
(D) 本系配合校方電子化之政策，訊息公告已漸漸以電子郵件宣

達，以減少紙張印刷，響應環保，與達成便利之效能。 
C. 本系經費資源募集情形 

(A) 業界募款 
(B) 產學合作之專題計畫 
(C) 師生合作之接案計畫 

 
(6). 系所未來發展之具體建議 

A. 增聘師資。 
B. 增設實驗室空間與設備。 

 
(7). 未來三年之中長程規劃 

A. 配合學校未來發展，持續延聘資訊及電子商務相關師資 
(A) 97 年:電子商務網站設計及軟體計算專長(各 1 位) 
(B) 98 年:資訊技術專長(1 位) 
(C) 99 年：商務經營專長(1 位) 

B. 成立系務發展諮詢委員會 
C. 延聘業界專業人士、外校同領域專家學者及畢業校友組成，提供系所

發展建議 
D. 成立 RFID 電子商務應用實驗室 

藉由參與教育部資通訊人才培育先導型計畫機會，及整合本校 RFID
中心資源，成立 RFID 電子商務應用實驗室，逐年擴充設備及精進實

驗課程，培養學生跨領域實務應用能力。 
E. 建立電子商務服務平台及新商務模式輔導團隊，結合桃園縣中小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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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譽指導員協進會產學合作，服務傳統零售、美食、連鎖等 e 化工作 
 

(8). 預期績效 
A. 新生報到率增加； 
B. 優良師資人數增加； 
C. 教師論文數、計畫案數增加； 
D. 與業界進行產學合作。 

 
(9). 績效評量方法 

A. 招生人數 
B. 教師論文數、著作或計畫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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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資訊傳播學系 
(1). SWOT 分析 

 
圖 5-63 資訊傳播學系之 SWOT 分析圖 

Strengths: 
潛在內部優勢 

Weaknesses: 
潛在內部弱勢 

1.具有活力 
本系屬新設系所，在各方面皆無歷史包

袱，因此對於教學、研究、服務各方面，較

易根據實際需求與現實狀況做出回應與調

整。因此本系的整體氣氛極具朝氣。 
2.師資結構年輕化 

本系教師具有年輕人的衝勁、積極等特

色，發展方向上亦可發揮互補的角色，對於

發展一個多元化的工作團隊極為有利。教師

之研究領域上分屬諸多專業領域，如大眾傳

播、平面設計、電腦動畫、資訊、多媒體設

計等領域。 
3.系務運作融洽 

本系學生在全系老師的積極鼓勵與輔導

下，具有明顯的自信與自覺，在此一基礎上，

本系學生較具有積極與勇於嘗試的態度，對

於形成一個口碑而言，具有極正面的意義。

又由於本系教師彼此間多屬熟識，甚至

具備師生關係、學長學弟關係，彼此互動良

好，理念具有相當程度的共識，因此本系的

系務運作得以在和諧的氣氛中，發揮整體效

能，避免無謂的意氣之爭及內耗，對於提升

本系整體表現具有極重要的意義。 

本系受到學校地理位置較為偏遠的影響，對

於爭取師資與招生都有負面的影響。另一方

面，基於新設學校的特性，學校在社會上的

聲譽與知名度都尚待加強，作為一個私立學

校的系所單位，各項資源與公立大學相比，

自然相對短絀，也具體影響到本系可以發揮

的空間。 

Opportunities: 
潛在外部機會 

Threats: 
潛在外部威脅 

1.本系以「數位內容」為發展主軸，符合國

內學術與實務界的需求，同時亦與世界潮

流吻合。因此在發展潛力上深具機會。 
2.以作為大桃園地區地方數位內容產業的智

庫自我期許，本系期望在大桃園地區通過

與各教學單位與及績優廠商之各項研究計

畫、教學合作計畫及推廣教育學分班，希

冀獲得相關委託單位的的肯定與支持。使

得本系推動「社區化」的發展方向更具遠

景。 
 

1. 桃園地區與本系相關之科系僅有銘傳大

學資訊傳播工程學系及元智大學資訊傳

播學系，此二系皆已設立碩士班，致使本

系在招生上發生競爭現象。 
2. 限於現有師資與資源，若未能於未來獲得

師資上的擴增與相關資源的支持與補

充，恐難以具體回應接踵而來的各項合作

計畫。 
3. 本系學生畢業，適逢台灣地區進入不景氣

階段，如何克輔導學生升學或就業，正是

本系所面臨的另一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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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目標與特色 
A. 發展目標 

本系屬於資訊學院，以資訊傳播相關領域之科技整合作為發展方

向，從招生規劃、師資延攬與養成、課程及學程設計到軟硬體設備規劃，

都朝融合資訊科技、傳播媒體與感知設計的方向規劃，期待培育新一代

資訊與傳播整合人才，創造產業競爭優勢，及締造二十一世紀資訊美學。

本系致力於提供一個可以讓資訊科技、傳播媒體與感知設計充分整合的

環境，形成專屬的資訊傳播領域，期待培育新一代資訊與傳播整合人才。

資訊科技與數位內容傳播之整合發展，已成為網路時代之最新趨勢之

一，故當今產業對資訊科技、傳播媒體與感知設計之整合應用人才需求

殷切，因此本系設立宗旨在於培養具有「創意、設計、媒介與行銷能力」

之人才。循此宗旨，本系是國內外少數大學將創意由構思、設計、媒材

使用、創製到行銷，體現於一整合型的教育機構。本系之教育目標是： 
(A) 培養學生具備熱情、責任感且願意與他人團隊合作的人格特質 
(B) 重視專業本位與倫理務實的原則 
(C) 具有國際觀和領導、溝通與展演能力 
(D) 強調創意行銷和善用資訊科技的專業人才，而此四大教育目標

即在培養現今具有競爭力的專業人才，並以簡化為「健全品格、

專業倫理、數位國際、創意領導」的標語，便於溝通、記憶和

落實。 
並以「高感性」及「高體會」作為本系主要的專業特色發展主軸，

重視個人創造力的啟發，期望培育學生具有數位媒體創意與設計之專業

能力。所謂「高感性」(High Concept)指的是觀察趨勢與機會，以創造優

美或感動的作品感知力；「高體會」(High Touch)則是體察他人情感，懂

得為自己與他人尋找喜樂，在繁瑣俗務間發掘意義的能力。並強調以個

案分析教學、上台報告與展演、數位網路電腦模擬與國際語文運用作為

教學工具，以推動專業特色發展，促使學生具備「健全品格、專業倫理、

數位國際、創意領導」之核心競爭能力。 
B. 發展特色 

資訊科技與數位內容傳播之整合發展，已成為網路時代之最新趨勢

之一，故當今產業對資訊科技、傳播媒體與感知設計之整合應用人才需

求殷切，因此本系以資訊傳播相關領域之科際整合作為設立宗旨。 
本系教學、研究及實務並重，並以教學作為研究及實務之基礎，以

研究成果支援教學及實務之用，以實務需求帶動教學及研究之方向。所

有師資、設備、空間等資源設定均以符合本系教學、研究及實務之目標

為原則。 
在教學方面，本系以「數位動畫製作」及「互動多媒體製作」作為

兩大主軸，重視個人創造力的啟發，期望培育學生兼富數位媒體素養與

資訊科技之專業能力。並鼓勵同學在其他學群間選修課程，以豐富個人

視野，增加知識整合的獨特能力。 
在研究方面，本系以「資訊科技」、「傳播媒體」、「數位內容」

作為整合研究的基本領域，建立如數位學習、人機互動、創意思考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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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主題研究。本系鼓勵師生積極將研究成果發表於國內外學術期刊及

研討會，以利學術交流。 
在實務方面，以「數位內容企畫與傳播」及「數位內容設計與製作」

作為師生實務能力發展的主要方向，加強與產業界的互動，了解實務工

作需求。本系積極推動建教合作, 並鼓勵同學參與全國性資訊傳播相關

比賽，增加與其他學校學生切磋與交流的機會。 
在設施方面，本系致力於教學與研究等所需的設備及實驗室規劃，

除資訊學群教學設備外，將陸續增購各種支援教學、研究之軟硬體設備。

專業實驗室規劃則涵蓋多媒體設計實驗室、電腦動畫設計實驗室、資訊

傳媒實驗室、數位攝影棚及傳媒分析實驗室等，以期提供學生優良的學

習研究環境。 
 

(3). 策略與做法 
A. 教學方面 

(A) 設立「虛擬攝影棚專業教室」 
用來支援電視節目原理與製作、數位影視製作、數位媒體實務、

基礎攝錄影等課程，且提供學生製作畢業專題之用。 
(B) 設立「2D、3D 動畫系統 / 編輯系統數位專業教室」 

用來支援數位剪輯、數位媒體實務、數位影視製作、3D 動畫、

音效與錄音、數位音效實務等課程，及提供學生製作畢業專題

之用，培養學生在數位媒體設計及影視節目製作之實作能力，

以應用在廣告、工業設計、醫學等等不勝枚舉的領域。 
(C) 設立「同步式即時群播與非同步式隨選視訊雙混合攝影棚遠距教

學系統」 
達成學校的教學不在侷限於校區範圍內，透過廣闊的電信線

路，讓教學社區化，教學國際化，提昇學校教學品質，讓有心

學習的在校學生或校外人士擁有多元化且方便的良好學習環

境。 
(D) 設立「學生作品展示室」 

以使學生可透過作品展示，彼此觀摩切磋，增進實力。 
(E) 擴充本系各項軟硬體設備，使師生擁有完善之學習及研究環境。 
(F) 強調外語能力，每學期 2 學分共 14 學分，培養具國際觀語言能

力的學生。 
B. 研究方面 

(A) 配合教師專長，設立研究生研究室，以增進教師研究成果。 
(B) 定期邀請國內外知名專家學者到系，做學術專題演講或座談，以

增進師生專業知識之提升。 
(C) 鼓勵跨領域、前瞻性之學術研究。 
(D) 積極鼓勵老師發表研究成果於國際著名國際學術研討會與學術

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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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加強兩岸學術交流與合作(例:雙學位取得/學分相互承認制度、教

師互訪授課、交換學生、學術研討會等)。 
(F) 設立教師進修獎補助辦法，鼓勵教師持續充實專業領域知識，致

力提昇素質，並積極發表研究成果，精進學術研究水準與提倡

研究風氣。 
C. 建教合作 

(A) 與國內傳播媒體業者、電腦遊戲軟體設計公司、或資訊網路公

司建立建教合作關係，以提供學生校外實習管道及機會。 
(B) 獎助師生透過產學合作，從事研究，參與相關公民營機構之大型

整合專案計畫，提供新資訊傳播領域的技術研究成果，以提昇

產業競爭力。 
(C) 鼓勵系上教師積極爭取與政府機關暨各部會，如教育部、經濟

部、國科會、青輔會等、以及其他大學校院或管理學會等單位

之研究合作計畫，促進學術交流，俾提昇本系之學術地位與研

究風氣。 
D. 教學品質方面 

(A) 教學品質提升，需兼顧師資、課程、軟硬體設備三方面的提升，

主要規劃出六項實施要點: (1)舉辦教學觀摩研習會、(2)實施教

學評鑑、(3)逐年增購教學軟硬體設備、(4)延聘學經歷具優之師

資、(5)檢討改進課程大綱及(6)鼓勵學生組成讀書會，提升讀書

風氣。 
(B) 設置系課程委員會，負責討論、規劃必修、選修學分等事宜，重

視學生基本學科能力、通識教育、職識教育、職業道德與社會

適應能力，期能使學生增加解決社會與適應社會生活及需要等

選修課程，強調理與實務相結合，培養學生專業職場之素養。 
 

(4). 課程架構規劃 
A. 課程發展特性 

本系隸屬於資訊學群，課程規劃除校定必修外，系定必修涵蓋數

位影像處理、多媒體設計、視覺設計概論、基礎網站設計、電腦網路

概論、傳播理論、互動腳本製作、網路程式設計、傳播倫理與法規、

數位學習等；專業必修採彈性課程設計，學生可自「數位動畫製作」、

「互動多媒體製作」這兩個課程中，修定一個主修課程，兩組課程則

可跨組選修；由本系所開授之科目中，選擇興趣科目修習，以厚植同

學資訊傳播之專業素養。教學的目的在於使學生未來不論選擇繼續深

造或就業，都能具備足夠的市場競爭力。 
在現今產業發展及未來產業趨勢下，為使本系資源及師資能妥善

運用下，因此本系選擇以「數位動畫製作」及「互動多媒體製作」為

本系專業分組來培養數位內容產業專業人才。其理由可歸納如下： 
(A) 技術整合性強的娛樂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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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論是「數位動畫製作」或「互動多媒體製作」，都是最近終端

消費者的娛樂產業。其主力消費族群在 35 歲以下的年輕族群，而年

輕族群喜好變動速度快的特性，對產業而言，是壓力更是推動其進步

的助力，可以促使其不斷在技術與創意上推陳出新。尤其是遊戲產

業，必須充分結合資訊應用科技與美術創意，才能產出好的作品。而

在其過程中，所激發出新技術和新點子，有助於整個數位內容產業的

發展。 
(B) 電腦遊戲前景看好 

特別是線上遊戲，隨著網際網路和遊戲機（如 XBOX、PS2 等）

的技術進步與價格降低，玩遊戲的人口逐漸增加—根據市場研究公司

IDC 指出，今年元月份，亞洲地區網路遊戲的普及程度甚至已超過了

線上購物，線上遊戲用戶的人數與線上購物的人數比例為 2:1。特別

是台灣為亞洲地區寬頻普及率最高的四國之一（其他為韓國、香港及

新加坡），是發展遊戲市場的良好環境。 
(C) 發展高素質人力 

在人口數量及勞動成本上，大陸和印度雖佔有優勢。但論及創

意、管理、或行銷能力，台灣似乎又略勝一籌。因此，以長遠看，台

灣要在數位內容國際市場上佔有一席之地，勢必要在本身已具備優勢

條件上多加發揮。藉由動畫及遊戲，這類原創力較高的產品，將可為

我國培養高產能、高素質的人力，以有助於我國轉型成為技術研發與

設計的國家，在未來五年中並將陸續擴及該產業中其他類別。 
B. 課程介紹 

(A) 通識核心課程 
本校目前所施行之通識核心課程學分數計有 36 學分，包括本國

語文學門 6 學分、外國語文學門 10 學分、資訊教育學門 6 學分、

歷史研究學門 2 學分、憲政法治學門 2 學分、人文藝術學門 2 學
分、生命科學學門 2 學分、自然科學學門 2 學分、社會科學學門 4 
學分及國防通識學門必修 0 學分。以通識教育十大學門為課程內

容，建構通識教育的核心課程體系。以提升學生知識整合能力、培養

多元文化視野與涵養，以及培育具創造力與批判力的心靈為其目標。 
(B) 基礎理論課程 

本系強調以數位內容為基礎的數位傳播設計與數位動畫設計的

理論與實務，從傳播與設計課程出發，規劃「資訊傳播概論」、「視

覺傳播概論」、「多媒體設計概論」及「設計方法與創意思考」等基

礎理論課程，延伸至數位傳播設計與數位動畫設計兩大領域。 
(C) 音樂基礎課程 

本課程導入「數位音樂概論」、「數位音樂創作」課程內容有關於

數位音樂的基本知識、結合藝術與科技的能力及其他原理功能介紹；

「數位音效處理」、「進階音效實務」則是各類專業軟硬體介紹與實

作，電腦音樂創作入門。完整的課程規畫架構,整合編曲,混音,數位配

樂等，培養學生的數位音樂、音效的處理能力，以應付數位時代數位

聲音的創作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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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數位設計基礎課程 
課程內容包含「設計素描」、「設計繪畫」、「基礎攝影」、「進階攝

影」、「數位圖像設計」、「影像處理」、「互動網頁設計」、「數位剪輯」

為主，教學規劃以運用數位化的處理圖像、文字、影像、語音等

資料，培養學生數位傳播設計與數位動畫設計之基本能力，由於數

位內容人才之需求越來越多，而數位內容也一直為本系之發展特色，

所以運用數位設計基礎課程可提供學生學習相關數位內容製作之基

本技巧。 
(E) 數位影視設計專業課程 

本課程是以數位攝錄影，數位剪接及數位攝影棚作業等數位節目

製作教學為主，結合數位設計基礎課程的網頁排版軟體、影像處理軟

體、以及動畫製作軟體，課程內容包含「劇本創作」、「影視配樂」、「影

視導演學」、及「電影製作」。此外學生也將學習，編製影片成數位光

碟或網路串流媒體。藉此讓學生能了解數位媒體的製作，進而提升作

品的品質，使他們專業的創作進而保存與傳播。 
(F) 數位廣告設計專業課程 

本課程為廣告實作課程，重點在於廣告創意的表現與執行。藉由

單元進度學習設計與創意技巧，並以廣告個案實作，學習廣告從策略

目標到創意執行的整體歷程。學生得以認識廣告組織與媒體特性、演

練創意發想方法、重視廣告意義的追尋、操作文案寫作要領以及利用

有力的廣告圖文發送有效的廣告訊息。課程內容包含「劇本創作」、「影

視特效製作」、「廣告創意」、及「廣告影片製作」，結合數位設計基礎

課程的網頁排版軟體、影像處理軟體、以及動畫製作軟體，學生能配

合廣告媒體之特性，創作出「創而有意」、「廣而有效」的廣告設計作

品，並且在團隊合作之中了解廣告設計實務的進行與溝通技巧。 
(G) 2D 數位動畫專業課程 

本課程整合多媒體與互動程式設計，以實例帶入各功能導覽，並

以實例解說網站應用與所需觀念之建立，配合各專業課程，採作品導

向教學方式，學習網路專業所需經驗與知識。課程內容包含「腳本製

作」、「網路動畫設計」、「多媒體程式設計」、「2D 電腦動畫影片製作」，

結合數位設計基礎課程的「數位圖像設計」、「影像處理」、「互動網頁

設計」之網頁排版軟體、影像處理軟體、動畫製作軟體，建置及設計

互動式多媒體網站或作品。 
(H) 3D 數位動畫專業課程 

本課程培訓目標乃針對進階平面影像設計或 3D數位動畫有興趣

者，課程內容包含「腳本製作」、「3D 電腦繪圖」、「進階 3D 電腦繪

圖」、「3D 電腦動畫影片製作」透過本課程的學習奠定正確前製觀念

與增強對影像製作的整合能力，除了熟練影像設計技巧外更能學得

3D 數位動畫製作與二維及三維合成技術。讓學生能透過本系教師有

系統的引導由淺入深的學習方式，配合術科考試與實作安排，提升每

單元學習效果，並傳授業界 3D 數位動畫製作的設計經驗與技巧。 
 

C. 課程規劃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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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64 資訊傳播學系課程規劃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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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無線通訊產業及網路寬頻傳輸為研發核心，偏重電腦多媒體、

數位整合傳播的應用與設計。 
然而以國家政策與產業發展趨勢來看，在實務需求上，最重要

的數位影像特效與影視數位化創作（如數位影視、動畫、遊戲娛樂

所需）等技能，以及影像數位化轉換（如數位典藏、數位學習），

則尚未成為各校之發展重心。衡諸國外具有傳播藝術學院及電影電

視相關科系之知名大學，則紛紛在校內另行設立數位媒體實務的研

發及訓練中心 。 
因此，結合本系既有的影視創作專長、影像及 3D 電腦動畫設

計上的長才，一方面，必須儘快趕上因應數位化潮流的媒體實務技

能發展方向，另一方面，開拓本校在數位影像創作教育上的領先地

位，成為其它大學系統傳播科系難以匹敵的專業技術教育。 
因此，本系以開發領先的數位設計創作教育為宗旨，現提出具

前瞻發展性的「數位設計創作中心」。本中心計畫目標為： 
a. 逐年建構數位設計技術基本軟硬體設備，掌握未來數位媒體

創作專業技能，成為本校重點發展特色，並進一步提升本校之

知名度及競爭力。 
b. 規劃數位創作相關課程、作品展、實務工作坊及在職進修機

會，培養學生接觸最新的數位專業科技、知識及實務操作技能。 
c. 開發數位影像特效及動畫的創作實驗，鼓勵數位影像作品參

與國際影展，提升本校之國際交流及競爭力。 
d. 支援校內教師製作數位教學媒體，協助教學模式之多元化及

提升教學品質。 
e. 以既有之數位媒體技術資源，爭取國科會數位典藏計畫及產

學合作計畫，建立與業界開發數位影像作品的建教合作。 
(B) 跨系所整合研究之規劃 

以資訊傳播學系系現有的優良產能及優秀的創造力為基礎，面

對數位化時代的來臨，針對數位媒體的特性，為數位設計創作引進

新的技術，新的方法，產生新的作品，引發新的形式，及新美學的

研究與探討。而「數位化」的概念，正是這一波數位設計創作的關

鍵。 
在未來的發展，資訊傳播學系的數位設計創作將包含幾個重點

內容，包括數位影像之合成與特效，數位攝影與網路電影，數位產

出及虛擬攝影棚…等，此均為引導傳播創作之先端，並具有區域競

爭力，在政策面能與政府、產業規劃相結合。「數位設計創作中心」

規劃以下列四項實驗室之設置為發展重點特色： 
a. 數位設計創作實驗室 
b. 虛擬攝影棚  
c. 數位設計產出實驗室 
d. 數位設計特效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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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行政支援 
A. 為配合本系之設立及課程需求，須逐年建置「虛擬攝影棚專業教室」、

「數位後製作/動畫/音樂專業教室」、「學生作品展示室」等三間專業

教室。 
B. 因系所特性不同，須加購符合本係使用之圖書及軟硬體設備。 
C. 舉辦學術研討會經費補助。 

 
(6). 系所未來發展之具體建議 

A. 增購教學相關設備器材及充實圖書等。 
B. 推動成立數位媒體實務的研發及訓練中心。 
C. 推動各種證照資訊，鼓勵學生報考，提昇系所優勢。 
D. 增聘學有專精之優良教師，以提升教學水準。 

 
(7). 未來三年之中長程規劃 

A. 培育學養兼備之資訊傳播整合人才，滿足國內企業對大量高素質資訊

傳播人才之需求。 
B. 增聘學有專精之優良教師，以提升教學水準。 
C. 充實教學設備，以因應時代需要及發展系所特色為原則。 
D. 籌設資傳組碩士班於資訊管理研究所之下。 

 
(8). 預期績效 

A. 提供學生更好之學習環境。 
B. 提升本系教師之研究與教學水平。 
C. 師資陣容更堅強。 
D. 與實務界之合作關係更加強。 

 
(9). 績效評量方法 

A. 定期檢討課程內容與教學方法。 
B. 努力提升教師教學效果。 
C. 經常徵詢實務界對資訊傳播人才培育的看法。 
D. 經常鼓勵教師從事學術研究。 
E. 系有效規劃學術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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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資訊科學系 
本系 96 年 8 月 1 日起招收大學部學生，除了傳授學生資訊理論亦訓練學生之

資訊實務技術，使學生兼具資訊理論知識與實務技術能力，並厚植學生考取

資訊領域證照之實力。 
(1). SWOT 分析 

圖 5-65 資訊科學學系之 SWOT 分析圖 
 
 

(2). 目標與特色 
本系設立宗旨為培養中小企業資訊中堅人才，傳授學生資訊理論亦訓練

學生之資訊實務技術，使學生兼具資訊理論知識與實務技術能力，並厚

植學生考取資訊領域證照之實力。 
本系教育目標包括下列六項： 
A. 培養學生資訊理論所需具備之基礎數理知識及邏輯思考能力。 
B. 訓練學生軟體設計及電腦系統管理能力。 
C. 培養學生網路技術及資料庫設計與管理能力。 
D. 培養學生影像處理技術及應用能力。 
E. 增進學生就業潛力及培養學生具備專業之科技英文讀寫能力。 
F. 培養學生具備考取資訊領域證照之實力。 

Strengths: 
潛在內部優勢 

Weaknesses： 
潛在內部弱勢 

1. 本校為北桃園唯一綜合大學具指標

地位。 
2. 本校地處北部，招生吸引力相對於南

部學校而言較強。 
3. 私校法通過後本校可在台北開南商

工設立分部，以利招生。 
4. 本系師資皆為資訊科學及/或資訊工

程博士。 
5. 本系課程可厚植學生就業及考照實

力 

1. 本校係成立僅7年的學校，改大後知名度

尚待宣傳。 
2. 本系剛成立第一年，尚無畢業生。 
3. 資訊學院提供本系與他系共享之實驗

室，尚無本系專屬實驗室。 

Opportunities: 
潛在外部機會 

Threats: 
潛在外部威脅 

1. 本校位居大桃園地區鄰近工業園

區、科學園區、及桃園國際機場的地

理優勢，提供教師及學生多樣機會。

2. 國內陸續推動多項與資訊科技息息

相關的重要政策與國家型計畫，資訊

相關人才需求日殷。 
3. 招生來源區域化日漸明顯。 

1. 設立資訊相關科系的學校持續增加。 
2. 台灣人口出生率年年下降。 
3. 家長與學生對資訊科學所學之認知尚有

不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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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的特色包括下列五項： 
A. 本系強調資訊科技之掌握與理論研究之發展。本系除了傳授資訊實務

技術之外，亦注重資訊理論之研究。因此本系之獨特性即在於融合資

訊科學、資訊工程，培育出具有競爭力之現代科技人才，以補足科技

產業中，供不應求的科技人才荒。 
B. 本系強調與業界合作之重要性，課程規劃也傾向實務學習，讓學生除

了在學校學到理論基礎與基本操作技能以外，還能到社會業界學習資

訊科技的實務經驗，對於日後在職場的發展能更快速的投入。 
C. 面對科技所產生的國際化，本系未來會定期舉辦國際性的學術交流研

討會，讓學生從中了解最新的科技資訊，且能學習到國際間最新的科

技技術，使其能以世界宏觀發展出更新更多元的科技技術。 
D. 本系課程依據教育目標而設計，著重培養學生基礎數理知識及邏輯思

考能力、軟體設計及電腦系統管理能力、網路技術及資料庫設計與管

理能力及影像處理技術及應用之能力。 
E. 提供學生考取資訊相關證照之數位教材，部份課程提供學生考取證照

之訓練機會 
 

(3). 策略與做法 
A. 本系課程配合教育目標而規劃，使學生可了解課程修習目的。 
B. 本系配合教育目標，將逐年充實所需師資及教學實驗設備，目前教師

授課除可使用學校六間電腦教室之外，尚可使用資訊學院各系共用之

六間實驗室，特別是 B418－數位家庭與智慧生活實驗室及 B420－
資訊系統工程實驗室，未來將設置本系專屬實驗室。 

C. 本系課程有標示出可幫助學生資訊證照考試之相關課程，使學生可及

早重視及準備考證照。 
D. 為增進學生考取資訊證照之能力，本系已向巨匠電腦採購認證數位教

材，讓學生可於課餘時間上網自我學習。 
E. 為配合學校之國際化目標，本系自學生大二下提供少數全英文授課之

課程。 
F. 為提升學生未來就業或升學能力之外語能力，本系設置大二至大四之

科技英文課程。 
G. 為提升學生之就業能力，本系在學生大三下及大四上設置「專題研究」

課程，學生必須整合大一至大三所學課程以完成專題。另外大四下尚

設置「就業輔導」課程，將請業界專家來演講，擴充學生視野及了解

業界需求資訊技術。 
 

(4). 課程架構規劃 
本系規劃課程架構分四大方面： 
A. 第一方面為通識課程，重點為除了培養學生基本英文能力外，尚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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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處理能力以及通識中心規劃之社會、自然…等十大學門之課程由

學生自選。 
B. 第二方面為服務教育課程，培養學生服務精神。 
C. 第三方面為體育課程，鍛鍊學生之體格及體育知識技能。 
D. 第四方面為專業課程，配合教育目標共分成六大類： 

(A) 基本數理及邏輯思考能力培養課程：包括微積分、離散數學、

線性代數、機率與統計。 
(B) 軟體設計與系統管理能力培養課程：包括各種程式設計相關課

程，及各種電腦作業系統之理論與管理課程，例如：計算機概

論、計算機程式設計＊、計算機程式實驗＊、物件導向程式設計＊、

資料結構、組合語言與系統程式＊、演算法、計算機組織、作業

系統＊、人工智慧、軟體工程等必修課程，及 Java 程式概論＊、

程式設計與資料結構＊、視窗程式設計＊、系統分析與設計＊、程

式語言＊(上) (下)、數位邏輯設計、數位邏輯實驗、嵌入式系統

設計、模糊計算、JAVA 程式專論＊、計算機架構設計、行動裝

置程式設計＊、作業系統實驗＊、平行電腦系統、UNIX 系統管理
＊、微處理機系統設計、編譯器設計等選修課程。 

(C) 網路與資料庫技術及應用能力培養課程：包括計算機網路、資

訊安全、等候理論、網頁設計、區域網路、網際網路協定、數

位訊號處理、分散式系統、無線通訊等各種網路相關課程；及

資料庫管理、網路資料庫、資料探勘等資料庫相關課程。 
(D) 影像處理技術及應用能力培養課程：包括多媒體系統與應用、

電腦圖學、數位影像處理、數位內容導論、電腦遊戲設計、電

腦視覺等與影像技術有關課程。 
(E) 增進就業能力及與科技英文讀寫能力之培養課程：就業輔導、

專題研究(上) (下) 、科技英文一、科技英文二、科技英文三、

科技英文四、科技英文寫作等課程。 
(F) 學生考取資訊領域證照之實力培養課程：包括前述有標記「*」

之程式設計相關課程、系統管理相關課程、網路相關課程及資

料庫相關課程。並且本系於 96 學年度採購由巨匠發行之 Sun…
等公司認證之 SCJP、 SCWCD…等相關電腦證照之線上數位教

材，訓練學生考證照之實力，使學生畢業前即取得業界所需證

照，以提升學生之就業能力。 
(5). 行政支援 

A. 系務會議、系課程委員會及系教師評審委員會運作情形 
本系依據實際需求不定期召開必要之會議。例如：本系 96 學年 8 月

1 日剛成立，需訂定相關組織所需辦法及章程，截至 97 年三月為止

召開總計 4 次系務會議；並且，為適度修訂本系之課程，召開總計 6
次系課程委員會會議。自籌備期間至 96 年度第一學期目前為止，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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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聘任適合並且優秀的師資，共召開 4 次系教師評審委員會。 
B. 系務行政品質改進措拖 

本系系務行政在系助理認真負責的工作下，相關業務的推動並無窒礙

之處。但為求精益求精，本系在校方的指導下，仍朝以下方向努力： 
(A) 建立檔案系統 

為能達到「知識管理」的目的，使經驗的傳承有所依據，本系

正逐步將系務行政相關文件與檔案，逐步建立檔案，希望能做

到所有紀錄皆電子化的目標，以利行政效率的提升。 
(B) 建立 E-Mail 通報系統 

為能有效節省行政成本，實踐環保意識，本系建立電子化的通

報系統，希望能有效降低相關通知、函件的列印、影印數量，

藉由 E-Mail 的使用，達到快速、清潔、環保的行政環境。 
(C) 師生溝通及互通情形 

本系師生溝通與互動的管道不僅多元化，且運作順暢。本系系

主任和班導師，會與學生藉由導師時間、班會、系大會等，加

強師生溝通的機會。另外，系學會所舉辦的迎新，系週活動，

亦提供本系師生一個極佳的互動情境。 
 

(6). 系所未來發展之具體建議 
A. 提高專業師資比例、延攬具學術及實務經驗豐富之知名學者與人士參

與授課。 
B. 2010 年籌設碩士班。 
C. 2013 年籌設博士班。 
D. 成立系專屬實驗室。 
E. 成立學生專題實驗室。 

 
(7). 未來三年之中長程規劃 

A. 將在未來三年內極力增聘優良師資加入本系授課，以達成立碩士班之

要求。 
B. 鼓勵教師組成研究群，爭取大型研究計劃及舉辦各項學術與實務研討

會。 
C. 成立系專屬實驗室及學生專題實驗室，提升本系學生實務技術能力，

以便本系可與業界合作，並提出產學合作計畫。 
D. 加強與業界之建教合作關係，提供學生與業界交流合作經驗。 

 
(8). 預期績效 

A. 2010 年向教育部申請成立碩士班。 
B. 提升本系之師資陣容與教學水準。 
C. 強化學生到業界工作之能力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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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增加教學研究之廣度與深度。 
E. 提供學生優良的學習環境。 

 
(9). 績效評量方法 

A. 專任師資達到設立碩士班門檻數量：共 11 位。 
B. 考取資訊證照之學生人數增加。 
C. 教師研究成果質與量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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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數位科技學系 
(1). SWOT 分析或多準則評估分析 

圖 5-66 數位科技學系之 SWOT 分析圖 
 現況 
我國的產業與社會經濟體系正轉變為以資訊與知識為導向的全球化經濟

體系，而資訊人才的培育則被列為產業發展、國家競爭的重點工作。近年

來國內更陸續推動「挑戰 2008」、「兩兆雙星」、「E-Taiwan」、「M-Taiwan」、
「U-Taiwan」等多項與數位科技息息相關的重要政策與國家型計畫，這些

計畫都是資訊學院內各系所在修訂發展目標與課程規劃時的重要參考。 
本數位科技學系以數位科技應用為核心，培育具有網通產業所需之數位科

技及行動資訊系統設計與開發人才，使具備系統方法解決問題的能力及整

合的能力。課程規劃著重建立學生對網通軟體科技與嵌入式系統設計之學

習能力，以培養學生具備數位科技發展專業能力。 
 師資 
本系初立且僅有一授課班，課程內容皆為基礎課程，師生比 13：1(師資如

下表)，本系現職人員 6 人，其中專任教師 3 人(副教授 1 員、助理教授 2
員) ，合聘教師 2 人(教授 1 員、副教授 1 員)，教師專長均能符合系教育

目標，並能給予學生適質適量之教學內容，藉由合聘師資可以充分利用本

Strengths: 
潛在內部優勢 

Weaknesses： 
潛在內部弱勢 

1. 著重數位科技、行動資訊系統設計整合。

2. 本系初立，目標較能符合社會脈動及教育

需求。 
3. 本校為北桃園唯一綜合大學具指標地位。

4. 本校地處北部，學生入學意願較高。 
5. 私校法通過後本校可在台北開南商工設

立分部，以利招生。 

1. 本系本校係成立僅7年的學校，改大

後知名度尚待宣傳。 
2. 初立，學生人數少。 
3. 相關圖書藏書尚待加強充實。 
4. 目前無畢業生、校友。 
5. 本系目前尚無研究所。 

Opportunities: 
潛在外部機會 

Threats: 
潛在外部威脅 

1. 政府推動「數位台灣計劃」及「兩兆雙星

計劃」。 
2. 業界急需行動通訊與無線網路資訊數位

科技整合人才。 
3. 本校位居大桃園地區鄰近工業園區、科學

園區、及桃園國際機場的地理優勢，提供

教師及學生多樣機會。 
4. 數位資訊領域仍然蓬勃發展，使得資訊相

關系所仍是就學的熱門選擇。 
5. 業界專業英文能力要求提高，現今加強國

際語言的訓練，邁向國際化之方向。 
6. 業界跨領域整合能力需求之提高，此為本

校之發展方向。 

1. 各校有新增相關科系的趨勢。 
2. 數位科技產業變化迅速。 
3. 出生率逐年下降，導致就學人數逐年

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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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師資與整合校內資源。為落實課程設計並達成教育目標，並同時考量本

系現狀及教師授課負荷度，依課程專業需求調整適職適量之師資，尚有資

訊學院專業師資之支援，教師數量與素質滿足教學和學生學習需求程度。

本系將依班級數增加，增加適當數量與符合專長之教師，以滿足本系成長

與教學目標和學生學習之需求 
 學習資源 
本系目前課程皆為基礎課程，雖為初立，但所需圖書儀器、資訊科技、電

腦教室之設備在學校現有之基礎上都能滿足學生學習的需求。專業實驗室

在資訊學院共同分享資源下，充分支援各系專業課程，發揮最大效益。資

訊學院專業實驗室有數位家庭與智慧生活實驗室、軟體品質測驗實驗室、

專案管理系統決策實驗室、資訊系統工程實驗室及數位音像教學實驗暨算

圖中心、素描/攝錄影專業教室與電子商務專業實驗室等。為配合同學相關

授課實作課程需求，學校增購嵌入式系統應用教學設備 21 組及數位邏輯

設計設備 60 組，讓本系學生在嵌入式系統設計相關課程能有充份實作練

習能力。 
上課教室及可供各系使用但由資訊科技中心管理維護之電腦教室配合學

校整體資源運用，可供本系相關課程運用，以充分讓學生從實作中學習，

都可滿足教師教學需求。電腦教室由學校資訊科技中心專人負責維護與服

務，遇問題時都能做即時有效之協助。本校資訊科技中心之資訊軟、硬體

整體資源共享下亦能有效支援本系學生在網路軟體科技相關課程實作練

習軟體之需求。 
 課程與教學 
配合本系教育目標：(1)訓練邏輯思維能力，(2)培養數位科技專業能力，(3)
養成資訊系統設計整合能力，藉學校網路資源途徑，通識課程培養學生外

語、資訊、人文素養，參與校內外國際性活動，以增進國際視野；核心專

業課程之軟體設計與品管課程訓練學生邏輯思維能力，結合網通軟體科技

及嵌入式系統設計課程充實學生數位科技專業能力，落實系統整合、專題

實作及管理與商業設計課程，以養成學生資訊系統設計整合實作能力。同

時本系畢業學生授與工學士，需要更多之實作能力，為配合同學相關授課

實作課程需求，學校增購嵌入式系統應用教學設備及數位邏輯設計設備，

讓本系學生在嵌入式系統設計相關課程能有充份實作練習能力。在網路軟

體科技相關課程所需軟體方面藉由本校資訊科技中心之整體資源共享亦

能有效支援本系學生實作練習需求。 
本系現職人員 6 人，其中專任教師 3 人，行政人員 1 人，合聘教師 2 人，

教師專長均能符合系教育目標，並能給予學生適質適量之教學內容，藉由

合聘師資可以充分利用本校師資與整合校內資源。為落實課程設計並達成

教育目標，並同時考量本系現狀及教師授課負荷度，依課程專業需求調整

適職適量之師資；同時為讓學生有多元學習之機會，課程規劃已大幅調降

專業必修學分為至少 18 學分，讓學生可以依興趣與能力選修他系之課程。 
 

(2). 目標與特色 
本系根據開南校務發展及資訊學院院務發展計畫於民國九十六年成

立，恪遵本校「至誠、卓越、豪邁、自由」之校訊及「建立優質學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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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辦學理念，配合政府推動「數位化台灣」、「兩兆雙星」、「M 化台灣」及

「U 化台灣」為優先發展之核心優勢產業發展，作為創設初期之運作方針與

策略，致力於推動數位科技教育之相關活動，以培育網通產業所需之數位科

技及行動資訊系統設計與開發人才為宗旨。強調提昇學生對問題形成的背景

之理解與解決問題模式的建立，及問題解決方案的實現。 
本系定期與不定期地召開系務會議、系課程委員會議、系教師評審會議

等各項會議，持續檢討數科系成立之宗旨與教學目標、各學科授課目標與成

效、學生學習成效、畢業生須具備能力等，以凸顯本系發展「通訊網路+資
訊系統設計之數位科技整合」為主軸之特色，培養符合時代潮流與市場需求

之數位科技人力。為讓全系師生均能了解本系教學目標與發展特色，利用各

種集會傳達給同學，集會方式有新生家長座談會、新生訓練、導師時間、課

程綱要說明、班會或系學會舉辦之活動等。 
本系將收集各方面的資訊及利害關係人的回饋意見，定期檢視設定之教

育目標是否達成，依需要採取適宜措施進行改善作為。每年將舉辦數位科技

專題發表會，以檢視四年級學生規劃整合實作與成果發表能力，確實執行並

評分，以了解同學的學習成效，並依成績給予獎勵；同時訓練學生舉辦發表

會之規劃與執行能力。並鼓勵多項技術能力考照。 
本系設立宗旨為因應國際 M 化環境發展，以培育網通產業所需之數位

科技及行動資訊系統設計與開發人才。教育目標為配合企業開發數位媒體、

數位家電、個人化商品、行動裝置等數位科技產品之所需專業人才，進而培

養學生數位科技與資訊系統設計之能力。 
綜言之，教育目標為： 
A. 訓練邏輯思維能力。 
B. 培養數位科技專業能力。 
C. 養成資訊系統設計整合能力。 
學系特色著重於通才教育及均衡發展，即數位科技與行動資訊系統設計

的整合，理論與實務並重，訓練學生的實作能力，使學生除具備數位科技外，

並擁有資訊系統設計實務經驗，提供業界急需之行動通訊與無線網路資訊數

位科技整合人力，以提昇競爭力。 
發展特色如下： 
A. 一個主軸：通訊網路與資訊系統設計之數位科技整合。 
B. 兩項技能：數位科技應用、行動資訊系統設計。 
C. 三種能力：軟體設計、科技開發、系統整合。 

本系並將依據國際脈動需求、校務發展及系務環境變化，透過系務

會議討論與研商，訂定及修正系發展計劃與執行方針，以建立系特色及

強化競爭力。 
 

(3). 策略與做法 
A. 發展方向 

本系發展方向，配合企業所需兼具數位科技及行動資訊系統設計人

員，使其融合數位科技技術與商業模式化知能，積極貢獻社會，並實

現全人教育，注重學生全方位的學習與均衡發展。本系以務實、迅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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落實三大概念，培育行動資訊系統軟、韌體開發之專業整合人才： 
(A) 務實 

以數位內容科技、嵌入式系統與 數位家電技術專業養成為標

的，有系統全方位進行程式設計訓練，施行軟體、韌體兼施的

數位科技課程；課程由資訊人必備的電腦基礎「電腦概論」出

發，讓學生具備基本的資訊人學識，然後再區分為程式語言、

通訊與網路、數位科技共三類領域的課程，做為逐步養成為一

個優秀數位科技人所需具備知識實力，再導入數位資訊平台，

透過程式設計、驅動程式開發、嵌入式系統三大領域連貫性的

教學，去學習的嵌入式系統、行動通訊與網路應用程式及 個人

化商品之開發與設計；再透過專題實作來做所有課程的整合性

應用與團隊實作訓練，將學員導入分組專題製作的參與，以完

備務實之實作能力。 
(B) 迅實 

以系統整合養成為標的，對於系統的開發，以系統分析與設計

觀點，及軟體工程，培訓軟、韌體應具備之技能，提升學生的

邏輯思維模式，增加系統開發的成功機率並有效掌握開發時程

與資源運用，培養學生資源分配，及團隊溝通 與管理執行能

力，以完備迅實之實際能力。 
(C) 落實 

以配合行動商務規劃與設計專業開發智能化商品為標的，培育

學生整合商務設計與數位科技，以落實行動商務之行銷與管

理，並藉數位科技及新媒體之使用而有效執行軟、韌體系統開

發設計創意，成為商務、管理與科技修養並重之設計師，以達

配合商務設計智能化商品開發落實之能力。 
B. 執行策略與做法 

因應數位科技、嵌入式系統開發應用與實務日新月益，本系將延聘各

領域之專家學者，以豐富教學與研究之領域及內涵。另加強與業界建

教合作，推動數位科技與嵌入式系統開發的教學與研究，以配合應用

為要務，以提供學生與業界交流合作之寶貴經驗。 
 

(4). 課程架構規劃 
本系課程架構如下圖 5-67 所示，分為必修課程之基礎課程、核心專

業課程、選修課程之網通軟體科技課程、嵌入式系統設計課程、其他課

程及證照輔導課程。系教學目標反映在課程設計、教學與學習活動相關

聯性如下表 5-4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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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3 數位科技學系教育目標與課程規劃設計一覽表 
課程 
規劃 

教育 
目標 

基礎理論必

修課程 
核心專業必

修課程 

網通軟體科

技專業選修

課程 

嵌入式系統

設計專業選

修課程 

其他專業選

修科目 

訓練邏輯思

維能力 
◎ ◎ ◎ ◎ ◎ 

培養數位科

技專業能力 
○ ◎ ◎ ◎ ◎ 

養成資訊系

統設計與整

合能力 
○ ◎ ◎ ◎ ○ 

◎主要相關     ○次要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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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積分
(上)

計算機
概論

基礎程式
設計

資料結構
物件導向
程式設計

線性代數
數位圖像
處理

圖形介面
程式設計

數位
邏輯設計

無線網路
程式設計

數值分析

微積分
(下)

機率
與統計

數位IC
軟體設計

行動裝置
程式設計

嵌入式
系統設計

行動地理
資訊系統

行動
資訊系統

大一(上)

大一(下)

大二(上)

大二(下)

大三(上)

大三(下)

大四(上)

基礎
必修課程

核心專業
必修課程

選
修
課
程

專題實作
(上)

專題實作
(下)

大一(上)

大一(下)

大二(上)

大二(下)

大三(上)

大三(下)

大四(上)

大四(上)

必
修
課
程

證照輔導
丙級電腦
軟體應用

丙級電腦
軟體設計

乙級電腦
軟體應用

其它專業選
修科目

電子商務
網路行銷

行動商務

數位學習

行動商務
管理

數位動畫
設計

3D動畫
設計

虛擬實境

電腦圖學

數位遊戲
設計

網通軟體科技
專業選修課程

網路概論

行動網頁
設計

無線網路

行動通訊

行動定位
系統

行動設備
網路技術

就業輔導

作業系統

資料庫

演算法

人工智慧

企業資源
規劃

資料倉儲
與探勘

資料庫
系統管理

數位內容
知識管理

系統分析
與設計

軟體品質
保證

軟體工程

軟體開發
專案管理

資訊安全

嵌入式系統設計
專業選修課程

感測元件
概論

數位訊號
與系統

微處理機
系統

自動控制

週邊介面
設計

可程式化
晶片應用

設計專題

模糊系統

人機介面

智慧卡
系統

 
 

圖 5-67 數位科技學系課程規劃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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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行政支援 
A. 會議運作情形 

本系定期召開系務會議，說明學校重大事項，校務發展方向，並討論

重大系務事項，學生學習情形，系務重點。系課程委員會在學期初召

開乙次，討論該學期各課程之課程大綱及蒐集課程規劃之修訂意見；

期中考後會議重點在協調下學期授課教師及負荷事宜，並研擬及蒐集

課程規劃之修正意見。系教評委員會依需要召開系教評委員會議。並

於邀請業界及學界專業人員來本系演講時擔任本系諮議委員，提供本

系各項系務發展之建議。 
 
 

 
 

 
 
 
 
 
 
 
 
 
 

 
 
 
 
 
 

 
 

圖 5-68  數位科技學系行政管理組織圖 
 
 

B. 系務行政品質改進措施 
(A) 本系設系主任與行政助理各一人。為使行政工作更加順利，本

系教師皆盡力配合協助系務推動。並聘請本系學生擔任工讀

生，支援系內工作且學習獨立自主之精神。 
(B) 本系成立後，就陸續訂定各項組織規程、重要章則，「修讀輔系、

雙主修施行細則」、「系課程委員設置辦法」、「系教師評審委員

會設置辦法」等，使其系務能更順利。 

系務會議 

系辦公室 

系課程委員會 系教評委員會 

職掌如下： 
1. 負責研擬、規劃本系課程之

必修與選修科目。 
2. 協調各教學單位相互支援

授課事宜。 
3. 制定轉系生、轉學生之本系

課程抵免原則。 
4. 制定本系必修課程緩修原

則。 
5. 審訂本系課程綱要。 
6. 制定其他與本系課程相關

事宜。 

職掌如下： 
1. 本系教師之聘任、聘期、

續聘、升等、休假、改聘、

解聘、不續聘、停聘、資

遣及學術研究等事項。之

審議。 
2. 本系專任教師赴國內外

學術機構講學、進修及研

究申請案件之審議。 
3. 其他依法令應由本會審

議之事項。 

職掌如下： 

(1) 研擬並決議

本系系務之重大

決策，並綜理全

系之行政事務。 

(2) 為本系最高

決議機構，各委

員會之議案，須

經本會議通過方

能成立。 

系諮議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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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本系每學年度定期召開系務會議、系教評會議、系課程會議，如

有必要，則視情況增加開會次數。 
(D) 本系配合校方電子化之政策，訊息公告已漸漸以電子郵件宣

達，以減少紙張印刷，響應環保，與達成便利之效能。 
C. 師生溝通及互通情形 

系師生溝通與互動的管道不僅多元化，且運作順暢。本系系主任和各

班導師，會與學生藉由導師時間、班會等，加強師生溝通的機會。另

外，系學會所舉辦的系大會、迎新、系遊、參觀訪問等場合，亦提供

本系師生一個極佳的互動情境。 
(A) 輔導學生主持班會，並從旁協助及贊助系學會、班會之各項活

動，與學生建立良好互動關係。 
(B) 每週定期、不定期與同學面談，瞭解學生修課輔導、學習成效、

生活住宿及交友之情形，並提供解決或參考之方法。 
(C) 鼓勵學生參加校內運動各項比賽。 
(D) 邀請班代及班上幹部不定期聚餐以了解班上近期發生的事，而

從中針對同學的問題加以了解或代為解決其疑問。 
(E) 另行舉行個別談話，以求進一步瞭解學生學業及身心狀況，並給

予以指導與協助。班導師每學期需面談每位導生，確實掌握學

生動向，必要時與家長聯絡。 
(F) 團體活動與輔導以舉辦座談會、討論會、聯誼、郊遊、旅行、參

觀、訪問等活動，導師親自帶領，從而認識學生之才能、見解、

操守、性情；亦可協同其他系（所）導師聯合辦理；必要時，

亦得邀請輔導教官或學務處派員參加或協助。 
(G) 其他方式則指示學生寫作自傳、書面報告、讀書心得，藉以瞭

解學生之人生觀、抱負與理想，並輔導與協助其發展。 
 

(6). 系所未來發展之具體建議 
A. 逐年按新增班級數聘符合課程規劃需求專長之師資。 
B. 積極規畫添購相關軟硬體設備。 
C. 儘速擴充系上圖書及資訊設備，建立現代化的資訊學習環境，增進學

生資訊工具的應用能力。 
D. 課程規劃設計調整課程強化行動資訊系統設計、軟體工程之特色、學

程設計及證照課程以落實此方向。 
E. 商請校友經營之企業委託本系辦理相關研究計畫，展現團隊研究能

力，建立本系之知名度。 
F. 透過院學程課程之設立，本院他系之師資可以擴充本系學生課程之多

元性；系際間之整合性研究，除可建立本系之研究能量，並可建立本

校之研究特色；藉由產學合作及學術演講、研討會增加上本系與校外

交流機會，進而有合作之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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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未來三年之中長程規劃 
A. 充實專業師資，提升教學品質，落實教育目標。 
B. 增設教學設備，強化技能訓練，提升就業能力。 
C. 建立產學合作，提供業界需求，建構產學交流。 
D. 舉辦學術演講，汲取科技新知，活化教學研究。 
E. 成立設立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充實研究能量，培養具研究分析能

力的研究人員，以期畢業研究生散佈於各行各業，以建立專業學術地

位，並展現專業技能。 
 

(8). 預期績效 
A. 提供優良的學習環境。 
B. 提升師資陣容與教學水準。 
C. 強化與業界合作之經驗。 
D. 增加教學研究之廣度與深度。 
 

(9). 績效評量方法 
A. 定期檢視課程規劃與教授內容概要。 
B. 學術活動內容品質。 
C. 產業界之需求。 
D. 論文與計畫案之質與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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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專案管理研究所 
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以及新技術革命帶來的商業環境的變化，越來越多

的企業採取專案管理的方法來管理各項任務。在各先進國家，專案已經成為

經濟發展的重要構成要素，專案實施的成敗已經成為國家和企業最為關心的

問題。不僅數以萬計的各種投資專案急需大批高級專案管理人才，而且企業

內跨部門的專案組織也日益增加。隨著專案組織取代專業化分工的職能組織

已經成為一個基本趨勢，對專案管理人員需求的增長速度已經超過專業管理

人員。可以斷定，繼工商管理碩士之後，專案管理專業人才正在成為產業的

另一熱門需求。  
源於企業組織走向專案型組織發展趨勢，而專案管理能力的良窳將直接

影響企業的競爭優勢，國內實有推廣系統化、整合式專案管理教育之必要。

本「專案管理研究所」之申設，旨在創備「資源共享、科際整合」的綜效環

境，配合國家經貿發展及滿足高科技產業及各領域產業專案管理人才之需

求，落實產、官、學、研之分工合作，期能培育高級專案管理專業精英，俾

利改善企業專案管人才素質，亦提昇相關學術研究品質。 
 

(1). SWOT 分析 
開南大學「專案管理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of Project Management)

創設於民國 96 年(2007 年)，隸屬於開南大學資訊學院。旨在進行現代專案

管理理論，系統工程理論，專案經濟學，現代專案管理治理，工程系統專案

設計，多重專案選擇與資源分配，專案融資規劃與管理，專案全過程規劃、

實施與控制，專案品質與風險管理控制，專案管理流程設計與創新，專案管

理資訊化與模式模擬，專案監理與稽核等方面的科學研究與決策科學課題及

產業化服務，為專案管理的科技進步作出貢獻。 
專案管理研究所(簡稱本所)定位成為國內「整合專案管理與系統工程」

之研究重鎮。以「專案管理與系統工程」做為課程發展主軸，兼具「理論、

證照、實務、就業」的教學目標，並配合產業界需求規劃課程，培育台灣企

業各界需求的專案管理與系統整合人才。 
 

Strengths: 
潛在內部優勢 

Weaknesses： 
潛在內部弱勢 

1.本校為北桃園唯一綜合大學具指標地

位。 
2.本校位居大桃園地區鄰近工業園區、科

學園區、及桃園國際機場的地理優勢，

提供教師及學生多樣機會。 
3.私校法通過後本校可在台北開南商工

設立分部，以利招生。 
4.本所師資結構健全完整且多元。 
5.本所是臺灣第一所「專案管理研究

所」。 

1. 國內陸續推動多項與專案管理息息

相關的重要政策與國家型計畫，專案

相關人才需求日殷。 
2. 招生來源區域化日漸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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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portunities: 
潛在外部機會 

Threats: 
潛在外部威脅 

1.本校係成立僅7年的學校，改大後知名

度尚待宣傳。 
2.本校地處北部，招生吸引力相對於南部

學校而言較弱。 
3.尚無畢業生，相對年輕。 

1. 設立專管相關科系的學校持續增加。

2. 人口出生率年年下降。 
3. 家長與學生對專案管理所學之認知尚

有不足。 

 
圖 5-69 專案管理研究所之 SWOT 分析圖 

 
本所定期與不定期地召開所務會議、所課程規劃會議、所教師評審會

議、學生事務會議等各項會議，持續檢討專管所成立之宗旨與教學目標、各

學科授課目標與成效、學生學習成效、畢業生能力表現等，以凸顯本所發展

「專案管理與系統工程」為主軸之特色，培養出符合時代潮流與市場需求之

專案管理人力。為了讓全所師生均能清楚了解本所教學目標與發展特色，於

學期中之各項集會中都仔細傳達給同學了解，集會方式包括所主任時間、新

生說明會、導師時間或所學會對新生之宣導活動等。 
現將本所現況分為課程、教學與設備、師資以及研究與服務四項分別詳

述。 
A. 課程 

課程設計以培養學生具備系統思考解決問題能力，課堂上專業知識之

傳授，強調系統方法問題分析與解決模型之建立，以培養學生獨立思

考與分析判斷的能力。實務應用方面要求學生在產業界發掘問題找出

實際解決之道，並以專案管理過程利用理論發展可行之系統以解決問

題。 
B. 教學與設備 

為了充實師生教學與研究環境，目前共設有「專案管理系統決策研究

室」、「軟體品質驗測實驗室」、「資訊系統工程實驗室」及研究生研究

室等，供師生使用。 
C. 師資 

本所跨學院合聘的專任師資具有不同領域之專長，除理論研究外，更

具產業合作之豐富經驗，可提供具彈性的、多元的教學與研究方向，

並開授進階的選修科目，擴展本系學生學習與研究的領域。 
D. 研究與服務 

本校雖是教學為主的學校，本所教師仍然努力追求在研究與服務的成

果，每年均有獲得國科會研究計劃補助，並且獲得教育部重要特色「國

際專案管理教學創新與專業證照人才培育改進計畫」。此外，本所教

師積極參與業界合作計畫案，均獲得良好成果。實際活動內容如下： 
(A) 與產業建立研究與教學的產學合作關係。本所產學合作單位包

括：法國標協集團 AFAQ AFNOR (Asia)、ParaSoft 亞太分公司、

百加資通有限公司、宏碁股份有限公司、臥網資訊股份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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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等。本系師生近年來參觀訪問單位包括：宏碁股份有限公司、

勁永科技公司等。 
(B) 本所鼓勵學生在老師的指導下積極參與國內外各項學術研討

會，發表論文。 
積極參與各項學術活動，經常舉辦全國性學術研討會。如：「資訊管

理理論與專案管理實務研討會」、「專案管理系列研討會」、「專案管理

暑期專班」、「六標準差專案管理研討會」等。此外，本所亦重視與產

學界溝通交流機會，舉辦產業界參觀活動。 
 

(2). 目標與特色 
專案管理(Project Management)是近年來發展最快的管理科學領域之

一。各領域的專案組織在近幾十年內迅速發展。專案管理在運作方式和管理

思維模式上最大限度地利用了內外資源，從根本上改善了管理人員的工作程

序，提高了效率。經過長期探索總結，在已開發國家中現代專案管理逐步發

展成爲獨立的整合式學科體系，成爲現代管理學的重要分支之一。 
為順應全球數位化革命新經濟興起之潮流，我國經濟發展正面臨蛻變、

轉型之關鍵時刻，故響應新世紀國家建設規劃以籌建「綠色矽島」為主軸，

創造科技化產業發展之優質環境，開拓亞太新紀元，使企業經營邁入自由

化、多元化、國際化之成長趨勢，跨領域具整合性功能之企業專案管理

(Enterprise Project Management)理念，並結合資訊科技創新知識，將主導未

來企業經營活動。 
專案管理碩士學位(Master of Project Management, MPM)之研究生課程

班正是爲了在台灣造就一批專業的專案管理人員而開設的。爲滿足更多專案

管理人員的需求，開南大學擬增設「專案管理研究所」(MPM)以發揮理論與

實務整合的功能，並達到產、官、學、研充分合作，培養出具有領導、規劃

與執行現代專案之能力的專案管理人才，提升國家競爭力。 
本所設立宗旨為：為國內產業培養具備系統思考解決問題能力的專案管

理師。 
A. 建立「整合專案管理與系統工程」之教學特色； 
B. 規劃前瞻性現代化專案管理學科課程； 
C. 平衡「理論、證照、實務、就業」教學目標。 
遵循本校發展目標及本所成立宗旨，本所教育目標為： 
A. 培養具備系統工程知識與應用能力之專案管理師； 
B. 培養具備專案管理理論知識與實務應用能力之專案管理師； 
C. 培養具備專案管理倫理道德與持續學習能力之專案管理師。 

在 21 世紀，關於知識經濟的討論和實踐已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同

時人們也發現，為推動經濟的提升，發達國家正把努力投向專案管理。

美國學者 David Cleland 稱：在應付全球化的市場變動中，策略管理和專

案管理將產生關鍵性的作用。而美國著名雜誌「財富」預測專案經理將

成為 21 世紀年輕人首選的職業。這一動向提醒我們，專案管理正成為社

會管理和企業管理現代化的重要內容。甚至可以說，專案管理將是知識



 310

經濟的保證。本校成立「專案管理研究所」是最能夠符合國內產業的期

待與需求。 
 

(3). 策略與做法 
成立專案管理研究所的必要性 

除了配合學校的發展策略外，本所基於臺灣產業對專案管理專業人才

的需求而成立。 

臺灣在國際化的驅動下，專案已經逐漸成為經濟發展的重要構成

要素。專案實施的好壞已經成為國家和企業最為關心的問題。專案管

理作為管理科學的重要分支已滲透到各行各業，並對管理實踐做出了

重要貢獻，從而引起了廣泛的重視。 
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以及新技術革命帶來的商業環境的變化，越

來越多的企業採取專案管理的方法來管理各項任務。在各先進國家，

專案已經成為經濟發展的重要構成要素，專案實施的成敗已經成為國

家和企業最為關心的問題。不僅數以萬計的各種投資專案急需大批高

級專案管理人才，而且企業內跨部門的專案組織也日益增加。 
目前在台灣不僅有各種投資專案急需大批高級專案管理人才，而

且企業內跨部門的專案組織也日益增加。專案組織取代專業化分工的

職能組織已經成為一個基本趨勢，對專案管理人員需求的增長速度已

經超過專業管理人員。可以斷定，繼工商管理碩士之後，專案管理專

業人才正在成為企業的又一急迫需求。 
此外，開南大學所在位置的桃園縣介於台北市與新竹縣之間，地

理位置優異，近有中正國際機場與高速公路及快速道路經過，交通順

暢，因此發展潛力超越新竹科學園區。依據桃園縣政府工商資訊地

圖，受到縣政府招商策略的影響，桃園縣內企業種類偏向工業科技製

造，尤其高科技產業（如友達、華映、南亞科技等）擔任龍頭地位。

由於縣府招商的策略與成果，有效提升縣內就業機會，尤其在工業科

技類職缺增加最多。依據行政院勞委會職業訓練局就業服務科技客服

中心資訊顯示（8/7/2006），全國與桃園縣各類企業職缺需求的登記

與分類如下（依照職業類別）。如下表 5-44 顯示，工業製造及生物科

技類職缺需求佔縣內的 62.1%，明顯高於全國的 49.3%的比例。桃園

縣的招商產業主要以工業科技類為對象，加速縣內產業升級，提高科

技生產能力，進行兩岸分工產業合作之發展。這些以專案方式進行的

產業升級，都需要許多具備專案管理能力和知識的人立支持。 
 

表 5-44 行政院勞委會職業訓練局就業服務科技客服中心資訊一覽表 
職業類別 全國職缺需求登記 桃園縣職缺需求登記

行政經營 1,727 145 
人事法務 67 5 
廣告美編 321 29 
交通及物流服務 1,045 56 

商管 
金融 
休閒 
服務 

家事服務 831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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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行銷 3,939 272 
財會金融 1,222 79 
客戶服務 439 45 
傳播媒體 105 7 
餐飲旅遊運動 1,585 34 
保全警衛 765 88 
小計（％） 12,046（46.3%） 802（35.2%） 
農林漁牧 268 6 
電腦硬體 766 84 
品管製造 5,662 812 
營建職類 1,825 125 
醫藥美容 1,054 65 
資訊軟體 289 23 
技術服務 2,986 301 

工業 
製造 
生物 
科技 

小計（％） 12,850（49.3%） 1,416（62.1%） 
娛樂演藝 31 0 
教育學術 1,117 62 其他 
小計（％） 1,148（4.4%） 62（2.7%） 

共計 26,044 2,280 
 

A. 工程系統的必要性 
系統(system)是由相互聯繫、相互制約、相互作用的要素組織的具有

整體功能和綜合作為的統一體。因此，構成系統必須具備下述條件： 
(A) 系統必須由兩個或兩個以上的要素構成； 
(B) 系統各要素之間存在著相互聯繫、相互依賴、相互制約、相互作

用的關係。(這些關係體現在它們之間進行的物質的、能量的和

資訊的上交換上)； 
(C) 系統必須有目的性和完整性。 

系統按其形成的原因可分為自然系統和人工系統。此處所謂「工程系

統」(sngineering system)是人類為了達到各種特定的目的而建立的人

工系統。 
任何現代的工程系統，都是一個具有相當規模和複雜程度的系統，往

往是由於許多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賴的分系組組合而成的。例如：一枚

飛彈，就是由彈頭、彈體、火箭發動機、導引控制、遙測、測試和發

射等各個分系統組成的。而這個工程系統又可能是一個更大的工程系

統的組成部份，例如飛彈只是一個國家的戰略防衛武器系統中的一個

組成單元，是它的一個分系統。 
人類在創建這種複雜的工程系統時，要把總的目標需求逐步地劃分為

各個更為具體的設計任務，並通過生產製造過程使這一個個的具體設

計工作結果按一定規範綜合起來後構成符合目標需求的實際系統，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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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人類操作使用。 
隨著工程技術的迅速發展，工程系統的內涵也在不斷地變化。在

1950~1960 年代，人們認為工程系統只是由各種硬體組成的。然而計

算機技術的快速進展，以及它在現代工程系統中所引起的關鍵作用，

至 1960 年代末，把工程系統的內涵擴延為「硬體+軟體」。從 1980
年代起，工程系統的內涵又進一步擴展為硬體、軟體、人員、設施和

數據五個要素。若把設施視為硬體，數據/資料視為軟體，那麼，工

程系統的基本內涵就是「硬體+軟體+人員」。因此，在設計現代工程

系統時，不儘要對硬體和軟體的設計規定需求，而且要對人員和人員

的培訓提出需求；在工程系統研製過程中，不但要製造硬體、開發軟

體，還要訓練系統的操作、維修和保障人員；並把工程系統的設計工

程與生產、測試、品保工程綜合到一起，從而組成現代工程系統。 
我國的核心競爭力是新產品的研發，高效率、工品質的生產製造及品

牌行銷，這些都需要工程系統的發展、研製與支持。現代工程系統的

建立是一個具有很強的技術性和社會性的工作。完成一工程系統工

作，需要總體的協調、綜合的最佳化和有條不紊的組織管理。因此。

必須運用系統工程的程序和方法原理來合理地規劃、指導和管理現代

工程系統研製的全過程。 
B. 工程系統工程的內涵 

系統工程是工程技術、也是組織管理技術，同時又是一個包括了許多

不同專集的一大工程技術領域。其中，專門針對工程系統的規劃和設

計這一專業的系統工程，又稱之為「工程系統工程」，可依其學科的

不同分為 14 個專業，如表 5-45 所示。 
    表 5-45 系統工程的專業學科及其基礎一覽表 

系統工程的專業 專業特有的學科基礎 
工程系統工程 工程分析與設計 
科研系統工程 科學 
企業系統工程 生產力經濟學 
資訊系統工程 資訊學 
管理系統工程 管理科學 
軍事系統工程 軍事科學 
經濟系統工程 政治經濟學 
環境系統工程 環境科學 
通信系統工程 通信學 
教育系統工程 教育學 
社會系統工程 社會學、未來學 
統計系統工程 統計學 
標準系統工程 標準學 
法治系統工程 法學 
行政系統工程 行政學 

工程系統工程(engineering system engineering)是應用於工程項目的系

統工程；是組織和管理系統工程的規劃、研究、設計、發展、試驗、

生產、製造、使用和後勤的科學方法；也是解決工程活動全過程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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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技術。這種科學方法和工程技術對所有工程系統都具有普遍的適用

性。 
工程系統工程屬於工程技術範疇，並以「工程設計」及其「工程管理」

作為其特有的學科基礎。它是以實際應用為目的的一門學科，是把各

個領域的各種科學、技術加以綜合應用的工程技術體系。 
工程系統工程主要是由下述三個基本部分組成：系統工程過程、系統

工程專業及系統工程管理。 
(A) 系統工程過程(System Engineering Process) 

a. 系統工程過程是一種技術處理過程，該過程是由一系列的工

程活動和決策的邏輯程序組成，其目的是將工程系統的任務需

求轉化為對系統性能參數或規格的描述，並確定出系統的最佳

配置。 
b. 系統工程過程的主要功能量一套規範化、系統化的方法和程

序從任務需求中完整地導出量化的系統技術需求，並確定能滿

足這些技術要求的系統最佳或最適配置。本質上，系統工程是

一個先導的工作過程(前工程)，推行這一工作過程就能指導整

個設計程序、生產程序等後工程工作，並確保系統研製、設計

工作的成功。 
c. 系統工程過程的主要活動是系統分析、綜合和評估。「系統分

析」(system analysis)是通過任務要求分析和功能分析把任務要

求轉化為功能要求，並藉助隨後進行的技術要求分配進一步轉

化為系統較低層次上的技術要求，從而使系統、分系統、組件

能據以進行設計。「系統綜合」(system synthesis)則是從系統總

體的觀點，按照給定的詳細程度保持設計的完整性，即應包括

組成系統的各個要素：硬體、軟體及人員。「系統評估」(system 
evaluation)是從系統最適化的觀點，按決策邏輯，從不同可行

備選設計方案中，找出一個符合任務需求的最佳配置組合。 
(B) 系統工程專業(System Engineering Professional) 

a. 系統工程專業(或工程專業的綜合)是將與工程系統的研製有

關的各個工程專業，諸如可靠性、維修性、安全性、人因工程、

生產工程、後勤工程、價值工程等工程專業的工作協調地納入

到系統的發展研製過程中，以確保它們能對設計工作施加影

響，並最終滿足對工程系統規定的要求。 
b. 各個工程專業的設計和發展工作是整個工程研製任務的有機

組成部分。除了將上述工程專業綜合到系統研製工作中之外，

工程系統還特別強調在系統研製過程中全面的工程綜合。 
c. 從 1980 年代末到 1990 年代初，美國針對工程系統(和武器裝

備系統)的技術要求越來越高，而可用資源卻日益減少的狀

況，進一步提出了「整合產品與研製發展」(Integrated Prod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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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Process Development，IPPD)的新概念，強調在整個系統研

製中，都應將傳統的工程技術(如力學、機械學、空氣動力學、

電子、電機、動力、液壓)等和工程專業(如可靠度、維修性、

安全性、保障性工程等)，以及測試工程、生產工程和後勤工

程綜合到一起，並予以統合的協調和管理，進而要求工程技術

和工程專業人員儘早一起進行系統設計工作。 
d. 採用這種新概念進行工程系統研製，可以大為減少設計與生

產、使用、後勤之間的不協調，從而顯著地提高產品的品質和

可靠性，並節省了研製時間和費用。 
e. 為了實施「整合產品與研製發展」所要求的全面的工程綜合，

必須落實「同步工程」(Concurrent Engineering)的觀念，在工

程研製全過程中的任務時刻，都應由傳統的工程設計人員、各

工程專業的設計人員(如可靠度工程師、維修度工程師等)，以

及測驗、生產和整體後勤部門的工程技術人員共同組成的設計

組織來共同確定工程系統完整的技術要求，並展開研製工作。

以確保使研製出來的工程系統不儘具有優異的性能，且有良好

的可生產性和保障性。 
(C) 系統工程管理(System Engineering Management) 

a. 系統工程管理著重於技術性能的規劃和控制，是對系統的技

術性能及工程活動進行管理的過程。亦即從提出工程系統的任

務需求發展到系統投入實際運作的全過程中，對所需進行的設

計、發展、試驗和鑒定工作實施管理，以確保系統的技術性能

達到預期的目標。 
b. 系統工程管理主要包括設計審查及型態管理活動，以有效執

行技術性能的規劃和控制。技術性能的規劃和控制包括系統的

確定和控制，以及系統技術性能的驗證和管理。亦即採用工作

分解結構(Work Breakdown Structure，WBS)和各類規範來確定

系統；通過技術型態管理和一系列技術審查對系統的發展進行

控制；依靠試驗與鑒定驗證系統的技術性能是否滿足規定的技

術規格需求；並藉助技術性能測定對系統性能進行連續的監控

和管理。 
c. 系統工程過程、系統工程專業、系統工程管理，擴展了傳統

的工程設計的內涵，並把系統工程的研發設計與規劃管控融為

一體，它們與傳統的工程設計的關係如圖 5-70 所示。系統工

程過程將使用部門(使用者/顧客)提出的任務需求轉化為工程

系統的技術性能需求，為工程系統提供了設計的依據。系統工

程專業的綜合是將可靠度、維修性、保障性等與工程系統效能

密切相關的技術性能納入到工程設計中，從而擴延了傳統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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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工程
程序

系統工程
管理

任務需求

工程設計

系統工程
專業

•技術性能的規劃和控制

•型態管理和設計審查

•工程專案管理

•工程專業綜合

•系統性能擴延

•Design for X

•系統技術要求

•系統最佳配置

程設計所考慮的系統性能(如重量、速度、精度、功率、機動

性等)，將傳統的性能基於 DFX(Design for X)的原則擴延成為

系統效能，其中 X 代表可靠性、品質、價值、維修性、存活

性、可生產性等。而技術性能的規劃和控制對工程系統的整個

研製過程實施設計審查與型態管理，進行工程專案監控，以確

保系統技術性能達到預定的目標，符合任務需求。 
d. 因此，系統工程既是一種工程技術，又是一種管理技術，也

是一種計量決策程序。為了確保系統研製任務的成功，必須在

其整個壽命週期內同時推展工程技術與管理技術活動，提供資

訊.進行有效的決策分析。 
 
 

 
 
 
 
 
 
 
 
 
 
 
 
 
 
 
 
 
 
 
 
 

圖 5-70  系統工程的三個基本組成部份與工程設計的關係圖 
 
 

C. 整合專案管理與系統工程教育的必要性 
本所以「專案管理+系統工程」為發展主軸，主要著眼於產業界對具

備系統工程知識的專案管理師之需求與日俱增。專案管理與系統工程

的相關性示意如圖 5-7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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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71 專案管理與系統工程的關係圖 
 
 

現代專案管理(project management)是二十世紀五十年代逐漸發展起

來的一門管理學科，一種計畫管理方法。它在運作方式和思維模式上

能夠最大限度地改善工作流程及問題解決，提高工作效率。同時經由

專業組織也發展成系統化的專案管理知識體系(project management 
body of knowledge, PMBOK)。隨著企業專案組織取代專業化分工的

職能組織已經成為一個基本趨勢，對專案管理人員需求的增長速度已

經超過專業管理人員，專案管理專業人才正在成為各類產業的另一熱

門專業需求。而系統工程則是專案管理人員面對解決複雜系統問題所

必須具備的能力。 
系統工程(system engineering)乃為人造系統之有秩序的演進，此演進

過程包括： 
(A) 將實際操作之需求轉變成為系統的行為參數以及一較好的系統

配置。這轉換過程中重複的使用功能分析､合成､最佳化､定

義､設計､實驗及測試以瞭解何種系統配置較佳。 
(B) 在此過程中應加入相關的技術參數，並保証各種介面的相互吻

合，以使系統的定義及設計予以最佳化，而以上所指的介面包

括實體、功能及計畫等不同的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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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最後將性能、可製造性、可靠度、維修性、人因工程、補給及其

他相關之專業加以整合成為整體性工程作品。 
系統工程是以系統方法(system approach)為基礎的一門綜合學科，係

運用系統思考與定量和定性相結合的系統方法處理大型複雜系統的

問題，無論是系統的設計、產品的開發、或組織的建立，還是系統的

經營管理，都可以看成是一類工程的具體實踐，統稱為「系統工程」。

而未來的專案管理將是一門以系統工程為基礎、以電腦網路和資訊技

術為管理手段，涵蓋工程學、經濟學、管理學等多門學科的新興學科。

現在，許多面臨激烈競爭的企業意識到，應該更有效地建置一個高度

專業化的專案組織，以有效規劃與控管系統工程專案，並意識到透過

專案管理可以有效地在高階管理層和專案利害關係人之間共用專案

資訊，提升決策品質，實現系統工程專案的目標。當企業認知到建立

全面專案管理與系統工程環境在競爭環境中的必要性時，專案管理學

即成為一門重要的管理學科。因此，系統工程和專案管理之整合應

用，幾乎在所有產業及工程領域上均可找到應用實例。例如資訊、機

械、電機、電子、航空、土木、化工、海洋、造船、鐵路、製造等諸

多行業皆可找到其之應用實例。 
從學術的發展來看，由於系統觀念與系統思考的提出，使系統方法理

論漸趨成熟，且預先因應時代的潮流、環境的變遷、社會的需要、以

及新產品(系統)的研發製造時程壓力，使以『系統科學』為基礎的「系

統方法」成為一個完整的「系統工程與管理理論」。此一理論已漸趨

穩定成熟，而其應用的範疇亦日益廣泛，特別是應用在系統分析、系

統決策、系統管理、專案管理及系統工程等領域。 
現代化的專案經驗必須具備企業管理、專業技術和專案管理能力，系

統工程正提供了整合這三種能力的載台。運用系統工程的方法，為企

業的經營管理安排專案計劃(programs/projects)，選擇出最適當的備選

方案(alternatives)，再應用專案管理的知識有效執行專案計劃的工作

程序和方法，就是系統工程專業技術、專案管理及企業管理的整合理

念。 
本質上，系統工程是屬於專案管理的一部份。系統工程著重於系統架

構的設計、工程技術的整合及系統的整合，而專案管理則著重於專案

規劃、資源配置及財務與合約管理，兩者都必須做工作任務的定義、

風險管理、品質管理及顧客管理，最後才能滿足顧客需求。 
從系統思考解決問題的角度來看，系統工程提供一個系統方法來獲得

解決問題的方案之邏輯能力，而專案管理則是提供知識、工具和方法

來實現問題解決方案的執行力，兩者相輔相成才能真正解決系統問

題。另一方面，從流程或過程管理而言，實施專案管理流程可以確保

系統工程流程的有效運作。 
目前在臺灣的高等學校的工程管理相關教學中，討論系統(產品或服

務)開發的具體方法、技術、工具比較多，而從實施和管理的角度研

究及教學得還不夠，無法符合產業對系統整合的管理人力需求。這就

造成一些系統開發過程中夭折了，一些系統雖然建設/建置起來，卻

沒有獲得應有的效益，甚至僅僅是個擺設。目前少有學校以系統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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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教學主軸，即使有一些相關課程及教材，但大多數還是停留在對

產品開發方法的教學研究。 
 

(4). 課程架構規劃 
A. 本所課程規劃 

開南大學「專案管理研究所」旨在培養具備策略系統思考、系統工程

知識及專案管理執行力的國際專案管理人才，使成為熟悉國際專案運

作規則，對不同規模的專案能夠進行專案生命期內全過程有效管理的

專案管理專家，以滿足新興服務產業高科技產業以及企業轉型專案管

理組織對專案管理人員的需求。 
遵循本校發展目標，基於上述本所設立宗旨，本所教育目標如下： 

(A) 培養具備系統工程知識與應用能力之專案管理師。 
(B) 培養具備專案管理理論知識與實務應用能力之專案管理師。 
(C) 培養具備專案管理倫理道德與持續學習能力之專案管理師。 

 
本所教學目標及課程規劃的對照表如下表 5-46 所示。 

 
表 5-46 專案管理研究所課程設計、教育目標與學習活動相關聯性說明表 

院務發展 本系(所)教育目標 系所課程設計 教學與學習活動 

(1)培養具備系統工程知識與應

用能力 

系統工程(3)、研究方法

(3)、專案系統動力學

(3)、資訊系統工程(3)、

物流系統工程(3)、生產

系統工程(3)、管理系統

工程(3)… 

(2)培養具備專案管理理論知識

與實務應用能力 

 

專案管理學(3)、專案經濟學(3)、專案風險

管理(3)、專案時間管理(3)、專案成本管理

(3)、專案品質管理(3) 、科技專案管理(3)、

研發專案管理、供應鏈專案管理(3)… 

資訊學院的目標乃針對多

元社會及產業需求，以及

配合本校「以教學為重心

的國際化卓越大學」的理

想目標，培育滿足當前「國

際化」、「資訊化」、「全球

化」趨勢的高級專業資訊

科技人才為首要目標。 

(3)培養具備專案管理倫理道德

與持續學習能力 

國際專案管理證照(0)、專案領導與團隊建

設(3)、衝突解決與管理(3)… 

1. 教師依專長開設符合系(所)教育

目標之課程 

2. 實施教學評量 

3. 開設專案管理專題實作課程 

4. 開設多元學分學程 

5. 舉辦及參加學術研討會活動 

6. 舉辦校外參訪活動 

 
本所課程規劃，除依循本校「提升校譽」、「掌握脈動」、「接軌全球」

等三大教育願景之規劃設計原則外，並參酌國內外相關系所課程設計

及其最新發展趨勢，以因應國家經貿政策建設發展需求，俾建立本所

秉持以「理論結合實務、證照支持就業」塑造具備企業家精神之專案

管理專業教學特色。本所課程規劃，係參照以下原則： 
(A) 結合策略規劃與專案管理的理論與實務； 
(B) 傳授專案管理領域相關知識與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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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強調研究方法學習及分析工具應用； 
(D) 精進整合與銜接連貫跨領域相關學程； 
(E) 共享軟硬體教學資源； 
(F) 配合國家經貿發展政策； 
(G) 因應國際化專案管理人才需求趨勢； 
(H) 加強專案管理專題研究探討課程； 
(I) 養成專案管理倫理與社會責任； 
(J) 注重國際語文及溝通表達能力。 

本所之課程設計特色在於： 
(A) 基礎專業多元彈性課程設計； 
(B) 質量兼顧交替互補課程規劃； 
(C) 引導教學互動學習專題實作； 
(D) 資源共享科際整合靈活運用； 
(E) 啟發前瞻宏觀創新思維潛力； 
(F) 落實知能並進學用合一精神。 

B. 課程規劃方向 
本所之發展特色是為使研究生培育具有「專業理論、敬業精神、創業

理想」，且能為國內企業從事整體策略規劃設計及專案執行，即「策

略專案管理、專案資源整合、落實執行專案」之系統整合與專案管理

專業人才，課程內涵將涵蓋：(一)基礎研究、(二)專案管理專業相關

領域研究等二大方向；課程領域將概分為：(一)一般管理核心課程、

(二)專案管理專業課程等二大類。本所課程內涵為符合未來國際專案

管理趨勢，涵括以下研究方向： 
(A) 基礎研究方向包括： 

a. 專案管理實證研討或個案研究； 
b. 專案組織理論與團隊建立和管理； 
c. 專案管理技術系統與知識體系途徑； 
d. 系統理論整合與專案管理策略運用； 
e. 專案管理決策理論。 

(B) 專案管理專業相關領域之研究包括： 
a. 大型專案計畫實獲值管理(EVM)之研究； 
b. 專案管理能力成熟度(PMMM)之研究； 
c. 專案管理系統動力學之研究； 
d. 專案管理流程系統建模與模擬之研究； 
e. 專案管理績效評估系統之研究； 
f. 專案管理軟體效益之研究； 
g. 專案管理風險評析之研究； 
h. 專案管理人力資源職能之研究； 
i. 專案經理能力發展模式(PMCDF)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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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專案管理系統工程之研究； 
k. 專案管理限制理論之研究； 
l. 專案管理評估選擇之研究； 
m. 軟體專案管理之研究； 
n. 整合能力成熟度模式之研究(CMMI)； 
o. 國際標準組織專案管理標準建構之研究。 

由於本所招生來源，涵蓋理工及管理領域學生，屬多元廣泛，故本所

之課程規劃包括二類進階課程： 
(A) 一般管理核心課程(Core courses） 

a. 高等統計學(Advanced Statistics)； 
b. 系統工程學(System Engineering)； 
c. 專案績效評估(Measuring Project Performance)； 
d. 專案投資計畫評估(Measuring Project Proposal)； 
e. 科技管理(Technology  Management)； 
f. 決策支援系統(Decision Support System)； 
g. 作業研究(Operation Research)； 
h. 生產與作業管理(Production and Operation Management)； 
i. 流程再造與組織變革(Process Reengineering and Organizational 

Change)； 
j. 專案管理系統動力學(Project Management System Dynamics)。 

(B) 專案管理專業課程(Project Management) 
a. 專案管理學(Project Management)； 
b. 專案經濟學(Project Economics)； 
c. 專案風險管理(Project Risk Management)； 
d. 專案品質管理與 ISO10006(Project Quality Management)； 
e. 六標準差專案管理與統計方法(Six Sigama Project 

Management and Statistical Methodology)； 
f. 專案管理資訊系統(Project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g. 軟體工程專案管理(Software Engineering Project 

Management)； 
h. 研發專案管理(R&D Project Management)； 
i. 科技創新專案管理(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Project 

Management)； 
j. 策略性專案管理(Strategical Project Management)； 
k. 資訊運籌專案管理(Computer Add Logistics Support Project 

Management)； 
l. 專案知識工程與管理(Project Knowledge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m. 專案人力資源管理 (Project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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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限制理論專案管理(Project Management by Theory of 
Constraints)； 

o. 供應鍊專案管理(Supply Chain Project Management)； 
p. 全球運籌專案管理(Global Logistics Support Project 

Management)； 
q. 全面專案品質管理(Total Project Quality Management)； 
r. 高品質軟體專案管理(High Quality Software Project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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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47  專案管理研究所課程規劃表(96學年度入學新生) 
學年

別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學期

別 
研一上 研一下 研二上 研二下 

專案管理學 3 專案風險管理 3 
專案管理專題研討(一) 
3 

專案管理專題研討(二) 
3 

系統工程學 3 專案品質管理 3   

(

二
十
四
學

分) 

專
業
必
修
課 研究方法 3 專案經濟學 3   

高等統計學 3 高等決策理論 3 高等作業研究 3 專案績效評估 3 

決策計量分析與管理 3 軟體工程專案管理 3 專案知識工程與管理 3 專案投資計畫評估 3 

資訊科技與管理 3 生產與作業管理 3 專案人力資源管理 3 全球運籌專案管理 3 

系統工程與專案管理 3 科技創新專案管理 3 限制理論專案管理 3 全面專案品質管理 3 

六標準差專案管理與統

計方法 3 
策略性專案管理 3 高等決策支援系統 3 專案管理系統動力學 3

專案管理資訊系統 3 資訊運籌專案管理 3 供應鏈專案管理 3 高品質軟體專案管理 3

(

至
少
應
修
十
五
學
分) 

專
業
選
修
課
程 

研發專案管理 3  流程再造與組織變革 3  

備
註 

(1) 本所畢業學分共需 39 學分，其包括：本所「專業必修科目」24 學分，「專業選修」15 學分。

(2) 本所碩士生另需撰寫畢業論文並經考試通過後方完成修業規定，畢業論文不列入畢業學分數。

(3) 本所碩士生於畢業前應通過全民英檢中級檢定及格，或 TOEIC500 分、IELTS5.0、TOEFL173
分以上，始得畢業。 

(4) 本所碩士生畢業前至少投稿一篇專業論文於國內或國外學術會議或期刊，其發表作者順序不

拘，惟同篇文章以一人申請為限，如未能及時刊載，得由指導教授具名申請補繳。 
(5) 本所先修專業科目為統計學，分上、下學期各 3 學分合計 6 學分。 
(6) 選修外所課程至多承認 6 學分。 
(7) 選修科目不分學年(不受學年限制)。 
(8) 「學習護照」課程為必修零學分，合格後，始得畢業。(依開南大學「學習護照」課程施行辦

法)。 
(9) 本課程經 96.4.26 所課程委員會通過；96.4.27 院課程委員會通過；96.5.22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96.5.29 教務會議通過。 
      
 
 
 
 
 



 323

為確保教學研究品質，有效運作所務，本所設有所務會議、所課程委員會、所教評

委員會及國際專案管理中心，其職掌分別如下圖 5-72 說明所示。其中國際專案管理中

心在專管所籌備期間扮演的角色在專管所成立後成本所業務，所以已經校務會議通過廢

除。 
 

 

 

 
 

圖 5-72  專案管理研究所各項會議組織圖 
 

C. 專管所教學特色 
(A) 教學定位 

本所定位成為國內以「專案管理+系統工程」做為課程發展主軸

之教學研究，兼具「理論、證照、實務、就業」的教學目標，

並配合產業界需求規劃課程，培育台灣企業各界需求的專案管

理與系統整合人才。 
(B) 教學方向 

強調「格物致知、知能並進、學用合一」，注重整合教學內容與

互動教學法之設計，兼顧理論與實務課程規劃。 
a. 因應現代化專案管理趨勢，結合本土化與國際化專案管理理

念，編修相關課程及教學大綱，加強企業專案管理相關之資訊

所辦公室 

所務會議 

所課程委員會 所教評委員會 國際專案管理中心 

職掌如下： 

1. 負責研擬、規劃本所課程之必

修與選修科目。 
2. 協調各教學單位相互支援授

課事宜。 
3. 制定本所必修課程緩修原則。 
4. 審訂本所課程綱要。 
5. 制定其他與本所課程相關事

宜。

職掌如下： 

1. 本 所 專 兼 任 教 師 之 聘

任、聘期、續聘、改聘、

升等、休假、解聘、停聘、

不續聘、資遣等之審議。

2. 本所專任教師赴國內外

學術機構講學、進修及研

究申請案件之審議。 
3. 本所專任教師申請延長

服務之審議。 
4. 本所專任教師年功加俸

及重大獎懲之審議。 
5. 其他依法令應由本會審

議之事項。

職掌如下： 

1. 探討國際專案管理提升企業策略競爭優

勢之研究，進而研究專案管理成熟度 與專案

品質管理系統相關議題之發展。 
2. 接受各機關團體委任執行導入企業專案

管理機制相關議題之企業教育訓練、產學合

作、專案管理系統架構、專案品質管理系統建

置等研究。 
3. 促進國際專案管理學術計畫人員以及產

業實務界人士之交流。 
4. 舉辦國際專案管理相關議題之學術研究

與實務應用研討會。 
5. 出版國際專案管理技術、工具與方法論等

相關學術與實務刊物。 
6. 其他與國際專案管理研究議題相關業務

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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領域知識與執行能力； 
b. 敦聘各專業領域且具豐富專案管理實務經驗之師資，以強化

師資陣容； 
c. 配合全校電腦多媒體教學系統，並舉辦教學觀摩及研討會，

以交換專案管理學術研究心得，促進互動。 
(C) 產學合作方向 

配合桃園及台灣北部地區之產業特性，研擬產業領域專案管理

課程，舉辦推廣教育學分班，提供終身學習管道暨在職進修環

境，以提昇專案管理人才素質，開拓企業專案管理人力市場。 
興辦各類專案管理講座與活動，結合社區發展，充分掌握經濟

社會變遷脈動，呈現活潑、多元及綜合之特質，俾宣導企業專

案管理理念，以繁榮地方，回饋社會；依循本校地緣優勢，加

強與北部工商企業界簽署建教合作計畫，輔導企業導入專案管

理機制，增進本所研究生參與實證或個案研究的專案管理實務

能力，以提昇研究水準。 
 

(5). 系所未來發展之具體建議 
A. 增聘副教授以上師資，擴大延聘講座教授、客座教授，確保本所水準。 
B. 爭取成立台灣第一所「專案管理碩士在職專班」，建立專案管理特色。 
C. 落實國際專案管理研究中心之功能，建立與企業的長期合作關係 
D. 提倡網路教學，共享教育資源。 

 
(6). 未來三年之中長程規劃 

本所為了能吸引更多有志加入專案管理行列人士，本所規劃「學位學程」

與「學分學程」並進的策略，與資管系共同提出「開南大學『專案管理

碩士學分學程』規劃書暨修業辦法」(請參閱第錯誤! 尚未定義書籤。頁

錯誤! 找不到參照來源。)，期待透過學分學程的進行，提供給對專案管

理知識與證照有興趣之學生，學習專案管理理論及實用知識課程之管

道，並結合本校原有各系所的專業知識與課程，使獲得此碩士學程證明

者，除能快速取得國際專案管理證照外，亦能成為符合各專業領域中所

需求的專案管理人才。 
茲將其發展重點方向說明如下： 
A. 組織發展方向 

(A) 爭取增加研究生名額，大量培育產業需求專案管理師。 
(B) 爭取設立「專案管理碩士在職專班」，培育中、高階專案管管理

師，以滿足產業的需求。 
B. 特色定位方向 

(A) 本專案管理研究所定位成為國內「專案管理與系統工程」之研

究教學重鎮。 
(B) 以「專案管理+系統工程」做為課程發展主軸，兼具「理論、證

照、實務、就業」的教學目標，並配合產業界需求規劃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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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台灣企業各界需求的專案管理與系統整合人才。 
(C) 推動專案管理碩士程為繼 MBA 之後最重要的專業學位。 

C. 教學研究方向 
(A) 強調「格物致知、知能並進、學用合一、證照實務」，注重整合

教學內容與互動教學法之設計，兼顧理論與實務課程規劃。 
(B) 因應現代化專案管理趨勢，結合本土化與國際化專案管理理

念，編修相關課程及教學大綱，加強企業專案管理相關之資訊

領域知識與執行能力。 
(C) 敦聘國內外各專業領域且具豐富專案管理實務經驗之一流師

資，以強化師資陣容，提高教學品質。 
(D) 配合全校電腦多媒體教學系統，並舉辦教學觀摩及研討會，以

交換專案管理學術研究心得，促進互動。 
(E) 利用本校遠距教學平台，鼓勵老師製作教材，開設專案管理相

關遠距教學課程，提供學生多元學習機會，爭取持續成人教育

市場。 
D. 產學合作方向 

(A) 配合桃園及台灣北部地區之產業特性，研擬產業領域專案管理

課程，舉辦推廣教育學分班，提供終身學習管道暨在職進修環

境，以提昇專案管理人才素質，開拓企業專案管理人力市場。 
(B) 興辦各類專案管理講座與活動，結合社區發展，充分掌握經濟

社會變遷脈動，呈現活潑、多元及綜合之特質，俾宣導企業專

案管理理念，以繁榮地方，回饋社會。 
(C) 依循本校地緣優勢，加強與北部工商企業界簽署建教合作計

畫，輔導企業導入專案管理機制，增進本所研究生參與實證或

個案研究的專案管理實務能力，以提昇研究水準。 
E. 學術交流研究方向 

(A) 爭取經費資源，持續出版「專案管理與系統工程學報」，積極提

高學報的投葛稿量及品質，成為國內知名專業期刊。 
(B) 定期舉辦學術座談與企業專案管理專題研討會，並邀訪國內外

學者專家；持續與資管系舉辦已經三屆的「資訊管理理論與專

案管理實務研討會」。 
(C) 積極爭取與政府機關暨各部會，如教育部、經濟部、國科會、

青輔會等、以及其他大學校院或管理學會等單位之研究合作計

畫，促進學術交流，俾提昇本所之專案管理學術地位與研究風

氣。 
(D) 獎助師生透過產學合作，從事研究，參與相關公民營機構之大

型整合專案計畫，提供新專案管理技術研究成果，以提昇產業

競爭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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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本校設立教師進修獎補助辦法，鼓勵教師持續充實專業領域知

識，致力提昇素質，並積極發表研究成果，精進學術研究水準

與提倡研究風氣。 
F. 國家經濟建設方向 

(A) 配合政府政策，推動產業專案管理人才計畫，成立相關專案管

理與決策實驗室，強化「專案總監與專案經理」教育，俾提昇

教學品質與學習成效。  
(B) 為滿足國家產業需求，培養高科技專案管理人才，從事科際整

合，即是科技創新的根源。故本所將以最新專案管理趨勢即「科

技專案管理」、「研發專案管理」、「變革專案管理」及「系統工

程」等為發展重點之一。 
(7). 預期績效 

A. 學生養成教育績效 
(A) 具備分析與了解專案管理對組織及產業的影響之能力 
(B) 具備了解並運用專案管理的能力 
(C) 具備產業需求的基本領域知識(Domain Knowledge) 
(D) 具備自我學習的能力 
(E) 具備產業需求就業能力 

B. 教師教學研究績效 
(A) 研究成果 
(B) 教學成效 

(8). 績效評量方法 
 
表 5-48 學生養成教育績效評量表 

預期績效 評量方式 
具備分析與了解專案管理對組織及

產業的影響之能力 
相關課程期末報告 

具備了解並運用專案管理的能力 畢業專題報告 
具備產業需求的基本領域知識

(Domain Knowledge) 
相關課程成績評量 

具備自我學習的能力 教導學生學習新知 
具備產業需求就業能力 學生畢業考證數 

 
表 5-49  教師教學研究績效評量表 

預期績效 評量方式 
研究成果 1.學術論文發表術 

2.專書發表數 
教學成效 1.學生教學評量 

2.開設推廣教育課程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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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2000 物流系物流系 觀光系觀光系

20022002 空運系空運系

20032003 物流所

20042004 空運所空運所

20062006 觀光所觀光所

20072007 運輸科技系運輸科技系

休閒管理系休閒管理系

開
南
大
學

開
南
管
理
學
院

陳桓敦院長

黃宗煌院長高安邦校長

運輸觀光學院運輸觀光學院

院務會議院務會議

院長院長

11..1.1.本院專兼任教師聘任、續聘、本院專兼任教師聘任、續聘、升升

等、解聘、停聘、不續聘及資遣原等、解聘、停聘、不續聘及資遣原
因認定等之審議事項。因認定等之審議事項。

2.2. 本院教學優良教師推薦審查事項。本院教學優良教師推薦審查事項。

3.3. 其他依法令應經本會審議之事項。其他依法令應經本會審議之事項。

院教師評審委員會

1.1. 規劃學院各學系所之專業必修科目、規劃學院各學系所之專業必修科目、

專業選修科目學分及其課程內容之研專業選修科目學分及其課程內容之研
議與審定。議與審定。

2.2. 學院各系所課程及學程配當之審訂。學院各系所課程及學程配當之審訂。

3.3. 協調及整合學院開課師資及資源。協調及整合學院開課師資及資源。

院課程委員會院課程委員會 院教師評審委員會院教師評審委員會

院發展諮詢委員會院發展諮詢委員會

(四)運輸觀光學院 
 
本校於 2006 年 8 月 1 日由「開南管理學院」改制為「開南大學」，在此之前即設有

航運與物流管理、空運管理、觀光與餐飲旅館等三系。2007 年 8 月 1 日起奉准增設運輸

科技與運籌學系及休閒事業管理學系。目前共設有物流與航運管理學系(含進修學士

班、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空運管理學系(含進修學士班、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及觀光與餐飲旅館學系(含進修學士班、碩士班)、休閒事業管理學系、運輸科技與運籌

學系等五系。 
本校毗鄰桃園國際機場，因地理位置之利，自 2005 年 8 月 1 日即著手規劃運輸觀

光學群，本校改制後始正式成立運輸觀光學院，現任校長高安邦於 2007 年 6 月接掌開

南大學，敦聘黃宗煌教授於同年 8 月 1 日起繼陳桓敦教授接任院長。本院成立期程如圖

5-73 所示，現行組織架構如圖 5-74 所示。 
 
 
 
 
 
 
 
 
 
 
 
 
 
 

 
圖 5-73  運輸觀光學院成立期程圖 

 
 
 
 
 
 
 
 
 
 
 
 
 
 

圖 5-74  運輸觀光學院行政組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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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學生人數與報到率 
本院目前共有大學部 1,587 人，碩士生 172 人（包括一般碩士生 89 人，碩專

班研究生 83 人），進修部共有學士班 519 人。各系報到率均在 80％以上，碩

士班報到率則達百分百（見圖 5-75）。 
 
 
 
 
 
 
 
 
 
 
 
 
 
 
 

圖 5-75 運輸觀光學院各系學生人數與報到率示意圖 
 
 
 

2. 教師人數與生師比 
本院目前共有專任教師 65 人，幾乎全部具有博士學位，生師比大致合理（見

表 5-50）。 
 

表 5-50 運輸觀光學院教師人數與結構說明表 
教師人數 

系所 
教授 副教授 助理教授 講師 

合計 生師比 

物流與航運 2 3 10 0 15 29.27 
空運管理學系 0 7 9 1 17 23.04 
觀光與餐旅 1 9 12 1 23 28.75 
休閒事業管理 2 1 2 0 5 10 
運輸科技與運籌 0 0 5 0 5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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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學術績效 
本校為提昇教學與研究品質，訂有多項獎勵措施，本院成立後，各系教師推

動之研究計畫件數、發表之論文。篇數、以及舉辦之學術會議與演講場次，

均有明顯增加（詳見圖 5-76-圖 5-77）。 

 
圖 5-76 運輸觀光學院教師主持之研究計畫件數圖    圖 5-77 運輸觀光學院教師發表之論文篇數圖 

 
 

(1). SWOT 分析或多準則評估分析 
 

Strengths: 
潛在內部優勢 

Weaknesses： 
潛在內部弱勢 

1. 地理區位得天獨厚 
(1) 本校毗鄰近桃園航空城，結合空運與自由

貿易港於一處，除倉儲運輸，並整合工業

生產、金融加值、研發、觀光育樂。 
(2) 所有航空運輸業、航空貨運站經營業及

89%的航空貨運承攬業均在台北、桃園縣

市。 
(3) 具有特色之地方產業極為多元，觀光遊憩

資豐富，為本院的教學與研究、以及產學

策略聯盟提供絕佳環境。 
(4) 本院為桃園地區兼具空運與運輸科技、物

流與航運、及觀光的唯一學府。 
2. 本院系所符合國家永續發展的需求 

(1) 面對全球變遷問題，自然資源（包括能

源、水資源等）的有效利用及生態資源的

保育蔚為國家永續發展的重要課題。本院

各系所與此密切相關，符合國家永續發展

的需求。 
(2) 在全球化及貿易自由化的趨勢下，服務業

將持續成長，並成為產業結構中的最大

宗。本院各系也符合此一產業結構調整的

趨勢，孕育的人力資源勢為日後市場所

1. 本校招收的學生大多屬於末段

班，其智能及自發能力難與其他國

立大學相提並論。 
2. 本校為私立大學，轉型時間尚短，

知名度猶有不足，面臨的競爭壓力

委實不小。 
3. 本校定位於卓越教學型大學，著重

於學生業界經驗與工作倫理養

成，教師研究時間與績效確有改善

空間。 
4. 本院資本門經費雖可獲得校方大

力支持而有明顯的實質改善，惟可

支配之經常門經費則相對稀缺。 
5. 國內相關產業規模較小，國際競爭

力屈居劣勢，間接影響學生發揮潛

能的機會。 
 



 330

需。 
3. 新領導大格局 

(1) 本校改制後，禮聘政大前社科院院長高安

邦接掌，隨即在 96 學年度從台大、政大、

及清大等校聘任院長共四人，對於學院發

展計畫運籌帷幄，高瞻遠矚，為實踐本校

教育目標建立有利基礎。 
(2) 本校董事會各董事所經營的事業與本院

各系專業關係密切，為本院長期發展計畫

及產學策略聯盟提供堅強後盾。 
(3) 本校校長獲得董事會高度信任與充分授

權，全力推動本校的長期發展計畫與校

務，本院也獲得校長全力支持，得以順利

展開院發展計畫。在 96 學年度即已取得

多項具體績效。 
4. 國際化成果豐碩 

(1) 本校與 MIT 簽訂交換學生及建教合作協

定，每年選送績優學生 4 名赴 MIT 就讀，

定期舉辦雙邊學術活動，選派本校教師赴

MIT 進行研究。本院已有多名在校學生

赴國外名校就讀中。 
(2) 與國外多所著名院校（包括日本早稻田大

學）簽訂雙聯學制協定，本院已有數名學

生獲頒雙邊碩士學位。 
(3) 本校與多所國際知名學府簽訂交換學生

及建教合作（包括香港理工大學（每年 2
名）、韓國仁荷大學（Inha University，每

年 3 名）、以及日本園田女子大學、星城

大學等），每年選送國際交換學生多名。

本院已有多名在校學生赴國外名校就讀

中。 
(4) 各系為提升學生外語能力，除在大一必修

英文外，大二至大四均開設必選之應用專

業外語（以英、日語為主）。 
(5) 本校設有「國際榮譽學程」（IHP），每年

招收國外學生 40 餘人，本院教師協助開

授專業課程，並以外語授課。 
(6) 本院倡設「亞洲物流圓桌論壇」，簽署會

員由 2007 年的 6 個增為 2008 年的 11 個，

成員包括美、加、日、韓、香港、泰國、

英國、比利時、澳大利亞等多個國家的科

研單位，並於 2008 年 3 月共同簽署「開

南宣言」，為當前國際物流學術交流與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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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研究最成功且最有績效的典範。推動國

際多邊研究計畫，具體績效如下： 
A. 本院觀光系張康聰教授與德國、荷蘭、

義大利等國推動雙邊研究合作計畫達

三件。（國科會補助） 
B. 本院休閒事業管理系黃宗煌教授與德

國合作推動雙邊研究計畫一件。（農委

會補助） 
C. 本院物流與航運系教授陳韜及 Paul Lee

（本校航運與物流研究中心主任）與

ALRT 會員合作競標南非政府的國際研

究計畫，並在眾多競爭者中勝出，獲得

60 萬美元計畫一件。（南非政府委託）

5. 結合理論與實務，業界實習及國外考察成果

卓著 
(7) 為增強學生的實務經驗，本院各系均積極

推動業界實習，其中觀光系要求在校學生

全學期參與實習尤具特色。 
(8) 為增廣學生見識，各系除安排產官學界專

家到校演講之外，亦積極安排校外交流，

其中到業界及鄰近國家的參訪活動尤具

成效。 
(9) 為增進學生就業競爭力，本院訂有獎學金

實施要點，以鼓勵學生參加各種專業證照

的考試。 
6. 研究及教學的獎勵機制至為完善 

(1) 本校對於提升教學品質訂定諸多績效評

量與獎勵措施（例如教師教學與服務成績

考核辦法）。 
(2) 本校對於提升教師的學術研究水準，也訂

有多項評鑑與獎勵措施。例如： 
A. 本校訂有「專任教師及研究人員研究獎

勵辦法」，獎勵專任教師在國內外學術

期刊發表研究成果（SSCI 每篇 12 萬

元：TSSCI 每篇 4 萬元） 
B. 本校訂有「一般教師傑出研究獎勵補助

辦法」，補助傑出教師之研究設備及其

他費用（以 30 萬元為上限）。 
C. 本校訂有「校內專題研究計畫補助辦

法」，鼓勵專任教師積極進行研究（以

10 萬元為上限）。 
D. 本校訂有「專任教師參加國際性學術會

議補助辦法」，補助教師參與國際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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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發表論文。 
E. 本校教師得以帶職帶薪方式，到與本校

簽訂學術交流協定的國外科研單位進

行研究，為教師進修機會建立第三管

道。 
F. 在校方支持下，本院也經由多種獎勵機

制延攬產官學界之傑出專家來校任

教，例如觀光系講座教授張康聰、物流

系客座教授 Paul Lee 等人。 
Opportunities: 
潛在外部機會 

Threats: 
潛在外部威脅 

1. 本院在許多攸關教學與研究層面的發展計

畫，均得到校方的授權與支持，長此以往，

可望如期落實本院中長程發展計畫，並徹底

改造本院體質，發展特色，預期績效指日可

待。 
2. 本院科系的教育目標符合當前產業發展與全

球變遷的趨勢，復有地利之便，院務的永續

發展大有可為。 
3. 本院配合校方推動國際化的作為與成果至為

優異，未來當可全面提升國內外知名度，並

創造本院學生到國外研習的更多機會。 
4. 本院秉持發展地方特色，深耕地方關係的原

則，與鄰近產業建立深厚的產學合作及策略

聯盟，創立獨具特色的「智庫」角色，奠定

日後發展的基礎。 

1.少子化趨勢影響未來學生來源與人

數。 
2.中國及鄰近國家教學及科研素質日

益提升，挹注資源相對豐富，衍生

之競爭壓力不容忽視。 
3.國內相關系所逐漸增多（如觀光、

休閒等系），競爭日殷，未來人力資

源或有供過於求之虞。 

圖 5-78  運輸觀光學院之 SWOT 分析圖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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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1961 制度革新制度革新

962962
設施重置設施重置

971971

972972

981981

982982

協助各系執行系所評鑑工作
建置教學專業實驗室，更新餐飲旅館

實習設備，擴增研究計畫資源設施
建置教師績效評量辦法、獎學金要點
規劃學分學程：GIS應用
主辦大型國際會議，擴大「亞洲物流

圓桌論壇」（ALRT）規模與合作效益
爭取國際多邊合作研究計畫5件
持續推動MIT、早稻田、Inha

University（韓國）、 N apier  Unive rsity
（英國）、香港科技大學等校合作協議
開拓教師帶職帶薪進修第三管道
與國內多家產業簽訂產學合作協議
辦理兩岸學術研討會（武漢，

2008.5.4-8。由本院組團，校內外教授
及研究生共50人參加）

教學卓越教學卓越

整合研究整合研究

能力建置能力建置

學程創新學程創新

師資延攬師資延攬

整合開課整合開課

產學聯盟產學聯盟

國際合作國際合作

991991

992992

學期962的績效 961961 制度革新制度革新

962962 設施重置設施重置

971971

972972

981981

982982

教學卓越教學卓越

整合研究整合研究

能力建置能力建置

學程創新學程創新

師資延攬師資延攬

整合開課整合開課

產學聯盟產學聯盟

國際合作國際合作

調和各系課程，避免重複開課
落實教師專長與授課相符
擴增大規模系所行政人力資源
推動師資相互支援，資源共享
建置教師升等法規，行政機制制

度化
推動跨院校整合型研究計畫
延攬傑出師資（講座教授1人）
與校外機關合辦大型研討會（2場

次）
舉辦國內外名人演講系列與工作

坊
推動國際與兩岸學術合作
籌辦校級研究中心（2個）

991991

992992

學期961的績效

5-79 開南大學鄰近桃園航空城示意圖 
 

 
圖 5-80 運輸關光學院 96 學年度具體績效說明圖 

 
 

(2). 目標與特色 
A. 教育目標 

運輸觀光學院之成立，旨在因應全球變遷（如全球化、氣候變遷等），

迎合國際發展潮流與國內產業發展方向，設置未來亟需的專業領域，

設計務實的教學內容，提升專業的研究水準及其成果之推廣應用，擴

展產學夥伴關係，加速國際化，並積極推動前瞻性與創新性之管理策

略、以及提升服務品質的相關研究，落實理論與實務的結合，並經由

實習、觀摩、戶外教學、產學合作、語言培訓、證照取得等方式，孕

育社會建設與市場所需的專業管理人才。 
B. 本院特色 

本院成立以來，篳路藍縷、兢兢業業地經營治理，目前已成為本校極

具特色與發展潛力的學院，推動國際化的績效更顯卓著，在物流、運

輸與觀光應用人才需求強烈下，學生入學報到率極高。盱衡本院歷往

辦學績效，並展望未來發展藍圖，本院確具以下特色： 
(A) 系所專業具有前瞻性、創新性與整合性，與其他系所的夥伴關

係良好，提供學子更多主修與選修的機會。 
(B) 師資素質水平甚高，授課時數低，學術與實務經驗俱佳。 
(C) 推動國際雙邊與多邊學術合作之成效卓著。 
(D) 推動推動兩岸學術交流（含博士生指導、易地研究、研討會、

參訪、講學等），並合作出版專書。 
(E) 充分利用地理優勢與地方產業特性，推動產學聯盟，提供學生

實習與就業。 
(F) 重視職場之工作倫理與經驗的養成。 
(G) 各系普受學子青睞，學生入學報到率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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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畢業生的就業與專業契合度高，頗能學以致用。 
 

(3). 策略與做法 
本院秉承本校教育目標，致力於實踐「發展國際化」、「校園人性化」、「教

學卓越化」，積極採行實踐策略如下： 
A. 發展國際化 

(A) 加強國際學術研究合作，提升研究水準 
(B) 提升外語能力，獎勵英文教學 
(C) 鼓勵師生參與國際學術與交流參訪活動，擴展國際視野 

B. 校園人性化 
(A) 營造衛生、安全且舒適的生活基礎設施 
(B) 營造接受新知的環境，掌握職場情勢 
(C) 普及愛的關懷，提供及時有效的輔導 

C. 教學卓越化 
(A) 掌握全球化與國際情勢，創新科研領域與教學議題 
(B) 融合研究成果與教學，結合理論與實務 
(C) 配合 e 化趨勢，提升教學軟硬體的量質 
(D) 創造實習機會，培養工作倫理與企業家精神 

具體而言，本院擬採行之做法可歸納如下： 
A. 系統性規劃各科系之學科領域，發展合乎時代潮流的特色課程和學

程，內與國內產業發展匹配，外與國際形勢接軌。 
B. 增進系際及院際之間的跨學科整合研究，全面提升教師研究的能力建

置和合作，構建創新性與具特色的研究中心。 
C. 逐年延聘具有博士學位之學術菁英來校任教，落實適才適所、產學合

作、師生比合理化、卓越教學與研究等目標。 
D. 強化各系所及院部的學術活動，擴展師生視野與見聞，並建立產官學

研的夥伴網絡。 
E. 與產業界建立制度化的建教合作，並與國外相關學院系所進行策略聯

盟，提升院譽與競爭力。 
F. 強化師生之間的夥伴關係，培養榮辱與共的學院感情，攜手建構輔

導、就業、創業、回饋的生活共同體。 
G. 全面提升學生外語能力及資訊技能，並加強其於專業學科的應用實務

經驗，提早熟悉職場環境，厚植競爭優勢。 
H. 繼續開拓校外教學觀摩與業界實習的機會，鼓勵學生報考各種證照，

達成就業機會與管道的多元化。 
I. 增購教學與研究相關之設備器材及圖書等，申設研究所碩士班及博士

班，提供學生升學管道，並使院系更具競爭力。 
 

(4). 課程架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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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方面
–實施教學評鑑
–獎勵提升專業能力

‧學習方面
–實施課堂點名、扣考制度、

退學機制

教學品質
提升

教學品質
提升

系統面 組織面

制
度
面

‧教學品質管理系統
–教學品質政策
–教學品質流程
–教學品質紀錄

‧教學資源
–教學發展中心
–教學資源中心

‧升學就業輔導
‧教學輔助措施

自 96 年度起，本院對提昇院內教學內容及教學品質之角色與機制完全改

觀，新任校長高安邦一改過去「院虛級化」的痼疾，大大強化了院的功

能，尤其是在提昇院內教學內容及教學品質之角色與機制方面。茲說明

如下： 
A. 健全院的組織與行政規章，以利推動教學內容及教學品質的改革。 

舉凡院務會議設置辦法、院教評會設置辦法、院教師等等審查辦法、

院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等，都為院的角色立下基礎。本院設置院課程

委員會，因應運輸物流與觀光休閒產業的發展需求，充分掌握各系學

生就業所需之專業知識和技能，審議各系規劃設計的教學科目與專業

學程，俾使學生在校所學更符合職場的需求。 
B. 延聘學經歷俱優之師資，改善教師專業與教授科目有顯著不符的現

象。 
為符合學院發展及進一步降低本院各系師生比，本院各系將持續延攬

優秀人才到校任教。 
C. 推動教學改進措施： 

本院為提升教學品質，素即積極採行有系統的改進措施（見圖 5-81）。
主要內容如下： 

(A) 健全院課程規劃機制：為提供學生更完善之服務，並充分掌握

學生課程之需求，本院設置課程委員會，針對院共同課程設計

和規劃，主要成員有院課程委員會召集人和相關老師，所規劃

的課程通過院課程會議審議後，依本校規定程序完成後實施。 
(B) 每學期實施教學反應調查 
(C) 逐年增購教學軟硬體設備 
(D) 建立課程大綱及分組流程圖 
(E) 學生組成讀書會，提升讀書風氣 

 
 

 
圖 5-81 運輸觀光學院提升教學品質的策略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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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評鑑小組校評鑑小組

院評鑑小組院評鑑小組

系所評鑑小組系所評鑑小組

校長（兼召集人）、教務長、學務

長、總務長、研發長、主任秘書、
圖書館館長、會計主任、人事室主
任、資訊科技中心主任、推廣及進

修部主任、各院院長。

院評鑑小組，由本院院長（兼召集
人）為當然成員，其評鑑小組組成

暨實行辦法由各單位另定之。

系評鑑小組，由系（所）主任（兼

召集人）為當然成員，其評鑑小組

組成暨實行辦法由各系所另定之。

 

 
圖 5-82 運輸觀光學院各系評鑑小組成員圖 

 
 

D. 擬定並執行教學評鑑流程及相關措施 
本校因應系所評鑑，特別組織三級評鑑小組（見圖 5-82），並強力執

行各相關評鑑項目。 
為瞭解學生對教師授課之反應，用以協助教師改進教學內容並提昇教

學品質，同時提供學生瞭解教師教學狀況，由學校教務處依課程做教

學意見調查表。除演講、研討等課程以外之所有課程均需接受教學意

見調查。期末每一課程皆經學生評鑑，評鑑結果，分別送各系及授課

教師參考。評鑑不良者兼任教師停聘；專任教師則安排輔導觀摩學習

優良教師之教學，如持續未改進，教學缺失情節重大者，提各級教評

會檢討處理措施。 
 

E. 推動輔導機制 
(A) 採班級導師制，除輔導學生課業學習外，亦推動考試及教學輔

導機制（見表 5-51），並注重生活輔導，責成學長姐學弟妹制。

每週皆於班會時間進行學業、生活及生涯規劃等多方面的指導

與宣導。 
(B) 本院設有學習反應機制以落實監督控制教學品質，維護學生受

教權利。 
(C) 教師編製授課計畫，包含授課大綱與授課內容、講義內容、教

學方式、學生成績評量方式等均上網供學生查詢。 
 
表 5-51 運輸觀光學院之教學和考試輔導機制表 

措施 時間 實施方式 

教學
落實點名和扣考

制度 
每堂課 上課點名，學生採固定座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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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0

6

10

14

25

31

20
24

0

5

10

15

20

25

30

35

94 95 96

通識 專業 合計

落實考試制度 每學期  課程大綱明訂評分標準，不定時小考

 每科目均至少一次期中考和一次期末

考 
落實最低當率 每學期 大一：15％，英文 20％；大二：10％；

大三：5％。 
研究生：10％。 

推動小老師制度 課餘時間  聘請績優同學擔任小老師。 
 請碩士生輔導大學生 

英、日語檢定 大一～大四

公家機關考試 大四 
考
試
輔
導 

研究所考試 大四 

 訂定各類考試及格獎學金辦法。 
 由本院聘請或由專業教師志願協助輔

導。 
 利用寒暑假期間加開應考加強班。 

 
F. 提升外語能力 

本院配合學校多元語言學習以及觀光對國際語言的需要，將英文與日

文兩項外國語文定為必修，並開設「英文報告寫作」，讓學生至少能

夠應用兩種外語進行書寫與溝通。必要之外語學分數穩定增加（見圖

5-83）。 
G. 完善學習獎勵制度 

為獎勵績優學生，鼓勵學生取得各類證照與專業從業人員資格，或協

助學生克服經濟問題，本校設有多種不同性質的獎學金，適用對象惠

及本校在學學生及畢業生，委由各院執行，為此，本院訂有獎學金實

施要點，每年嘉惠學生常達百人以上。 
 

圖 5-83 大學部外語課程的增加趨勢：以空運係為例示意圖 
 

H. 推動校外觀摩與實習 
校外實習是本院最具特色的課程活動之一，是學生培養專業與就業能

力的重要經驗。由於本校許多教師來自產、官、學界，行政經驗及產

業關係甚為良好，因此可以順利與業界建立起制度化的實習及夥伴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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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此外，系友會也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提供寶貴資源為本院學生

創造實習與就業機會。具體作法如下： 
(A) 強調理論與實務充分結合，特別規劃在學生全學期的業界實

習，實習至今成效良好，深獲業界充分肯定。 
(B) 實習期間由實習輔導教師代表與實習單位人員組成實習合作小

組，不定期召開協調會，負責督導學生實習與生活管理。 
 

(5). 行政支援 
A. 本校教師課堂人數若達 80 人以上，皆配有教學助理一名。 
B. 本院各系一致鼓勵碩士班研究生擔任課程教學輔導或協助系務，其工

作內容以系上教學、行政、研究為原則。 
C. 為鼓勵研究生從事研究、教學或行政等工作，特訂定「研究生申請獎

助金施行細則」。 
D. 本系目前有 90%的研究生已積極投入相關工作。 

 
(6). 學院未來發展之具體建議 

關於未來發展之具體建議如下： 
A. 掌握外在環境發展趨勢 

詳實掌握內、外部環境的變遷趨勢，並據以規劃可行的因應對策，是

確保本院的永續發展的重要策略。為此，本院在發展計畫中針對內、

外部環境的分析上，分別訂定評估項目（見圖 5-84），並根據結果作

為規劃院務發展的參考。茲說明如下： 

 
圖 5-84 運輸觀光學院內、外部環境的分析項目圖 

 
(A) 外部環境的分析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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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國際環境變遷：例如國際化、貿易自由化、氣候變遷、能源

危機等發展趨勢，都是當前國際社會極為關注的問題，新形式

的國際規範與對策應運而生，影響所至不僅及於國內總體經濟

與社會環境，亟需解決的新問題與亟待推動的整合型研究課

題，自也油然而生。因此，本學院考慮國際環境變遷的方向和

趨勢，架構研究發展計畫，並強化能力建置所需之人力與資源。 
b. 國家經建計畫：本院在系所和學科的規劃和擬定，也須考慮

國家重大經建計畫（例如「發展臺灣成為全球運籌中心」、「挑

戰 2008 國家發展重點計畫」、「新十大建設計畫」等）以及箇

中的建設發展計畫案，例如「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計畫」、「觀光

客倍增計畫」、「全島運輸骨幹整建計畫」、「水與綠建設計畫」，

均與本院的領域息息相關。 
c. 外需特性與競爭：對外貿易是台灣最重要的發展命脈，因此，

瞭解外需特性並掌握競爭態勢與比較利益的重要性，不言可

喻。以國內的觀光休閒及長住（long stay）產業而言，就面臨

東南亞國家、中國大陸、甚至南美洲多國的競爭。因此，本院

在設計各學科的長期發展計畫時，亦須考慮國外的需求特性及

外在的競爭環境，冀能抓準自我的利基，立足於永恆的舞台。 
d. 產業與社會結構變遷：服務業的快速發展，民眾對於戶外休

閒與健康的重視，以及老年化與少子化的人口變遷趨勢，在在

都與本學院現有部分系所的研究領域密切相關，本院為因應此

一發展局勢，在長期發展計畫中亦應加以考慮。 
e. 地方發展問題與特色：本校地理環境特殊，鄰近各種重要的

交通運輸設施，復與多種重要產業及工業園區鄰，其間的諸多

問題（包括交通、產業發展等）亦為本院長期所關注的重點領

域，本院多位教授的多項研究更以解決或改善這些地方問題為

目標，並做出具體的重要貢獻。因此，本院未來仍將秉此傳統，

加強與地方永續發展的結合。 
f. 人力資源供需結構：人力供需結構是否調和均衡，影響學子就

業機會，並與社會問題密不可分。本院在規劃發展計畫時，特

別注重國內人才供需的演變趨勢。以現有的觀光與餐飲旅館、

休閒事業管理、物流與航運、空運管理、及運輸科技等系所而

言，所培育的學生大都能符合當前人力的需求。 
g. 教育政策變革：本學院的發展規劃也與國家教育政策的變革

緊密聯結，尤其注重教育部推展之總量管制計畫、教學與研究

卓越計畫、人才培育計畫等，冀能充分發揮本校師生的利基與

優勢，在相關領域上追求突破和創新。 
h. 他校發展計畫：他校在相關領域發展的計畫及現有績效，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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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本院至為重視的項目。舉例而言，觀光與休閒的產業發展迅

速，導致國內許多公、私立大學競相設置，不僅對本院構成競

爭，更可能埋下人力過剩的隱憂。 
 

(B) 內部環境的分析項目 
就內部環境分析而言，本院兼顧教師與學生應具備的條件項

目，同時經由適當的策略建構，兼顧結合教師間、及教師與學

生間的夥伴關係。茲說明如下： 
a. 教師部分：除了傳統所重視的教學、研究、服務及輔導等項

目的績效考核之外，也針對近來評鑑的相關重點進行必要的制

度調整，包括：（1）協助落實校方關於兼課時數與報酬總額的

規定；（2）落實教師專業與授課科目相容的要求；（3）建立院

及系所之教師升等的審查制度。 
b. 學生部分：本院遵循校方的發展理念，強化學生在品德的養

成，重視學業的輔教及學生對本院的向心力，繼續加強制度化

的校外實習制度與參訪機會，全面提升外語能力，並鼓勵學生

參與各種競賽與攸關技能和就業的證照考試。以「向心力」為

例，評估指標包括了：各系所之聯招錄取分數、入學報到率、

入校後學生退、休學人數、到課率等。 
c. 夥伴關係的建構策略 
本院現有五系，可概分為「運輸物流」與「觀光休閒」兩大領

域，前者包括空運管理系、運輸科技與運籌系、物流與航運管

理系；後者則包括觀光與餐飲旅館系及休閒事業管理系。此二

領域在傳統上一向各自分立，教師間的交流合作亦甚為少有。

然而，展望新禧年世紀的種種變遷（例如新觀光產業快速發

展、全球化、及氣候變遷等）經成為此二領域所要共同面對的

問題，這也使得彼此間關係更行緊密；例如觀光休閒產業的發

展，需賴有效率的運輸和道路系統。有鑑於此，本院積極採用

多種策略（包括：推動跨領域研究整合、鼓勵學術議題及研究

方法的創新、促進研究成果的推廣和應用、加強與校內外相關

機關及科研單位的交流、推動名人大師演講系列等），藉以建

構本院同仁間、以及教師與學生間的夥伴關係（見圖 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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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85 運輸觀光學院發展學術夥伴關係思維示意圖 
 
 

 
圖 5-86  運輸觀光院發展計畫與各系發展目標之關聯圖 

 
 

B. 緊密結合院發展計畫與系所發展目標 
將本院設立目標轉化為可據以推動的發展計畫，是落實目標基本措

施。為制訂務實可行的院務發展計畫，除考慮校發展計畫的目標外，

亦將經由院發展諮詢委員會及院務會議，擬定具有前瞻性、務實性、

整合性、以及永續性的院務發展計畫，冀能取得校發展會議及校務會

議的支持。 
本院各系所秉承院務發展計畫，經由制度化的機制，各自訂定系所發

展目標。由於各系所性質與內外在環境不盡相同，故系所目標在細節

上或有差異，但整體而言，其與院發展計畫之關聯可以圖 5-86 表示

之。由此可知，系所目標有階段性，初級目標包括：提升系所競爭力

與知名度、規劃前瞻與務實之課程、提升師資陣容與能力建置、充實

院發展計畫

提升系所競爭力與知名度

規劃前瞻與務實之課程

提升師資陣容與能力建置

充實學習資源與生活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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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學術研究與技術
厚植產業發展人力資本
促進系友伙伴關係
普及系友社會責任
提高國際知名度

系所發展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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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資源與生活環境、強化實務與職場經驗、建立專業道德觀與企業

責任感。終極目標則在於：確保系所永續發展、創新學術研究與技術、

厚植產業發展人力資本、促進系友夥伴關係、普及系友社會責任、提

高國際知名度。 
C. 落實本院資源整合運用機制 

本院資源的配置以院務會議為主要機制，在共享、公平、及互補互惠

的原則下進行協調，同時兼顧各系資源需求的特殊性與急迫性而做必

要的調整（見圖 5-87）。 
 

圖 5-87  運輸觀光學院資源整合運用的機制圖 
 

(A) 名人大師講座：鑑於本校「關懷本土、立足台灣、放眼世界」

的雄心，並希望落實「發展國際化、校園人性化、教學卓越化」

的教育目標，特設置「大師名人講座」，邀請國內外知名的產官

學界名人大師蒞校對全校師生專題演講，冀能擴展師生視野與

見聞，並見習大師的成就經驗與專業風采。為此，本院也在校

方支持系提供充足的經費。 
(B) 圖書設備：本校圖書館極具規模且現代化，館藏雖然稍嫌不足，

但在校方自籌款及教育部的補助下，仍是逐年成長。電腦與視

聽設備則極具優勢，遍布校園各個角落，全天播送的節目（包

括 CNN）更為學生提供學習外語的優良環境。 
此外，本校也充分運用館際合作與校外合作的方式，擴大資源

共享的機會。例如本校參與館際合作組織（ILL），連接國際學

術網路(INTERNET)、教育部學術網路(TANET)、全球網際網路

(WWW)，共享圖書資訊；再者，本校所有之電腦皆有網路插座

上網，並連接全校之圖書、電子期刊等。凡此均有效地強化了

我院資源共享的機制。 

各系所需求
(設備、器材)

課程

各系所需求
(設備、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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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務會議
‧ 各系所教學設備
‧ 實習器材之完善
‧ 專業期刊之獲得
‧ 設備共用與分享
‧ 各系所三年中程

發展計畫之整合

師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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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繼續強化能力建置機制 
(A) 健全院規章制度，實踐教師升等六年條款及績效評鑑制度 
(B) 增進系際、院際、及校際之間的跨學科整合研究  
(C) 調整院系所，創造特色，提升各單位教學與研究績效 
(D) 增聘學有專精之優良教師，提升教學及研究水準 
(E) 繼續強化國際學術交流及產學合作，建立產官學研的夥伴網絡  
(F) 落實現有研究中心功能，並構建其他創新性與具特色的研究中

心  
(G) 增購專業實驗室教學相關軟硬體及充實圖書 

E. 繼續推動國際學術合作 
本院推動國際學術合作不遺餘力，具體成效如下： 

(A) 倡設「亞洲物流論壇」（Asian Logistics Round Table, ALRT） 
本院倡設「亞洲物流圓桌論壇」，簽署會員由 2007 年的 6 個增

為 2008 年的 11 個。為當前國際物流學術交流與合作研究最成

功且最有績效的典範。ALRT 第一屆及第二屆（2008）會議均

由本院主辦。在 2008 年的會議中，共有全球 17 個國家的 50 餘

位科研單位主管參加，並共同簽署「開南宣言」。後續三屆將分

別在韓國、泰國、及加拿大舉行。 
(B) 持續辦理大型國際會議、大師及名人演講。 
(C) 持續推動國際學生交換、以及雙聯學制等國際化措施。 
(D) 推動雙邊及多邊研究計畫合作。 

a. 本院觀光系張康聰教授與德國、荷蘭、義大利等國推動雙邊

研究合作計畫達三件。（國科會補助） 
b. 本院休閒事業管理系黃宗煌教授與德國合作推動雙邊研究計

畫一件。（農委會補助） 
c. 本院物流與航運系教授陳韜及 Paul Lee（本校航運與物流研究

中心主任）與 ALRT 會員合作競標南非政府的國際研究計畫，

並在眾多競爭者中勝出，獲得 60 萬美元計畫一件。（南非政府

委託） 
F. 增聘專任教師，鼓勵研究，降低教師授課時數及生師比 

為鼓勵教師從事研究並獎勵研究績優教師，本校所提供的獎助項目及

管道甚為豐富，相對於多數私立大學毫不遜色。 
提供優渥待遇禮聘著名教授來院任教。各系在 96 學年度除已循發展

計畫延攬多位年輕助理教授外，亦禮聘國際知名學者張康聰教授擔任

講座教授、借調清華大學黃宗煌教授擔任本院院長。 
本校鼓勵教師帶職帶薪到國外從事學術研究。除獲國科會短期研究獎

助及教授休假外，本校教師可帶職帶薪到締約單位進行學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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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未來三年之中長程規劃 
本院未來之發展規劃可分為短期（97 至 98 學年度）及中長期（99 學年

度），茲分述如下： 
A. 97 學年度(見圖 5-88 所示) 

(A) 設置「院發展諮詢委員會」（校外產官學界委員 6 人） 
(B) 全院增聘博士級專任教師 3 人（觀光系 2 人、休閒系 1 人） 
(C) 有效降低觀光系與物流系生師比 
(D) 成立校級研究中心 2 個（「航運、港埠與物流研究中心」及「智

慧運輸系統與 RFID 研究中心 」） 
(E) 開辦符合時需之學分學程 2 個（「地理資訊系統應用學程」、「會

展產業管理學程」） 
(F) 規劃 98 學年度運輸觀光學院分組（觀光旅運組與運輸管理組）

不分系招生方案 
(G) 統籌各系現有在職碩專班課規及師資規劃 
(H) 研提現有觀光系與休閒系之重整方案：重整為餐飲旅館管理學

系、觀光規劃管理學系、及休閒旅遊管理學系等三系，預計 99
學年度正式啟動。（見圖 5-89） 

(I) 研提「觀光旅遊事業經管碩士在職專班」設置計畫，預計 99 學

年度正式啟動。 
(J) 研提「地理資訊系統應用學位學程」計畫，預計 99 學年度正式

啟動。 
(K) 研擬校級「地理資訊系統應用研究中心」設置計畫（見圖 5-90） 
(L) 辦理國際及兩岸學術會議至少 3 場、大師及名人講座 8 場 
(M)爭取各型專題研究計畫每年至少 30 件 
(N) 每年發表國內、外 I 級期刊論文至少 30 篇、國內外學術會議論

文至少 120 篇 
(O) 投資增購各專業實驗室軟硬體 300 萬元 
(P) 與國外著名科研單位簽訂學術合作 MOU 至少 1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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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88  運輸觀光學院 971-972 的發展規劃圖 

 
 
 
 
 
 
 
 
 
 
 

 
 
 
 
 
 
 

 
 

圖 5-89  運輸觀光學院觀光係與休閒係結構調整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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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90  本校與 GIS 學程相關之學系說明圖 
【GIS 的應用領域極廣，在政府施政規劃、產業發展、學

術研究都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重要性與普級度與日俱增。

本校與 GIS 相關的科系不少，本學程旨為鼓勵本校學生可跨科

系有系統地學習數位化社會科學與科技知識，並擴大畢業生就

業空間，提升本校師生學術研究能力。】 
 
 

B. 98 學年度 
(A) 推動運輸觀光學院分組（觀光旅運組與運輸管理組）不分系招

生 
(B) 成立校級「地理資訊系統應用研究中心」 
(C) 全院增聘博士級專任教師 7 人（物流系 1 人、觀光系、休閒系

及運科系等三系各 2 人），降低觀光系與物流系生師比至 30 
(D) 研擬「綠能產業與運輸」學分學程 
(E) 每年投資增購各專業實驗室軟硬體 300 萬元 
(F) 辦理國際會議至少 3 場、大師及名人講座 8 場 
(G) 爭取各型專題研究計畫每年至少 30 件 
(H) 每年發表國、內外 I 級期刊論文至少 30 篇、國內外學術會議

論文至少 120 篇 
(I) 與國外著名科研單位簽訂學術合作 MOU 至少 1 件 
 

C. 99 學年度 
(A) 餐飲旅館管理學系、觀光規劃管理學系、及休閒旅遊管理學系

等三系正式啟動（各系專業領域如圖 5-91 所示），並增聘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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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5 人，降低全院生師比至 25。 
(B) 「地理資訊系統應用學位學程」正式啟動招生。 
(C) 推動「綠能產業與運輸」學分學程 
(D) 繼續推動學院分組不分系招生 
(E) 完成全院教師的首輪績效評鑑 
(F) 每年投資增購各專業實驗室軟硬體 500 萬元 
(G) 辦理國際會議至少 3 場、大師及名人講座 12 場 
(H) 創辦符合時需之學位學程 1 個 
(I) 爭取各型專題研究計畫每年至少 35 件 
(J) 每年發表國、內外 I 級期刊論文至少 40 篇、國內外學術會議

論文至少 150 篇 
(K) 與國外著名科研單位簽訂學術合作 MOU 至少 5 所 
(L) 創辦「GIS 應用學程」、「會展規劃管理學程」、與校級研究中心 

 
 
 
 
 
 

 
 
 
 
 

 
 

圖 5-91  運輸觀光學院新設三系之專業領域圖 
 
 

(8). 預期績效 
本院根據短、中長程之發展計畫，可望獲致以下具體成效： 
A. 建立完整的運輸觀光教研體系（見圖 5-92） 
B. 提升報到率，降低生師比 
C. 增加國科會及建教合作計畫件數 
D. 降低教師授課鐘點數，提高研究獎勵件數 
E. 增加國際學術交流件數及學生參與機會 
F. 提升本院知名度，擴大學術夥伴關係，並增加產學合作協議 
G. 增加學生實習機會與場所，提升就業率與升學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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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92  運輸觀光學院教研體系建置圖 
 
 

(9). 績效評量方法 
為提升本院教師研究水準，教學及服務輔導績效，本院依循本校教師升

等審查辦法而訂定教師升等審查辦法，嚴格執行六年升等條款。 
本院教師升等審查項目包括教學、研究及服務三項，各項加權平均分數

需達 75 分以上，始能通過升等。 
A. 教學之審查，包括以下各項： 

(A) 配合系所規劃教學及授課情形。 
(B) 指導學生。 
(C) 教材編著。 
(D) 學生對於課程之反應（參考授課問卷調查資料）。 

B. 研究之審查，包含以下各項： 
(A) 五年內之著作。 
(B) 研究計畫。 
(C) 在研究領域中之學術成就，如得獎、擔任期刊編輯、參與研討

會活動等。 
C. 服務之審查，包含以下各項： 

(A) 協助系（所）務工作。 
(B) 實驗室之規劃。 
(C) 輔導學生活動。 
(D) 其他校內外相關服務。 

此外，本院亦訂定「教師績效評量辦法」，強制所有教師均須接受績效評

量，冀能提升研究、教學及輔導與服務的績效。教師評量未通過者，不

得提出升等。次一年起不予晉薪、不得支領超支鐘點費、不得在校內外

兼職兼課、不得休假研究、不得出國講學、不得申請留職留薪出國研究

或進修。績效評量項目分教學、研究、輔導及服務等四項，各項目總和

滿分為 100 分。以各項加權總分達 70 分(含)以上者(小數點第二位以下四

捨五入)，視為通過評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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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項目之評量總成績採彈性比例，其中教學佔 30%至 50%；研究佔 30%
至 50%；輔導佔 10%至 20%，服務佔 10%至 20%，總計為 100%。四項

之分數比例由各受評教師自行參照上述範圍訂定之。 
A. 教學評量計分標準： 

受評期間每學年核計基本分 14 分，5 學年共計 70 分。凡依規定休假、

講學、研究、進修等教師，該期間之教學評量以基本分核計。教學評

量另以下列項目為加減分依據： 
(A) 授課： 

a. 每學期授課學分數，每超過 1 學分加計 1 分，但每學期最多

核計 2 分。每學期授課學分數，每不足 1 學分扣 1 分。每學期

夜間及假日排課時數佔總上課時數 1/4 以上者，加計 1 分。

EMBA 及學分班授課學分不納入計算。 
b. 開授遠距教學課程並獲獎勵者，每次加計 1 分。 
c. 開授補強教學課程指導學生考取証照，每案加計 2 分。 
d. 每學期課程請假、調課、代課時數合計低於 6 小時(病假、喪

假、公假除外)者，加計 1 分。 
e. 未事先請假而無故缺課，每次扣 2 分。 
f. 無故將期中考或期末考提前而缺課，每次扣 2 分。 
g. 每學期任教科目期中及期末成績皆準時輸入教務系統及繳交

成績，加計 1 分。 
h. 成績輸入錯誤，更改成績者，每案扣 5 分。 
i. 使用外語授課之專業科目，每案加 1 分。 
j. 每學期學生教學評量總平均超過四分以上加 1 分，低於三分以

下扣 1 分。 
(B) 論文指導：每指導一名本校博士班、日碩士班、EMBA 班學生

論文畢業者，分別加計 3 分、2、1 分。論文為聯合指導者，該

加分除以指導人數。 
(C) 進修與成長：參加校內外之教師教學專業成長活動，每次加計

0.5 分。 
B. 研究評量計分標準： 

(A) 期刊論文：應依所屬系所訂定並經校外審查通過之專業期刊排

序表核計。 
a. SSCI：每篇 50 分。 
b. SCI、EI、及其他同等級期刊：每篇 40 分。 
c. TSSCI 期刊：每篇 30 分。 
d. 其他具匿名審查制度之學術期刊：15 分。 

(B) 學術專書或其章節：由系所教評會送請校（院）外學者專家 2
人審查之平均得分核計，每書最高 50 分，每章節最高 20 分。 

(C) 學術研討會論文：檢附論文完整報告及議程，每篇 6 分，但受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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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最多核計 30 分。 
(D) 評論論文：發表於 SCI、SSCI、TSSCI、系所期刊排序第一級之

期刊，每篇 10 分。 
(E) 研究計畫： 

a. 擔任教育部追求卓越研究計畫總主持人、共（協）同主持人、

研究員：每案分別核計 40 分、30 分、20 分。 
b. 擔任國科會整合研究計畫總主持人、共（協）同主持人、研

究員：每案分別核計 30 分、20 分、10 分。 
c. 擔任國科會或其他機關計畫主持人、共（協）同主持人、研

究員：每案分別核計 20 分、10 分、5 分。 
教師受評量之著作，須於向系所提出前已出版，或發表或已被

接受且出具證明，但不得重複計算。著作合著之計分以【2/（N
＋1）】換算得分，其中 N 為作者人數。研究計畫需檢附完整成

果報告，且受評期間最多核計 40 分。 
C. 輔導評量計分標準： 

受評期間正常執行辦公室晤談時間(office hours)規定者，每學期核計

基本分 5 分，5 學年共計 50 分。輔導評量另以下列項目為加分依據，

每輔導事項每學期加計 2 分。 
(A) 擔任導師。 
(B) 獲選優良導師。 
(C) 擔任學會、社團、刊物、代表隊義務指導教師。 
(D) 擔任各項活動之評審工作。 
(E) 申請政府機關補助社團等活動計劃者。 
(F) 提出社團等活動計劃獲政府機關補助者。 
(G) 帶領社團參加校外活動競賽者。 
(H) 帶領社團參加校外活動競賽獲有名次者。 
(I) 帶領或參與學生清潔社區服務。 
(J) 帶領或參與社團志工校外服務。 
(K) 帶領或參與校外輔導服務。 
(L) 其他教師輔導具有具體事蹟者。 

凡依規定休假、講學、研究、進修等教師，該期間之輔導評量每學期

核計基本分 7 分 
D. 服務評量計分標準： 

(A) 兼任校、院、系之行政職務。 
(B) 擔任系所、院、校各委員會代表。 
(C) 協助參與學校招生宣導活動。 
(D) 協助撰寫申請各種非研究計畫獎助計畫。 
(E) 協助推動學校評量工作、卓越計畫、教育部委辦業務。 
(F) 參與系所、院、校及其他校外專業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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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主辦或協辦國內外學術研討會。 
(H) 協助學院及一級行政單位校外來賓參觀導覽。 
(I) 研擬推廣班開設延攬計畫。 
(J) 其他服務事項經本院認可者 

凡依規定休假、講學、研究、進修等教師，該期間之服務評量每學期

核計基本分 7 分。為厚植本院教師能力建置的基礎，本院各系教師均

須訂定個人的三年發展計畫，針對研究、教學、及服務與輔導提出未

來三年的具體事項。以休閒事業管理系黃宗煌教授為例，其個人的三

年發展計畫如表 5-52 所示。 
 
表 5-52  運輸觀光學院教師個人未來三年發展願景說明表(以黃宗煌教授為例) 
項目 願景內容 

教學 

1）考慮學生素質與興趣，逐年改善經濟學、遊憩經濟學、資源經濟學等科

目之授課講義及投影片內容。 
2）出版「環境經濟學」、「溫室氣體減量經濟與政策分析」、「綠色租稅改革

分析」等專書著作。 
3）規劃跨院學分學程，包括「GIS 技術應用學分學程」、「一般均衡模型應

用學分學程」。 
 

研究 

1）繼續與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及台灣經濟研究院合作，推動「台灣一般

均衡模型」（TAIGEM-III）的研發，並擴展該模型於觀光產業發展的政

策評估機制。 
2）繼續與能源局合作，推動「台溫能源永續發展模型」（TaiSEND）的研發，

並擴充其於能源科技、綠色能源產業、及運輸產業發展的評估機制。 
3）繼續推動與德國波昂大學糧食與資源經濟研究所、及澳洲 Monash 

University 的「政策研究中心」（Centre of Policy Studies, CoPS）的學術合

作關係。 
4）繼續策劃出版「碳經濟」，提升政策影響力。 
5）規劃設置校級「GIS 技術應用研究中心」。 
6）籌組「溫室氣體與能源政策」研究團隊，強化校內研究夥伴關係，提升

能力建置（capacity building）。 
 

服務及

輔導 

1）規劃並推動「運輸觀光學院三年發展途徑（roadmap）」。 
2）繼續擔任政府機關主要委員會的諮詢。 
3）繼續維繫並強化與主要科研單位（包括工研院、台灣經濟研究院、清華

大學等）的合作關係。 
4）協助運輸觀光學院各系規劃並推動短中期發展計畫，擴展產學合作機會

與就業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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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物流與航運管理學系 
本系於 89 學年度起與本校成立同步招生運作，配合校務發展需求，培育「健

全人格、宏觀視野，物流與航運」之人力資源。 
系務行政皆有法規制度可循，系所具有強烈品牌特色，由於就業率百分之百，

學生人數逐年增加，故陸續又成立推廣部、碩士班及碩士專班，招生與報到

率更佳。 
 

(1). SWOT 分析 

圖 5-93  航運與物流管理學系之 SWOT 分析圖 
 

(2). 目標與特色 
本校規劃 97-99 中長程計畫，以「本校為致力造就有責任感、 誠實、具

國際觀視野和能力卓越專業人才，使其具備「英(外)語能力」、「資訊素

Strengths: 
潛在內部優勢 

Weaknesses： 
潛在內部弱勢 

1. 配合國家政策「全球運籌中心」之目標，

本校結合空運管理系、運輸管理與運籌

科技系，以及觀光餐飲與休閒管理等

系，成立運輸觀光學院，建構完整之

「陸、海、空」一貫化物流運輸服務，

也方便學生以輔系或學程方式，習得完

整現代企業重視的國際運籌專業知能。 
2. 本校重視國際化教學及學生英語之提

昇，有助本系培養學生對 
3. 國際運籌運作之知能學習及就業競爭力

之提高。 
4.本系由於教師多來自業界，與業界互動

頻繁，因此得以迅速因應產業技能需

求，隨時調整課程內容。 

1.本校係新設學校，知名度尚不足，需廣

設學分班，加強行銷。 
2. 私立大學之董事會過於強勢，經費過度

控制，導致設備、圖書之更新與擴充困

難，對教師又管制過多，教學負擔太重，

鼓勵及福利措施相對不足，導致研究成

果有限。 
3. 招收學生程度較弱，學習力不強，教學

需費較多心力與資源投入。 

Opportunities: 
潛在外部機會 

Threats: 
潛在外部威脅 

1.本校校址區位尚可，國際物流產業設立

密集，有助本系發展產  
2. 學合作及學生校外參訪實習與畢業生就

業機會等事宜。 
3. 本校知名度及招生報到率，已在逐步提

昇之中，有助本系持續發展。 
4. 本學院系所相互支援，成立國際運輸學

院有效領導，系所發展力道加強。 
5. 本系尋覓招聘具產業經驗之優秀師資加

入團隊，提昇系競爭力。 

1.學生來源因少子化減少，家長對本行認

知有限，又因新設學校，系所招生並不

容易。 



 353

養」、「數理邏輯」與「倫理道德」之「基 礎能力」，進而造就具「全球

化國際競爭力」之跨領域多元化的職場競爭力與就業能力人才，以臻「以

教學為重心的國際化卓越大學」之理想目標，本系則以培養具有「健全

人格、宏觀視野，物流與航運管理」人才作為目標。 
A. 系所配合校務規劃發展。 
B. 系所設立宗旨及課程規劃內容，重視航運與物流管理專業理論及實務

之就業需求。 
C. 專兼任師資多數均具有產業背景，專長符合系所教學及研究。 
D. 課程內容符合產業要求，並隨時改善調整。 
E. 教學內容理論與實務並重。 
F. 積極推動國內外學術結盟及產學合作。 
G. 主動為學生安排實習，規劃及輔導學生升學及就業之知能。 

(3). 策略與做法 
A. 專任教師需持續研究教學方法，累積教學研究能量。 
B. 優先聘任有豐富經驗之師資加入本系團隊。 
C. 研議聘請或諮詢產業專家，為本系課程規劃及系發展方向提供建言。 
D. 持續辦理產業參訪與學術交流，擴大學生視野並提昇就業競爭力。 
E. 定期蒐集學生對本系設立宗旨、教育目標及發展特色之意見回饋，提

供系務會議討論系未來發展之參考。 
(4). 課程架構規劃 

A. 爲培育社會人士，貢獻「全球運籌」之國家政策，規劃兩大學程：規

劃課程。 
B. 四年課程設計架構 

(A) 第一年開設相關的工具類與管理類之基礎課程。 
(B) 第二年規劃開設工具與管理類之進階課程。 
(C) 第三年開設進階專業課程。 
(D) 第四年開設航運物流之整合性課程。 

(5). 行政支援 
A. 系務行政 

系務會議及系課程會議召開頻繁，特別著重本系未來發展之課程調

整、因應產業之課程設計、教學實施之改進及學生實習輔導就業等事

項，教評會議股利師資續聘及聘任師資專業研究問題。專任教師皆為

各項會議委員，運作和諧順暢。 
B. 院務與校務行政 

本系配合學院及學校運作需求，選派專任教師參與院務會議、院教評

會議、及院課程會議等院級行政組織，亦積極鼓勵本系教師，主動參

與共商本院運作及未來發展計畫，本系教師亦參與校務相關委員會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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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未來三年系務要點 
(A) 配合校(院)務及校務發展，為國家培育發展「全球運籌」計畫所

需之人力資源。 
(B) 未來發展計畫，將依期召開的系務會議、系課程會議、系教評

會議，集體討論檢討及決策。 
(C) 每週或每月舉行一次系務會議或系課程議，為本系發展貢獻心

力。 
(D) 專任教師積極參與校務或校務之相關委員會運作，充分瞭解校

務或院務發展方向，回饋使系務發展可配合校務或院務之發展。 
(E) 未來將諮詢產業專家或學者意見，並定期蒐集學生對本系發展

特色之意見，提供本系自我改善品質之重要參考。 
(6). 系所未來發展之具體建議 

A. 結合教育目標與課程設計。 
B. 尋找學習標竿，突顯本系特色。 
C. 依據教育目標，設計課程內容，輔導學生專業證照及公務人員資格考

試。 
D. 結合產學合作，安排系上學生業界實習。 
E. 學生人數成長，將續尋覓與聘任學經歷豐富之師資。 
F. 鼓勵教師著重本業之產學合作，及致力本業之研究。 
G. 提昇學生外語能力。 

(7). 未來三年之中長程規劃 
A. 繼續充實師資，提升教學品質，落實教育目標。 
B. 提昇教學資源，增加實驗室設備與儀器。 
C. 輔導學生課程選修，規劃畢業就業或升學。 
D. 增加產學合作對象，增加學生就業機會。 
E. 舉辦研討會，促成與增加運輸領域產官學界交流合作。 

(8). 預期績效 
A. 課程設計達到預設之教育目標。 
B. 成為特色明確之系所。 
C. 培養出具競爭力之畢業生。 
D. 學術活動與研究成果質與量的增加。 

(9). 績效評量方法 
A. 學生學習成果與實習表現。 
B. 系所特色之顯現。 
C. 畢業生就業與繼續升學之狀況。 
D. 本系所專任教師學術文章發表、教科書著作、公民單位研究案、研討

會餐之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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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觀光與餐飲旅館學系 
本系自民國 89 年創系，於民國 91 年增設進修部，民國 95 年經教育部核准成

立碩士班。 
 

(1). SWOT 分析 

Strengths: 
潛在內部優勢 

Weaknesses： 
潛在內部弱勢 

1.教師具理論與實務經驗，素質高且年輕

熱忱富有發展潛力。 
2.教學目標及課程規劃具國際觀且能迎

合未來發展趨勢。 
3.本校毗鄰近桃園航空城，地理區位得天

獨厚，尤其因為具有特色之地方產業極

為多元，觀光遊憩資豐富，為本系的教

學與研究、以及產學策略聯盟提供絕佳

環境。 
4.本系突破一般高教體系觀光系所實習

制度，採取半年校外實習制，有助學生

對觀光產業更加認識及提升學生未來

就業競爭力。 
5.本系除安排產官學界專家到校演講之

外，亦積極安排校外交流，其中到業界

及鄰近國家的參訪活動尤具成效。 
6.在校方支持下，本系經由多種獎勵機制

延攬產官學界之傑出專家來校任教，例

如講座教授張康聰，有利本系繼續發

展。 

1. 本系可支配之經常門經費則相對

稀缺，此對於本系學生多，學系

經費少，系務及教學設備無法快

速改善之莠象更易突顯。 
2. 本系專業設備、圖書欠缺，不足

提供學術研究所需。 
3. 本校定位於卓越教學型大學，著

重於學生業界經驗與工作倫理養

成，本系教師研究時間與績效確

有改善空間。 

Opportunities: 
潛在外部機會 

Threats: 
潛在外部威脅 

1.本系教育目標符合當前產業發展與全

球變遷的趨勢，復有地利之便，有利於

系務之永續發展。 
2.本系配合校方推動國際化的作為與成

果至為優異，未來當可全面提升國內外

知名度，並創造本系學生到國外研習的

更多機會。 
3.本系秉持發展地方特色，深耕地方關係

的原則，與鄰近產業建立深厚的產學合

作及策略聯盟，創立獨具特色的「智庫」

角色，奠定日後發展的基礎。 

1. 國內觀光、休閒相關系所逐漸增

多，競爭日殷，面臨他校相關科

系競爭，招生不利。 
2. 所招學生資質不高，難得有高成

就畢業生。 
3. 教學設施及研究成果，若無法快

速改善，將面臨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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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94  觀光與餐飲旅館學系之 SWOT 分析圖 
 

(2). 目標與特色 
A. 系所未來發展目標 

本系成立之宗旨在培養具服務熱忱的觀光與餐旅產業經營管理與規

劃之專業人才，教育學生重視服務態度與專業知能之養成，以投入國

內的觀光與餐旅產業市場，因應我國積極發展觀光所帶上來的觀光產

業蓬勃發展之人力需求。 
尤其本校位居國內交通樞紐，毗鄰桃園國際機場並鄰近長榮航空訓練

中心、華膳空廚、中信酒店、住都飯店、尊爵大飯店等產業機構，極

具發展觀光的良好地緣基礎和產學合作之多元資源。其次，本校創辦

人為我國觀光餐旅產業之前輩，如福華大飯店的廖前董事長欽福和老

爺大酒店的林榮譽董事長清波等等，皆在國內極具聲望，並對本系觀

光餐旅教育可直接提供優質且務實之產學合作實習環境與生涯指標

的示範效果。 
依據世界經濟論壇(World Economic Forum,WEF) 公布之「觀光旅遊

競爭力報告」，台灣在 124 個接受評比國家中，最新的排名第 52 位，

亞洲第 7 位。所幸在人力資源和教育訓練指標方面台灣還能分別排名

第 13 位和第 19 位，足見人力資源和教育訓練仍然是台灣觀光旅遊競

爭力的強項，本系願把握此一優勢，全力投入觀光與餐旅產業經營管

理與規劃之專業人才之培育！ 
本系所成立之目標，主要為配合政府觀光發展政策，培訓適當之人

才，進一步更能堅持學術教育之理念與責任，因此，本系所之教育目

標為： 
(A) 培育國內觀光與餐旅產業經營管理與規劃之專業人才。 
(B) 強調學生熱誠與務實之優質服務態度的養成。 
(C) 砥礪學生「生活即教育」之觀光餐旅服務理念，並落實觀光與

餐旅專業的實務經驗與理論基礎之整合。 

4.北台灣地區觀光產業發達，有利招收

「碩士在職專班」學生，提升知名度。

5.靠近台北市、桃園機場，有利推展產學

合作。 
6.配合觀光發展計畫，較易推動本系專業

教學。 
7.本系之廚藝教室、飲料管理暨餐服教

室、旅館房務示範教室、產學合作旅行

社、觀光規劃資訊中心等專業教室方

面，均已先後建置完成，教學品質和學

生觀光餐旅實務操作能力已獲提升。 
8.整合本校與地方既有資源特色，提供觀

光產業一個產學合作的觀光教學與研

究實習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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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重視多元語言能力，提升學生在多元文化中的就業競爭力。 
B. 系所未來發展特色 

本系最大的特色在於透過緊密的產學合作，實施全學期的業界實習。

爲使理論與實務充分結合，學生必須在大三下或大四上進行全學期的

業界實習。在實習期間，同學須返校座談二次，輔導老師現場訪視二

次，以協助實習同學適應職場之實際運作並解決工作問題。他校學生

進行實習的同時，尚須分心準備課業，此外實習場所位於校內，難以

模擬工作場所的人際互動，因此實習成效備受質疑，也難得到業者的

肯定。本系全學期的業界實習則較無這些缺點。實習至今亦成效良

好，且獲得業界充分配合與肯定，同學對於觀光行業之實際職場倫理

和實務運作情形亦均能有更深入之體驗與瞭解。 
(A) 兼顧管理與專業精進的兩大重點，專業必修以強化觀光與餐旅

管理專業知能為主，而專業選修則有觀光遊憩（含「旅遊資源

經營」與「旅運行銷管理」）、餐旅管理等二大群組的選擇彈

性。學生在大一不分組，大二開始則可依其性向、興趣進行再

精進的專業選擇，課程設計精神符合大一不分組以及專業分工

的教育走向。 
(B) 高教體系專為培養觀光與餐旅產業之專業管理與規劃人才，不

同於技職體系強調技能之培養，本系為區隔技職體系與高教體

系在培養觀光人才的需求差異，課程規劃特以管理為主，並以

培訓服務態度、語言、資訊等能力為輔。在餐旅的烹調課程方

面著重理論之瞭解，實務操作與示範為輔，因此強調邀請各大

主廚或技術教師的示範，以期協助學生對各地料理及飲食文化

有所比較與認識。 
(C) 本系亦重視學生實務經驗的學習以及產學合作的推動，自大一

起即安排學生至業界參訪，同時在大三或大四並安排有全學期

的業界實習。 
(D) 本系配合學校多元語言學習以及觀光與餐旅業對國際語言的需

要，將英文與日文兩項外國語列為必修課程，並開設「英文報

告寫作」，讓學生至少能夠應用兩種外語進行書寫與溝通，同時

將相關外語檢定的訊息與準備方向，融入課程當中，並鼓勵學

生參加相關外語社團、檢定或遊學。 
(E) 本系鼓勵學生跨系選修資訊、外語等課程，以因應產業結構對

觀光餐旅資訊、觀光餐旅外語的人才需求；此外，本系亦加強

開設職能本位相關課程，強調培養學生良好的服務態度與敬業

精神。 
(F) 本系自 95 學年度起成立碩士班，95 學年度及 96 學年度各招收

15 名及 13 名研究生。具博士學位的專任師資目前為 18 名，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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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專任師資每人每年平均指導之研究生數低於 3 名，可以平衡

教學負荷、研究能量、論文指導品質，並確保師生互動無礙。

另研究所教育著重研究生具備獨立思考、觀察時事、掌握全球、

在地經營的能力，故本系整體創新能力強，且符合世界潮流。 
(G) 本系專任師資具有不同領域之專長，除理論研究外，更具產業

合作之豐富經驗，可提供具彈性的教學與研究方向。研究方向

除垂直專精領域，教師間專業相互支援，並規劃成立不同研究

小組，符合科際整合的趨勢。 
(H) 本系教師除積極參與業界合作計畫案之外，整體研究與服務成

果亦頗為良好，每年均獲得多件國科會研究計劃補助，成果豐

碩。 
C. 學生未來競爭能力 

希望培養「以專業管理為主、職能訓練為輔、研究發展為前瞻」的觀

光與餐飲旅館專業人才，因此在基礎科目、專業科目之外，本系還特

別實施在一般高教體系當中較屬創舉的「三明治式教學法」，以及一

年的研究方法與專題研究之訓練，以期提供對實務有興趣之學生能提

前深入體驗職場之真實面，同時亦不排除對學術研究有興趣的學生可

以提早熟悉研究方法而具備基礎調查研究之能力。未來出路列如下： 
(A) 進修領域方面 

a. 本校設有觀光碩士班； 
b. 國內相關領域之研究所； 
c. 國外大學觀光及餐旅等相關研究所。 

(B) 就業管道方面 
a. 公職方面：交通部觀光局、各縣市政府觀光課、 國家風景區、

各觀光景點解說員、訓練員。 
b. 企業方面：國內外觀光管理師、餐飲及旅館管理人員、旅遊

業經理人員、導遊、領隊、空服、地勤人員。 
 

(3). 策略與做法 
A. 為加強行銷及建立本系與其他校系不同的發展特色，本系專任教師需

持續認真教學研究，累積厚實教學研究能量，協助建立本校以「以教

學為重心的國際化卓越大學」之理想目標。 
B. 除校內資源整合外，並籌組地方觀光事務協助發展顧問團隊，發揮全

系智慧能量，投身地方觀光發展，整合地方觀光發展資源，積極與地

方公部門及相關企業推動建教合作。 
C. 爭取校方投資更多新系所經營所需之經費、設備、圖書等資源，促進

新系所快速成長。 
D. 結合桃園航空城計畫及大臺北都會區之發展趨勢，與產業界積極合

作，建立研究計畫與建教合作等方案，吸收青年學子加入本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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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持續辦理國內外產業參訪與學術交流，擴大學生視野並提升就業競爭

力。 
F. 持續爭取設立「碩士在職專班」。 
G. 未來本系發展朝向專業分工分系發展，既有之教育目標與發展特色亦

隨之調整。 
H. 持續鼓勵系所教師升等，提升師資品質。 
I. 持續鼓勵系所教師落實定期自評。 

(4). 課程架構規劃 
A. 系所未來課程發展特性 

依據系所教育目標，本系課程委員會爰配合建立自我改善機制，例如

定期召開系務會議、課程委員會、家長和校友的意見調查等，並透過

教師同仁多方腦力激盪且費心協商討論聚焦，明確界定本系「觀光餐

旅」與「休閒事業系」領域之分野，而擬具「旅遊資源經營」、「旅運

行銷管理」和「餐旅經營管理」作為本系未來中長程發展的三大主軸。

再藉由「教學規劃樹狀化」和「課程建構模組化」之具體落實，作為

教師同仁開授課程之具體依據和提供學生安排選課先後順序的參

考，對於持續提升教學品質，並爭取且強化師生對教育目標之瞭解與

認同應有助益。 
B. 系所之課程設計 

為支援教學目標之有效達成，從而建立本系所之教學特色，有關之課

程規劃原則包括： 
(A) 觀光與餐飲旅館學系在課程設計上，希望培養大學部學生成為

管理人才，因此教學目標乃希望培養「以專業管理為主、職能

訓練為輔、研究發展為前瞻」的觀光與餐飲旅館專業人才，因

此在基礎科目、專業科目之外，本系還特別實施在一般高教體

系當中較屬創舉的「三明治式教學法」，以及一年的研究方法與

專題研究之訓練，以期提供對實務有興趣之學生能提前深入體

驗職場之真實面，同時亦不排除對學術研究有興趣的學生可以

提早熟悉研究方法而具備基礎調查研究之能力； 
(B) 而在研究生方面，則希望他們可以具備專業管理的研究能力，以

與實務界接軌，或具備觀光基礎研究的能力，而能朝向學術研

究的路途邁進。因此，特別加強課程與教學之深度，便是圍繞

在這個基本目標上開展出來的； 
(C) 而在此一課程目標與規劃下，教師教學亦以此為基準，提供系所

學生更基本而紮實的教育訓練，希望讓學生兼具理論與實務經

驗的能力。例如，在餐旅的烹調課程方面著重瞭解，課程安排

強調各大主廚或技術教師的示範，以期協助學生對各地料理及

飲食文化有所比較與認識。因此在教學資源上儘量協助學生，

在學生的真實需要上，輔導並促使學生具備自主學習的專業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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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 
C. 系所之必選修課程規劃 

(A) 大學部 
a. 觀光基礎課程 
學生透過「基礎課程」可以瞭解觀光產業知識裡會用到的一些

基本概念；再加上「基礎商學課程」訓練，為未來無論是就業

或是深造打好地基，例如會計、經濟等課程也是引領高中生進

入一個全新的求學環境，踏入管理學院的第一步；而「基礎外

語課程」則更是本校所相當重視之一部分，系上也全力配合校

務執行，除了基本的外語通識課程，系上部分課程更直接採用

英語教學來加強學生外語之聽、說、寫的能力。基礎課程分類

如下： 
(a). 基礎專業課程：觀光學概要(3 學分)、觀光心理學(3 學

分)、旅遊事業概論(3 學分)、餐旅管理概論(3 學分)、
休閒遊憩概論(3 學分)。 

(b). 基礎商學課程：會計學(4 學分) 、經濟學(4 學分) 、企

業概論(3 學分)。 
(c). 基礎外國語課程：英文課程(6 學分)。 

b. 管理專業課程 
經過基礎課程之訓練後，將進一步細分課程，使學生能更深入

瞭解觀光產業管理之知識。其課程分類如下： 
(a). 分析研究課程：統計學(4 學分)、研究方法(3 學分) 、

專題研究(2 學分)。 
(b). 專業管理課程：觀光組織行為(3 學分)、觀光行銷學(3

學分)、觀光人力資源(3 學分)、觀光財務管理(3 學分)、
觀光行政與法規(3 學分)、工作倫理(2 學分)。 

(c). 專業外國語課程：觀光英語一(2 學分)、觀光英語二(2
學分)、英文報告寫作(2 學分)、日文上(2 學分)、日文

下(2 學分)、觀光日語一(2 學分)、觀光日語二(2 學分)。 
(d). 觀光實務課程：校外實習(9 學分)。 
(e). 進階觀光專業課程：進階觀光專業課程安排於大二至大

四選修課程裡，針對二大以上不同目標的學生所安排，

其分類如下： 
i 觀光遊憩組(含旅運管理)：觀光資源規劃、服務品質

管理、休閒產業經營實務、航空客運實務、旅遊電子

商務、票務資訊系統、環境政策與教育、旅遊產品規

劃與銷售、目的地行銷、觀光地理、國家公園管理、

生態觀光、觀光地理資訊系統概論、遊客行為、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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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說、旅遊糾紛與危機處理、遊憩調查評估、休閒社

會學、遊憩治療、遊憩設施規劃與開發、領隊導遊實

務、渡假地區開發與管理、主題樂園經營實務、觀光

地理資訊系統應用、民宿經營與管理、觀光事業策略

管理、休閒不動產開發、觀光旅遊趨勢探討、休閒農

場經營與管理、文化觀光、海洋觀光、城市觀光、海

岸遊憩規劃與管理、就業輔導。 
ii 餐旅管理組：旅館管理Ⅰ、旅館管理Ⅱ、餐廳管理、

飲料管理、烹調理論與實務、餐飲衛生與安全、餐旅

資訊系統、餐旅規劃與投資、餐飲文化、餐旅業現況、

餐飲英語、旅館英語、餐旅服務實務、會議與宴會管

理、營養學、餐旅連鎖經營與管理、餐旅採購管理、

藥膳食療、餐旅設施配置規劃、餐飲服務管理、餐飲

成控與菜單設計、食品安全管制系統、博奕事業管

理、餐旅市場調查與分析、餐旅企劃與公共關係、餐

旅策略管理、休閒旅館與俱樂部管理、餐旅建築賞

析、團體膳食管理、咖啡與茶、就業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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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主要課程表 
 
 

基礎商學課程  基礎專業課程  通識課程 
1.會計學 
2.經濟學 
3.企業概論 

 1.觀光學概要 
2.觀光心理學 
3.旅遊事業概論 
4.餐旅管理概論 
5.休閒遊憩概論 

 1.中國語文能力 2.資訊教育 
3.歷史研究     4.法律知識 
5.人文藝術     6.生命科學 
7.自然科學     8.社會科學 

 

 
 

職能本位課程  專業管理課程 分析研究課程 
1.工作倫理 
2.校外實習 
3.就業輔導 

 1.觀光組織行為 
2.觀光人力資源 
3.觀光財務管理 
4.觀光行政與法規 

1.統計學 
2.研究方法 
3.專題研究 

    

觀光遊憩組(遊憩管理、旅運管理) 餐旅管理組(餐飲管理、旅館管理) 
觀光資源規劃、服務品質管理、休閒產

業經營實務、航空客運實務、旅遊電子

商務、票務資訊系統、環境政策與教育

、旅遊產品規劃與銷售、目的地行銷、

觀光地理、國家公園管理、生態觀光、

觀光地理資訊系統概論、遊客行為、環

境解說、旅遊糾紛與危機處理、遊憩調

查評估、休閒社會學、遊憩治療、遊憩

設施規劃與開發、領隊導遊實務、渡假

地區開發與管理、主題樂園經營實務、

觀光地理資訊系統應用、民宿經營與管

理、觀光事業策略管理、休閒不動產開

發、觀光旅遊趨勢探討、休閒農場經營

與管理、文化觀光、海洋觀光、城市觀

光。 

旅館經營：旅館管理Ⅰ、旅館管理Ⅱ、旅館

英語。 
餐飲經營：餐廳管理、飲料管理、烹調理論

與實務、餐旅資訊系統、餐旅規劃與投資、

餐飲文化、餐旅業現況、餐飲英語、餐飲服

務管理、餐飲成控與菜單設計、餐旅服務實

務、會議與宴會管理、餐旅連鎖經營與管理

、餐旅採購管理。 
餐飲品質控制：營養學、藥膳食療、食品安

全管制系統、餐飲衛生與安全。 
餐飲規劃：餐旅市場調查與分析、餐旅企劃

與公共關係、餐旅策略管理、休閒旅館與俱

樂部管理、餐旅設施配置規劃、餐旅建築賞

析、博奕事業管理。 

 
圖 5-95  觀光與餐飲旅館學系課程架構圖 

 
 

課程理念 

核心觀光專業課程 

外國語言 

專業選修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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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研究所 
除碩士論文 6 學分以外，本系研究生畢業應修習 34 學分，其中

包括：本系「專業必修科目」10 學分，占 29.4%；「專業選修科

目」24 學分，占 70.6%。並且於畢業前須修「學習護照」合格

與通過全民英檢中級及格，或 TOEIC500 分、IELTS5.0、
TOEFL173 分以上。 

 
表 5-53  觀光與餐飲旅館學系碩士班畢業學分數規定表 

 
 

(5). 行政支援 
A. 本系所行政人員除系所務工作外，亦廣泛支援教師研究、教學、服務

之推行。舉其要者如教學事務支援（如排課、選課、加退選、輔系、

轉系、學程、輔系所、雙主修等）；系務事務支援（如獎學金、導師、

學生活動等）； 
B. 本系所各種服務已網路化。 
C. 行政流程電腦化之程度：行政資源均已全面儲存於本系所行政用電

腦； 
D. 本系所在有限的資源下，亦提供給學生工讀和獎助學金的機會。這些

工作對於系所業務的推廣、教師研究的協助等均有正面的效益。系所

有專任系所助理兩名，負責協助教師研究、教學、服務，行政效率及

經驗，頗受系所老師信任，也提供系所教師必要的協助。 
E. 本系教師課堂人數若達 80 人以上，皆配有教學助理一名。 
F. 鼓勵碩士班研究生擔任課程教學輔導或協助系務，其工作內容以系上

教學、行政、研究為原則。 
 

95 學年度 96 學年度 學年度 
     

 
必、選修學分數 

專業 
課程分類 

必修課學

分數 
選修課學

分數 
應修畢業

學分數

必修課學

分數 
選修課學

分數 
應修畢業

學分數

校定必修 
（畢業論文） 

6  6 6  6 觀光所基

礎研究課

程 專業必修 10  10 10  10 
共同選修  21  21 
休閒事業管理組  33  33 
旅遊事業管理組  24  24 

進階觀光

專業課程 
餐飲旅館管理組  27 

24 

 27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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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系所未來發展之具體建議 
A. 教育目標與發展特色 

(A) 集中資源配合空間規劃並與校院短、中、長程之發展規劃緊密

結合。 
(B) 持續朝向專業分工分系發展，並遵據校院發展規劃成立觀光學

院。 
(C) 整合本系各項資源，持續爭取增設「碩士在職專班」。 

B. 課程規劃與教學品質 
(A) 持續系統性規劃專業分工分系發展，塑造本系專業分組制、教

學活潑化、與學習自動化等特色。 
(B) 繼續開拓校外教學觀摩與業界實習的機會，鼓勵學生報考各種

證照，達成就業機會與管道的多元化。 
(C) 本系設有學習反應機制以落實監督控制教學品質，維護學生受

教權利。 
(D) 針對學習成效不佳之學生，除了要有預警輔導等措施，亦應配

合適當的淘汰機制。 
C. 師資結構及聘用規劃 

本系目前擁有專任專業教師共計 23 位，在國內目前各大專院校的觀

光相關科系內，當屬較完整之規模與最堅強之陣容。惟仍將逐年延聘

具有博士學位之學術菁英來校任教，落實適才適所、產學合作、師生

比合理化、卓越教學與研究等目標。 
D. 師資現況及結構、師資專長與課程規劃配合情形、教師進修及升等情

形、未來新聘師資規劃 
(A) 教師任教科目與專長配合情形 

本系目前之專任教師，皆為觀光與餐飲旅館專業相關領域之博

士學位的副教授和助理教授，除審查其修習學位文憑之關聯性

外，尚根據各位教師的經歷、資格與證照以及公開發表的研究

著作等項目進行評核，確保其教學科目與研究領域相符。 
(B) 教師進修及升等情形 

本校訂有多項評鑑與獎勵措施，對於提升教師的學術研究水準

和積極鼓勵進修與升等，均有莫大助益。 
a. 本校訂有「專任教師及研究人員研究獎勵辦法」，獎勵專任教

師在國內外學術期刊發表研究成果（SSCI 每篇 12 萬元：TSSCI
每篇 4 萬元）。 

b. 本校訂有「一般教師傑出研究獎勵補助辦法」，補助傑出教師

之研究設備及其他費用（以 30 萬元為上限）。 
c. 本校訂有「專任教師參加國際性學術會議補助辦法」，補助教

師參與國際會議，發表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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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本校教師得以帶職帶薪方式，到與本校簽訂學術交流協定的

國外科研單位進行研究，為教師進修機會建立第三管道。 
(C) 未來新聘師資規劃 

遵據校院發展規劃改制為三個系成立觀光學院，並配合持續延

攬業界具實務經驗之優秀師資（預期未來三年內將再增聘2人）。 
(D) 學術重點研究規劃 

課程之教授必須植基於深厚之學術研究基礎，如此實務與理論

方能引起良性互動輔成之加值效益。儘管本校以教學型大學作

為定位，但系上教師基於觀光與餐飲旅館學系屬性較傾向實務

與應用，因此除了研究，同時也強調教學與服務能與產業的銜

接性。因此持續強化與社區進行策略聯盟，長期推廣觀光敎育，

以積極提升本系教師之專業學術研究水準與良好的研究風氣，

是本系日後發展之根基。 
(E) 建教合作與推廣服務方面 

本系之研究領域主要以專任老師之專長配合系上發展目標與桃

園在地資源為考量，針對桃園航空城計畫之發展需要與產業界

積極在地深耕投入合作，建立研究計畫與建教合作等方案，提

供觀光產業一個良好的產學合作夥伴之選擇，且作為地方政府

及機構之智庫；並以服務投入關懷，服務改善地方觀光發展環

境。 
 

(7). 未來三年之中長程規劃 
A. 系所展望 

本系所將在已有的教學與研究基礎上，更積極規劃未來各項發展之方

針，以因應觀光日新月異的國際化、現代化及專精化的時代。尤其因

為本系與休閒系關係密切競合，師資與課程也多有重疊，亟須檢討調

整結構，並朝成立觀光學院方向努力。 
B. 國際連線發展 

推動國際交換學生制度，塑造外語學習環境及推動海外參訪制度。 
C. 實務完整結合 

透過建教合作與學期實習制度，建立產業資源聯絡網，並與業界互邀

參訪，不僅教師與業界保持溝通聯絡，同時也協助學生備好進入職場

所需的核心競爭能力。  
 

(8). 預期績效 
延攬師資人數（預期未來三年內將再增聘 2 人）、調增系上學生就讀人數

（預期未來三年內將每年持續調增 2％，）及研究計畫案數（預期未來

三年內將每年維持不少於 9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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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績效評量方法 
A. 預期增聘師資人數。 
B. 合理調增學生報到率。 
C. 研究計畫案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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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空運管理學系 
本系所於民國九十一年成立，原名空運管理經營學系，於九十二年更名為空

運管理學系，並增設雙班及招收進修部學生一班；同年，設航運管理研究所

空運組以及企業管理研究所在職專班空運組並開始招生。民國九十三年為貫

徹系所合一，經教育部核准成立空運研究所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 
 

(1). SWOT 分析 

Strengths: 
潛在內部優勢 

Weaknesses： 
潛在內部弱勢 

1.目前民用航空運輸業(固定翼)共有六家：華

航、長榮、遠東、復興、 華信、立榮、德安。

航空貨物集散站經營業有六家華儲、榮儲、

永儲、遠雄、UPS、FedEx。以上總公司均在

北部。航空貨物承攬業約 1060 家，其中臺

北、桃園縣市佔 88.87%。 
2.本系之特色在訓練學生成為具有專業知能的

空運從業人員，兼以商管與運輸物流的基本

學能，職場可以擴大到航空產業、運輸業、

物流業，甚至一般工商企業。 
3.本系在相關系所中，呈現航空運輸專業的特

色，師資（共 17 位，16 位具有博士學位），

且流動極小，師資相對穩定。 

1.本系所於 97 年度增設「航空運

輸模擬教室」，惟空間軟、硬體

仍嫌不足。 
2.本校相對於他校顯得全國知名

度不夠，也使得本系所在聯招

排名上難有佳績。 
3.招收學生素質低落亦不易彰顯

學習與教學成效。 

Opportunities: 
潛在外部機會 

Threats: 
潛在外部威脅 

1.由於本系新生之大學聯招級分現階段平均約

在 40 左右，因此教育目標在實際作為上，係

將高中生經本系的專業課程教育訓練後，能

成為具有專業知能的空運從業人員；同時透

過充分的商管與運輸物流基礎教程，學生的

職場可以擴大到運輸業、物流業，甚至一般

需要商管背景的企業，並經由通識、勞服教

育、生活輔導與語文訓練使學生成為具有人

文素養與國際觀的社會新鮮人。 
2.藉由升格成為大學以及本系研究所之成立，

並可將學生塑造為國際一流空運專業人才，

因此將會促使學生選擇本校及本系所之意願

大為提升，此有助於學生素質之提升、聯招

之排名也相對會較好。 
3.本系所與中正機場毗鄰，位處各大物流中心

和航空客貨運轉運中心。在桃園航空城跨世

紀計畫逐漸成型與落實的推動下，本區將成

1.本校升格為大學起步稍晚，致

影響招生排名。且國內大專院

校數量遽增，競爭激烈。 
2.本校乃新成立之學校，知名度

有待提高，使本系所招生工作

較為不易。 
 



 368

圖 5-96  空運管理學系之 SWOT 分析圖 
 

(2). 目標與特色 
A. 系所未來發展目標 

民航局已於中正機場東側規劃開發自由經貿園區，以整合貨運站、倉

儲物流與產業深層加值等作業，並簡化關務作業、劃設管制區為發展

目標，使我國逐步發展成為全球運籌發展的重要基地。因此以本校鄰

近中正機場的地理優勢而言，加上本系所專業的課程規劃，未來將培

養出空運、倉儲管理方面的人才。 
另政府依據空運轉運中心計畫積極將桃園國際機場及其周邊地區發

展成為航空城，以機場為中心在鄰近區域劃設 6150 公頃，讓空運與

自由貿易港結合，除倉儲運輸，並整合工業生產、金融加值、研發、

觀光育樂等。招商投資金額將超過一兆，年產值超過六千億，超過八

萬個就業機會。因之對航空運輸管理人力需求甚殷，本系所的設立，

將有助於進一步協助地方的需要與發展。 
空運管理學系所乃我國各大學首創的學系所，為因應國內航空運輸面

臨全球化、自由化等趨勢，及配合政府推動台灣成為亞太空運中心之

政策，培育空運人才，加強國際空運的研究。故在課程安排上以「理

論基礎」與「實務應用」並重方式，除重視「數理邏輯」分析能力之

相關課程外，應著重於空運與機場經營管理、空運法政、倉儲與物流

管理等專業知識之傳授，且輔以經濟、會計、統計、企業管理、行銷

管理、財務管理等基礎管理之課程；鼓勵學生跨領域研修「多學程」、

「輔系所」或「雙修」，以擴展學生之能力，增強學生之工作能力與

就業機會。 
空運管理系所成立之目標，主要為配合政府經貿發展及航空運輸政

策，培訓適當之人才，進一步更能堅持學術教育之理念與責任，培育

出空運或相關領域之專業人才，因此，本系所之教育目標為： 
(A) 加強人文素養：加強學生基本通識能力，養成學生敬業樂群的

健全人格。 
(B) 培育專業知能：傳授空運管理技術及專業技能，訓練有志於繼

為台灣最重要的倉儲物流中心。 
4.本校目前積極推動英文教學，必可提高本系

所學生從事空運專業工作並邁向國際化能

力。 
5.本校目前積極提升師資，並採「資源共享」

的上課方式俾使本系所亦能分享師資與國際

重要師資的卓越上課。 
6.本校興建之第二教學大樓（卓越樓）業已啟

用，本系之空運模擬教室，亦已建置完成，

教學品質已獲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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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研究空運學術及相關領域之學生。 
(C) 與實務相結合：加強產學合作，提供業界交流與實習機會，培

育空運相關產業之專業人才。 
(D) 建立國際觀：加強學生外語能力，提供國際交流機會，教育學

生具全球性之宏觀視野。 
B. 系所未來發展特色 

本校之校址位於桃園縣，以地理位置而言，是未來發展成為亞太營運

中心人才培育之重鎮。本系所目前為全國唯一空運研究所、擁有全國

最專業的空運師資群以及全國最專業空運課程。其未來之發展特色

為： 
(A) 配合政府經貿及發展航空運輸政策之人才培育，並加強學生外

語能力與資訊技能之提升，以因應航空運輸市場國際化、資訊

化之需求；跨領域資源共享之方式，鼓勵學生「多學程」、「輔

系所」或「雙學位」，以達到此擴展航運運輸相關能力之特色； 
(B) 發展特色朝向「航空產業與運輸物流業」之整合能力的養成，

除基本之商管、運輸物流課程外，加強學生在航空專業知識的

培養，以及與海外相關學術單位之交流往來；此外本系所更將

重視與政府民航單位暨產業界之良好互動關係與建教合作之培

養； 
(C) 配合政府國際運輸政策的規劃與推動，及注重全球空運市場環

境的脈動與發展趨勢；積極參與桃園航空城之咨詢規劃，進一

步協助地方的需要與發展。 
(D) 融入新資訊科技於空運管理上之應用，培養以空運為中心理

念，且具全方位思維的空運高級專業人才； 
(E) 加強空運經營管理技術及空運法政等相關研究領域之養成，以

培養有志於繼續研究空運學術領域之學生； 
C. 學生未來競爭能力 

培養什麼類型的人才？培養出的人才具有什麼樣的能力？這是當今

世界所有大學都在探討的問題。學生的質量是學校教學質量最直接、

最真實的驗證。本系所之教育宗旨是要培養具有國際意識和競爭能力

的空運專業人才。培養之基本目標是：學生畢業後能用中、英文和電

腦進行與專業有關的業務洽談和文件處理。為此，本系所除重視「航

空產業與運輸物流業」之整合能力外，將強化與國際接軌的意識，突

出英文能力和素質的培養，使學生在國內外就業市場中，不僅有強烈

的競爭意識，更有足夠的競爭能力，使成為國際一流的系所。未來出

路列如下： 
(A) 進修領域方面 

a. 本校設有空運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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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國內相關領域之研究所； 
c. 國外大學空運研究所：英國克蘭菲爾大學、加拿大馬吉爾大 
學、 歐、美、澳等運輸相關研究所。 

(B) 就業管道方面 
a. 政府民航單位； 
b. 國內外各大航空公司； 
c. 航空貨運業； 
d. 機場貨運站； 
e. 航空貨運承攬業； 
f. 機場； 
g. 航空製造、維修業； 
h. 倉儲與物流業； 
i. 觀光旅遊業等相關工作； 
j. 創業。 

 
(3). 策略與做法 

A. 發展要點 
(A) 招收優秀學生，培養空運人才； 
(B) 強化師資陣容，提升教學品質； 
(C) 課程設計多元，符合社會脈動； 
(D) 充實教學及圖書等各項軟、硬體設施； 
(E) 積極發展空運管理學系具競爭力之特色； 
(F) 持續推動國際與兩岸交流； 
(G) 鼓勵師生廣泛參與國內外學術研討會，加強與相關領域研究人

員之交流； 
(H) 定期舉辦空運相關領域之學術研討會； 
(I) 鼓勵本系所老師撰寫專業空運有關之大學教課書。 

B. 執行策略 
(A) 結合校、院各相關系所積極參與桃園航空城的規劃； 
(B) 為配合國家空運發展需要，本系所每學年均重新檢討課程之設

計與安排之需求，並針對特殊科目開設專題研究以及案例解析

等課程，以滿足同學作更深入的研析； 
(C) 維持每年舉辦大型國際空運學術會議，加強國際空運學術交流； 
(D) 持續加強與空運業的交流與合作，增加畢業生的能力與就業機

會。 
C. 工作重點規劃 

(A) 持續鼓勵系所教師升等，提升師資品質； 
(B) 持續實施空運管理學系所自評； 
(C) 為激勵教學研究風氣，鼓勵系所教師申請國科會專題研究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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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以及撰寫空運相關講義或課本； 
(D) 在大四課程中，實施一學期航空產業實習；以利就業接軌； 
(E) 鼓勵本系所師生在國內與國際重要期刊投稿，提升本系所知名

度以及學術地位。 
 

(4). 課程架構規劃 
A. 系所未來課程發展特性 

本系所之教學特色強調「國際化」、「資訊化」、「現代化」等理念，亦

會加強對產業本土化之研究。此外也特別著重於理論與實務的配合，

兼顧專業與通識的均衡，並結合建教合作與實習制度之安排。另外更

獎勵與鼓勵師生共同參與國內或國際重要相關之學術研討會與發表

學術論文。本系所為配合前述教學目標與教學重點，所擬採用之主要

教學方法為： 
(A) 課堂講授； 
(B) 小組討論法； 
(C) 個案研究； 
(D) 角色扮演； 
(E) 企業與機構實地參觀和實地調查； 
(F) 視聽化教學； 
(G) 經營競賽與模擬； 
(H) 專題演講； 
(I) 研究報告。 

B. 系所之課程設計 
為支援教學目標之有效達成，從而建立本系所之教學特色，有關之學

程規劃原則包括： 
(A) 強調基礎學科之訓練； 
(B) 落實空運管理專業知能之養成； 
(C) 注重通識教育之訓練； 
(D) 以領域和核心學群的多元化設計，使學生能依自己之興趣，培

養獨立思考、判斷、創新、自我學習、能發揮個人特質與專長

之專業的空運與物流管理才能； 
(E) 重視企業倫理、企業文化涵養與經營團隊合作之養成； 
(F) 訓練學生發掘問題、釐清問題及解決問題的能力； 
(G) 訓練學生搜集、分析、組合、表達、分享資訊以及運用資訊科

技的能力； 
(H) 強調空運管理理論與實務的相互結合； 
(I) 注重學生國際語文與表達能力； 
(J) 加強數理邏輯分析之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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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系所未來課程規劃 
(A) 依校課程委員會決議，調整 2 學分與 4 學分課程為 3 學分； 
(B) 依教育目標諮詢委員建議增加實習課程； 
(C) 依業界及畢業生求職經驗增加外語專業課程； 
(D) 依本院特色規劃商管基礎課程、運輸物流課程； 
(E) 依航空產業特物，規劃航空法政課程與機場相關課程； 
(F) 依航空運輸業特性，規劃空運專課程與實務實習課程； 
(G) 規劃進階管理課程，擴大學生在航空製造業、航空修護業的就

業空間； 
(H) 課程規劃顧及升學與公務考試作特別的設計。 

D. 跨系所多學程整合研究之觀念及規劃 
本系所與中正機場毗鄰，加以位處各大物流中心和航空客貨運轉運中

心。在桃園航空城跨世紀計畫逐漸成型與落實的推動下，本區將成為

台灣最重要的倉儲物流中心。在本校管理、資訊、人文等相關學群的

相互支援下，結合校方各項相關師資與軟硬體設備，與本校航運與物

流管理學系所互為援引配合，以達科技整合之綜效，從而使本所成為

國內「空運研究中心」，為國內培育空運高階師資與人力貢獻。 
E. 系所之必選修課程規劃 

(A) 大學部 
a. 通識課程 
通識與核心課程規劃分為九大學門，含本國語文學門、外國語

文學門、資訊教育學門、歷史研究學門、憲法政治學門、人文

藝術學門、生命科學學門、自然科學學門以及社會科學學門，

總共至少應修 32 學分。由通識中心專責全校通識課程排課事

宜，學生依公告之各學門課程名稱選擇修習。 
b. 專業必修課程 
包含航空法律與空運經營專業課程、物流專業課程與管理學

科，畢業時專業必修課程應修滿 63 學分。 
c. 專業選修課程 
物流管理類、電子商務類、語文能力類、計量方法類，畢業時

專業選修課程應修滿 18 學分。 
以上課程之架構，通識與核心課程的主旨在於基本能力之培

育，專業必選修課程開設的主旨在於專業能力的培育，使學生

在學習的過程中面對多元文化的應變能力，主要課程詳如下表

5-5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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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5-54  空運管理學系主要課程一覽表 
分 類 課  程 學分數 特色 

商管基礎課程 經濟學、統計學等 36 

運輸物流課程 運輸學、國際物流與貨運等 30 

進階管理課程 組織行為、生產作業管理等 21 

運輸觀光 
學院特色 

航空法政課程 國際民航法、民用航空法等 21 

空運專業課程 空運業經營與管理、飛航概論等 42 

機場規劃課程 機場經營與管理、機場規劃等 12 

實務實習課程 航空公司作業實務、實習等 21 

航空運 
輸特色 

外語專業課程 商業英文書信、專業英文等 25 

研究方法基礎課程 作業研究、畢業專題等 9 
  

 
(B) 研究所 

基於空運管理研究所之發展目標乃在於培養未來可成為空運管
理產業中高階主管之人才，因此除研究生所應具備之研究方法
論與研究能力訓練外，另將課程規劃為航空法政、空運專業、
管理與經濟、研究方法領域等四大領域，以能訓練出全面性適
於企業所用之人才。惟各領域涵蓋範圍廣闊，且空運管理研究
所研究生來自不同領域，也希望研究生能有更彈性的課程選
擇，並自行規劃其研究領域方向，而能針對其有興趣之專業領
域有更深入之探討，使研究生能適性發展，因此在程規劃上全
面採行選修方式，僅針對四大領域要求至少修習 2 門課或 6 學
分。四大領域課程規劃如下表 5-55 所示： 

 
表 5-55  空運研究所課程分類一覽表 

分 類 課  程 

航空法政領域 
私法性質國際航空法、公法性質國際航空法、空運契約專論、空運

制度與政策專論、民用航空法專論 

空運專業領域 

機場專論、空運專題研究、航空運具專論、航空運輸專論、航太科

技管理專論空運經營與管理專論、航空物流與貨運專論、航空資訊

系統管理專論、飛航安全與失事調查專論、航線班次規劃、空運行

銷管理專論、空運風險管理、海外研習 

管理與經濟領域 

運輸經濟專論、專案管理、電子商務專論、策略管理專論、組織與

管理專論、總體與兩岸經濟專論、供應鏈設計與管理專論、人力資

源管理專論、跨國金融與財務管理專論、經營策略與績效評估、消

費者行為專論 

研究方法領域 

論文研討、多變量分析、數量工具與方法、多目標決策分析、需求

預測與分析、資料分析與統計方法、論文寫作技巧、物流與運輸規

劃方法、研究方法、最佳化理論與方法、網路分析、等候理論與應

用、賽局理論、研究工具專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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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行政支援 
A. 本系所行政人員除系所務工作外，亦廣泛支援教師研究、教學、服務

之推行。舉其要者如教學事務支援（如排課、選課、加退選、輔系、

轉系、學程、輔系所、雙主修等）；系務事務支援（如獎學金、導師、

學生活動等）； 
B. 本系所各種服務已網路化。 
C. 行政流程電腦化之程度：行政資源均已全面儲存於本系所行政用電

腦； 
D. 空運系所在有限的資源下，亦提供給學生工讀和獎助學金的機會。這

些工作對於系所業務的推廣、教師研究的協助等均有正面的效益。系

所有專任系所助理一名，負責協助教師研究、教學、服務，行政效率

及經驗，頗受系所老師信任，也提供系所教師必要的協助。 
 

(6). 系所未來發展之具體建議 
A. 教育目標與發展特色 

(A) 密切注意愛台十二建設的臺中亞太海空運籌中心與桃園國際航

空城，配合加強本系之課程設計； 
(B) 針對兩岸三通對空運業之影響，機動調整本系招生策略。 

B. 課程規劃與教學品質 
(A) 針對航空環保議題，加開部分相關課程； 
(B) 本系所學生修習雙學位或輔系者則相對寥落，由於本系所課業

偏重，以致本系學生一向視雙主修或輔系所為畏途，目前本系

學生多僅偶然性選修外系課程，本系所學生雙修及修習輔系情

形並不普遍，今後可利用暑期開授學生跨領域或多學程修「雙

主修」或「輔系所」或「多學程」之課程，以擴展學生的能力，

增強工作能力與就業機會。 
(C) 由於各教師開設科目名稱相同者，其內容輒有殊異；且授課內

容，亦關涉學生選課權益，目前僅部分課程於選課前提供學生

課程綱要，並未全面普及所有開設課程，因此若無實際困難，

所有科目均應提供課程綱要為宜。 
(D) 宜多開短期課程，由相關學術界與實務界人士共同授課，並多

鼓勵航空業界人士多多提供學生寒暑假若不修課之學生實習機

會。 
(E) 針對學習成效不佳之學生，除了要有預警輔導等措施，亦應配

合適當的淘汰機制。 
C. 師資結構及聘用規劃 

(A) 目前系所師資的質與量已超過教育部新設系標準； 
(B) 兼任師資現已延請到政府民航政府單位與業界領導人士；惟除

民航政策外，實務部仍宜加強業界兼任師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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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師資現況及結構、師資專長與課程規劃配合情形、教師進修及升等情

形、未來新聘師資規劃 
(A) 師資專長與課程規劃配合情形 

為避免空運管理教育，在教學上有過於偏重理論，產生理論與

實務，而無法與國家政策發展配，或與空運產業配合缺陷。為

了彌補這項缺失，本系在遴聘兼任師資方面以具有在空運相關

產業多年工作實務經驗與背景之優良師資為優先考量。除冀望

將產業最新的知識與發展趨勢以實務和理論並重的方式傳授給

學生，並藉由此種聯繫管道與產業建立良好合作關係，並增進

學術界與產業界的良性互動。 
(B) 教師進修及升等情形 

目前一位講師正進修博士，一位助理教授申請升等副教授。 
(C) 未來新聘師資規劃 

將新聘具有在空運相關產業多年工作實務經驗與背景之兼任師

資。 
E. 學術重點研究規劃 

課程之教授必須植基於深厚之學術研究基礎，如此實務與理論方能引

起良性互動，互輔互成之加值效益。唯有紮實的學術基礎與良好的學

術研究風氣才能吸引更多的人才投入本系教學與研究的工作，亦唯有

如此才能更獲得業界的肯定與支持，俾向外爭取大型研究計畫，開拓

傑出教學研究資源。因此提升本系教師之專業學術研究水準與良好的

研究風氣，是本系日後發展之根基。 
F. 學術研究及學術活動 

(A) 擴大邀請外校教授到校演講，增廣學生之見識； 
(B) 近三年學術研究成果，中固有部分教師研究成果極為豐碩，惟

亦有部分教師在五年內僅發表少數論文，有積極努力之空間； 
(C) 宜加強與業界的交流，增加實務界授課與演講的時數與次數。 

G. 建教合作與推廣服務方面 
(A) 加強「產、官、學、研」建教合作，以提升本校教師理論與實

務經驗之結合，以提升研究風氣及水準； 
(B) 加強辦理推廣教育及學士、碩士在職進修； 
(C) 爭取公民營機構的建教合作計畫與經費； 
(D) 積極推展建教合作，同學利用寒、暑假期間增加開授短期課程

或實習，使理論與實務結合； 
(E) 目前與企業無建教案，此部份可以再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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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未來三年之中長程規劃 
A. 系所展望 

空運管理學系(所)於已有的教學及研究基礎，積極的規劃未來各項發

展之方針，以因應日新月異的資訊化、國際化及未來化的時代。 
B. 專業工讀計畫 

透過落實工讀制度和建教合作，使得本系學生可以印證學理與學習業

界實務技術，有助於畢業後的就業機會。此種學術和實務上資源相互

分享，管理理念之普及化與現代化，對提升企業轉型與產業升級，以

及教學研究上均有莫大之助益。藉由工讀規劃，使學生了解相關各項

職務及工作內容，以做為本系學生未來專業生涯規劃之依據，並期藉

由實際參與工作，評估及了解本身專業知識不足之處，並訓練學生獨

立之邏輯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力。 
C. 教學品質提升 

(A) 本系所每位專任教師均配置有研究室，同時規定每位教師須將

課表置於門上，並註明每週至少四小時之課業輔導時間； 
(B) 每年均舉辦企業參訪活動，配合課程需要進行訪問參觀，安排

學生參觀空運相關之航空物流業，增廣學生對空運相關領域實

務作業流程的了解與認同； 
(C) 舉辦小考、期中考、期末考，了解學生吸收程度與提升學習成

效； 
(D) 為求實務課程與業界同步，本系增設「航空運輸模擬教室」。 
(E) 本系所教師在教學方面皆認真負責，系上亦配合本校教學品保

政策，推行教學計畫書上網、配置留辦時間、學生到課點名、

各式問卷調查、平常考、期中評量、期末成績處理、課後補強

輔導以及參與教學研討會。 
D. 關於本系提升學術研究風氣與水準的具體構想與推動方案如下： 

(A) 與國內外相關學術單位與研究機構加強學術研究往來與交流。

除積極與民航局各產業工會以及各相關學術研究單位或中心進

行交流或互訪。並舉辦座談會與研討會等交流活動，並多方鼓

勵與獎勵本系教師在國內外著名之學術刊物發表學術論文，以

厚植本系學術研究之基礎與聲譽。此外，為配合空運的國際性，

本系擬延攬國外知名學者來台講學，或遴聘講座，以及規劃本

系教師與國外著名之相關科系進行交換學者與互訪或進行博士

後研究等活動，俾使本系的學術研究更具有廣闊的國際視野。 
(B) 積極向國科會、經建會、陸委會、交通部、民用航空局或運輸

研究所申請及爭取研究計畫，以使本系能有效利用學校既有之

資源，並為政府相關政策之研擬、評估、推動與執行，提供學

術與技術之"know-how"的社會服務工作。此外亦藉由研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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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累積，而使本系在相關專業領域內能在政府決策上扮演建言

與諮詢的智庫地位。除國內的研究計畫之爭取外，尤其是關於

中國大陸之空運、航空、物流、運輸、倉儲之計畫案更是繁多，

本系擬聘師資中有多位具有與這些單位聯絡的管道，因此擬透

過此種管道積極申請參與的機會。 
E. 建教合作 

建教合作計畫為大學教育之重要環節，旨在結合社會與學校以促進整

個社會國家的發展。本系所與航空產業配合從事培訓業界所需的人

才，航空產業界也為學校提供設備、培育學生、和提供適當的就業機

會。本系所一向積極與社會各機關、商業界聯絡爭取學生較長的寒暑

期實習工作，目前本系所已與國泰航空、復興航空、長榮航空、遠雄

空運倉儲、民航局、崴航國際承攬公司、騏迅國際儲運股份有限公司

等，積極合作外，學校在學期中亦與社會各界機構密切連繫為學生尋

求實習機會。 
 

(8). 預期績效 
A. 空運研究所成為台灣對空運管理研究有興趣的學生第一選擇。並能逐

年提升師資的質與量； 
B. 空運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成為空運或空運相關領域在職工作高階人

員的選擇，並以就讀本校空運研究所為榮。 
 

(9). 績效評量方法 
A. 本校招生報考人數與率取人數比例； 
B. 本校錄取人員報到比例； 
C. 本系所的師生比例符合教育部規定； 
D. 大學部學測錄取分數； 
E. 本系所專任教師學術文章發表、教科書著作、公民單位研究案、研討

會參與以及推廣教育的成績； 
F. 本系所教師教學評鑑結果； 
G. 本系所畢業學生就業率的高低； 
H.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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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休閒事業管理學系 
本校於 95 年 8 月 1 日正式改制為「開南大學」。改制後成立運輸觀光學院，

並於 96 年 8 月 1 日起奉准增設休閒事業管理學系，同年第一學期正式招收大

學部一年級新生一班，首屆錄取 51 名新生。 
本系成立之宗旨在培訓及提供優質休閒服務人員，以健全休閒產業環境，促

進產業經濟發展。由於周休二日制的實施，國人對於本土優質與健康的休閒

生活，需求日益增高，為了迎合此趨勢，未來休閒、遊憩、觀光相關產業對

其從業人員之需求，在其量與質的提昇上實刻不容緩。不論是大型主題遊樂

園、休閒渡假村、健身俱樂部、休閒農漁業與民宿之相繼進駐與相關資源之

規劃與發展；皆顯示出休閒產業的蓬勃發展與求才之迫切需要。 
休閒事業是以提供服務為主的產業，良好的服務品質更是成為休閒產業重要

的競爭指標。任何一種休閒遊憩活動的提供並不是隨手可得，所需的活動技

巧亦須要學習與培養，所需的場所、設施與執行人員都須要經過妥善的規劃

與訓練，所提供的活動相關資訊也需要有效傳達給民眾，並符合民眾需求，

才能提升休閒遊憩活動的參與量與民眾的生活品質。 
配合政府推展國際級的休閒農場，加上內需型休閒產業的產值正逐年增加，

為加速此產業的發展，並促使產業環境更成熟，透過人才的培育俾能加速市

場之良性競爭與健全產業之發展。本系的成立即在回應此發展趨勢，以強化

學生外語能力配合科技整合的學習環境，加強休閒產業人力需求與健全優質

服務的敬業態度為教學目標，除了修習專業課程外，學生必須在三年級下學

期參與實習課程，以落實專業教學與實務訓練之整合以培育優良的休閒事業

人才。 
本系目前擁有專任教師 5 位，皆具博士學位，其中教授 2 位、副教授 1 位、

助理教授 2 位；另與觀光系合聘講座教授張康聰博士。本系生師比為 10，博

士以上或助理教授以上的師資百分比均高達 100%。 
 

(1). SWOT 分析 

Strengths: 
潛在內部優勢 

Weaknesses： 
潛在內部弱勢 

1.地理位置優勢 
(1) 桃園地區所擁有之休閒農場全台僅次

於宜蘭縣，學生至農場實習或校外之

參訪、見習、觀摩等皆不必舟車勞頓，

可節省經費與時間。 
(2) 可經常就近邀請業界人士到校實務演

講或指導，可與業界建立良好互動關

係，結合理論與實務，並互相驗證。 
(3) 可與業界建立產學合作或建教合作關

係，對系上實務經驗之獲得、與業界

友好關係之發展及提供學生多元化就

業管道皆有正面之意義。 
 

1.本校屬新設，其知名度不如其他資

深學校，考生在抉擇時較易傾向選

擇較有知名度之學校。 
2.一般學生或家長對休閒系之課程內

容較無概念，對其未來出路亦較猶

豫。 
3.本系尚未有畢業生，同時尚未設立

研究所，說服力及競爭力較不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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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97  休閒事業管理學系之 SWOT 分析圖 
 

2. 新系無舊包袱問題，較富活力及衝刺空

間 
(1) 本系於 96 年 8 月始成立，至今尚未

滿一年，師資皆各有專長，人人皆以

系之長遠發展為目標，團隊分工互動

良好，整體合作充滿活力，絶無官僚

惡習。 
(2) 在此良性循環下，學生亦感受系上之

善意與和諧，不論學習或競賽均全力

以赴，充滿活力。 
3. 課程規劃結合理論與實務 

(1) 本系專業課程涵蓋「遊憩資源經營管

理」、「休閒事業創投管理」二大領

域，以培育優質休閒產業服務人員與

專業經營管理人才為目標。 
(2) 因應全球化與數位化的發展趨勢，特

別強化學生外語能力與科技整合的

學習環境。 
(3) 配合休閒產業人力需求與健全優質

服務的敬業態度，本系除了修習專業

課程外，學生必須在大三下參與實習

課程至少六個月，以落實專業教學與

實務訓練之整合，未來不論創業或就

業皆能快速瞭解並適應社會現況，成

為業界歡迎之人才。 
Opportunities: 
潛在外部機會 

Threats: 
潛在外部威脅 

1.兩岸三通之題材帶動觀光產業，可帶動同

屬觀光領域之休閒、遊憩、資源管理等行

業。 
2.本系學生在大三下皆參與實習課程至少

六個月，對課程理論與實務訓練之整合有

很大之幫助，未來不論自行創業或就業皆

有很大幫助並成為業界歡迎之人才。 
3.桃園由於地理位置及天氣良好之優勢，各

鄉均依其特色辦理相關休閒活動，如蓮花

季、草花節，海邊活動有永安漁港、竹圍

漁港等，登山活動有角板山、拉拉山等，

同時亦為全台高爾夫球場密度最高的縣

市，凡此種種對產學合作、校外實習等有

莫大之助益。 

1.近年來，少子化趨勢之影響日益彰

顯，同時各技術或管理學院均致力

於改制科技或一般大學，未來學生

可選擇的機會增多，恐影響招生人

數。 
2.各大學紛紛成立休閒相關學系，本

系企圖廣招程度較佳之學生相對較

為不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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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目標與特色 
A. 設立宗旨及教育目標 

本系配合本校中長程計畫：「本校為致力造就有責任感、誠實、具國

際觀視野和能力卓越專業人才，使其具備「英（外）語能力」、「資訊

素養」、「數理邏輯」與「倫理道德」之「基礎能力」，進而造就具「全

球化國際競爭力」之跨領域多元化的職場競爭力與就業能力人才之理

想目標」以達到本校「以教學為重心的國際化卓越大學」之理想目標，

並經本系專任教師於系務會議中多次討論，初步訂定「休閒事業管理

學系」之設立宗旨及教育目標如下： 
(A) 設立宗旨：培育具有健全人格、工作倫理、服務熱忱、宏觀視

野的專業技術及經營管理人才，貢獻所學，服務社會。 
(B) 教育目標： 

a.培育積極主動且富創意的休閒服務業管理人才， 
b.培育兼具外語能力及資訊應用之特定專業技術的管理通才， 
c.培育具有工作倫理、服務熱忱、團隊合作精神之職場工作者。 

B. 本系發展特色 
本系為因應國內休閒產業環境之人力需求，提供專業素養以促進休閒

產業服務品質與經濟發展，冀透過本系之設置，吸引更多有志青年投

身此項產業。本系的發展特色包括：1.師資質量俱佳，2.明確規劃發

展目標，3.課程選擇多樣化，4.理論與實務並重，5.提供學生多元化

國際學習資源，6.配合趨勢化的通識教育。詳加說明如下： 
(A) 師資質量俱佳 

本系為 96 學年新設的系，目前擁有學生一班 50 人，專任師資

五位均為博士級，包括教授 2 位、副教授 1 位及助理教授 2 位，

師生比為 10，為其他學系所不及。此外，並與觀光系合聘一位

講座教授，師資專長結構分佈極為均衡，充分配合系之發展方

向與特色。 
(B) 明確規劃發展目標 

短期課程規劃重點在發展休閒農業與鄉村旅遊等相關領域，中

期課程規劃重點在發展商業遊憩與主題樂園等相關領域，長期

課程規劃重點在發展休閒文化創意設計等相關領域。 
(C) 課程選擇多樣化 

本系課程因應未來社會發展需要，目前規劃為「遊憩資源經營

管理」、「休閒事業創投管理」兩大領域可供學生自由選擇，除

了修習本系專業課程外，還可以選擇跨系或跨院選修課程，以

建構學生自己選擇的專業領域，以便及早規劃未來生涯目標。 
(D) 理論與實務並重 

本系除了修習專業課程外，每學期均邀請業界有經驗之專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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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來校進行演講，幫助學生更瞭解外界實際運作情形，並安排

學生至各休閒相關產業實地參訪與體驗。此外，本系將積極與

各休閒相關產業建立產學合作關係，提供本系學生於大三下學

期實習之機會，培育學生的實務技術能力、前瞻的創造能力、

卓越的學術知能並將理論落實於實務經驗上。 
(E) 提供學生多元化國際學習資源 

本系於各學期開設一系列英、日語相關課程。同時經由本校與

美、英、日、韓等多國所締結的姊妹校關係，可利用交換學生

多元學習的管道，參與出國進修與訪問、學術合作交流或體育

交流等以拓展眼界，接受不同文化之洗禮。 
(F) 配合趨勢化的通識教育 

本系配合學校通識教育中心開設一系列通識與核心課程科目，

以培養學生健全之人格，強化學生的人文素養。 
 

(3). 策略與做法 
為達成上述本系所訂之教育目標，擬採行之策略及具體之做法說明如下： 

A. 專業分工策略 
本系自大二起，依學生生涯規劃分別提供二大組別以供選擇：(1)遊
憩 資 源 經 營 管 理 (Resource-based) ， (2) 休 閒 事 業 創 投 管 理

(Capital-based)，本系師資未來則依此二組別進行專業之教學及研

究，使學生得以適性發展。 
B. 資源共享策略 

本系規劃設立之專業解說教室由休閒系、觀光系與其他各系共同使

用，其設立目的、使用分配等皆能達預期之目標。 
本系之休閒事業創投管理組有許多課程須借助本校商學院各系所開

之課程，例如企業及創業管理系、國際行銷系、財務管理系等之師資，

以併班上課方式進行，符合跨系師資人力資源共享之原則。 
C. 跨域整合策略 

在教學方面，透過整合開課，進行跨系及跨院之自由選課，使教學資

源得以達最大、最有效之利用，並促使教師提高授課之良性競爭，達

成教學品質改進之目標。研究方面，則透過跨系、跨院、跨校研究團

隊之組合，進行團隊研究計畫工作之推動，群策群力，不但績效提高

且可獲得研究上之共識，對學術推展頗有助益。 
D. 策略聯盟策略 

透過本系設立之休閒產業諮詢輔導中心，加強與業者間之溝通聯繫，

聘請或諮詢產業專家或學者，為本系課程規劃及系發展方向提供建

言，而使課程內容符合產業需求，進而促成產學聯盟之建立。 
E. 國際化發展策略 

透過加強英日語教學，強化學生之外語能力，並多方建立姊妹校，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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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有較多機會至國外遊學。鼓勵教師以外語教學，並要求學生畢業

須通過英檢測驗，以增強學生之外語能力。並增加學生畢業後至跨國

公司就業之機會。 
F. e 化發展策略 

增購電腦硬體設備及各式套裝軟體程式集，供學生使用以增強其資訊

處理能力，開設相關資訊應用課程，提高學生資訊知識。 
G. 理論與實務整合策略 

邀請校外實務專家至校內進行演講與經驗分享，使學生瞭解實務上之

運作情形。透過學生至業界參訪，使學生親身體會業界實際經營之理

念、困難與解決之道，以達成學以致用之目的，以利未來就業接軌。 
研議聘請或諮詢產業專家或學者，為本系課程規劃及系發展方向提供

建言，冀望教育課程內容符合產業需求。 
H. 師資品質提升策略 

未來優先聘請具有系上所需專長及有教學熱忱之教師，加入本系教師

團隊運作，同時鼓勵系上教師升等，提升師資品質。 
I. 回饋策略 

蒐集學生對本系各項措施之建議意見，提供系務會議討論系上未來發

展及自我改善之參考，並持續實施系上之自評活動。 
 

(4). 課程架構規劃 
本系規劃課程架構之理念，是本著本系之設立宗旨：培育具有健全人格、

工作倫理、服務熱忱、宏觀視野的專業技術及經營管理人才，貢獻所學，

服務社會。及本系之教育目標：一、培育積極主動且富創意的休閒服務業

管理人才。二、培育兼具外語能力及資訊應用之特定專業技術的管理通

才。三、培育具有工作倫理、服務熱忱、團隊合作精神之職場工作者。並

考量學生核心能力之培養，以滿足市場需求和社會發展的情形而加以規

劃。 
本系依休閒產業市場未來人力需求走向，短期內將課程設計為二大領域，

內容包括：遊憩資源經營管理 (Resource-based)和休閒事業創投管理

(Capital-based)，由本系五名專任教授負責各領域課程內容規劃，以培育

優質休閒產業服務人員與專業經營管理人才為目標。因應全球化與數位化

的發展趨勢，將強化學生外語能力與科技整合的學習環境。配合休閒產業

人力需求與健全優質服務的敬業態度，本系除了修習專業課程外，學生必

須在三年級下學期參與實習課程至少六個月，以落實專業教學與實務訓練

之整合。 
本系最低畢業要求應修習 128 學分，其中包括「專業必修」62 學分，佔

48%，「專業選修」18 學分，佔 14%，「通識與核心課程」至少 32 學分，

佔 25%。，其餘學分數開放由學生自由選修學分學程、他系課程或本系課

程。 
本系課程規劃架構(見圖 5-98)，針對「專業知識的傳授」，規劃基礎課程為

「基礎商業課程」、「基礎專業課程」、「通識課程」;進階課程則分為「休閒



 383

產業實務課程」、「專業管理課程」、「分析研究課程」；學生可依據其性向、

興趣及能力，搭配不同的專業選修課程，培養本系「遊憩資源經營管理」

及「休閒事業創投管理」二個領域的專業能力。 
 
 
 
 
 
 
 
 
 
 
 
 
 
 
 
 
 
 
 
 
 
 
 
 

 
 
 
 
 
 
 
 
 
 
 
 
 
 

休閒系課程規劃架構圖 

基礎商業課程 

1. 會計學 

2. 經濟學 

3. 管理學 

 

 

基礎專業課程 

1. 休閒心理學 

2. 休閒社會學 

3. 遊憩經濟學 

4. 休閒運動概論 

5. 休閒遊憩概論 

6. 休憩資源概論 

7. 休憩與環境管理 

通識課程 

A 本國

與外國語文 

B 自然

與生命科學 

C 憲政

與社會科學 

D 歷史

外國語言 

進階休閒專業課程 

休閒產業實務課程 

校外實習 

遊憩活動實務 

就業輔導 

專業管理課程 

休閒事業行銷管理 

休閒活動企劃與評估

休閒產業投資規劃 

工作倫理 

分析研究課程 

統計學 

研究方法 

專題研究 

GIS 應用 

專業選修課程 

※遊憩資源經營管理(Resource-based) 
地理資訊系統概論、地理資訊系統應用、休閒遊憩資源規劃、休閒農業經營與管理、

解說教育、戶外遊憩理論與實務、商業遊憩、民宿經營與管理、導覽解說實務、運動

賽會管理、節慶活動管理、主題樂園管理、生態旅遊規劃、遊憩資源調查與評估、遊

憩設施規劃與開發、遊憩設施管理實務、國家公園管理、博奕事業管理、渡假村管理、

俱樂部管理、特殊族群活動設計、博物館管理、餐旅管理概論、服務品質管理…等 
※休閒事業創投管理(Capital-based) 
財務管理、組織行為、消費者行為、休閒事業電子商務、觀光人力資源、休閒事業創

意行銷、創意休閒活動設計、遊憩諮商與輔導、社區休閒理論與實務、文化創意產業

管理、休閒事業策略管理、休閒產業發展、休閒行銷企畫實務、生活創意產業管理、

餐旅管理概論、服務品質管理、休閒需求分析與預測、就業輔導、服務業行銷、顧客

關係管理、市場調查、產品與定價策略、中小企業創業理論與實務、投資學…等 

圖 5-98  休閒事業管理學系二大領域課程規劃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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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行政支援 
本系於 96 年成立後，組織架構即含系務會議、系教評會議、系課程會議

及系評鑑小組，因為新系，各辦法皆須新設，系務會議及系課程會議召開

次數頻繁，對於新教師之聘任則召開系教評會充分討論。 
同時本系為配合學院運作之必要，亦選派專任教師參與院務會議、院教評

會議、院課程會議等院級行政組織及會議。 
針對系上之行政工作，系上配有行政助理乙名，負責處理系上相關行政工

作，含導師、學生活動、排課、選課、加退選、轉系、獎學金等，同時若

工作過於繁重，或臨時有重大任務，需要幫手，學校亦提供一定數額之工

讀金，可請工讀生協助行政工作之順利進行。 
每位教師課堂學生人數達 80 人以上者，學校皆配給一位教學助理，以減

輕教師之教學負擔。 
 

(6). 系所未來發展之具體建議 
A. 加強專業師資的聘任與績效考核 

本系在後續聘任授課老師方面，將積極搜尋國內外休閒管理相關研究

所博士班之博士候選人，考量其專長領域符合系上發展方向，接洽其

來校任教意願並協助就職前之相關準備工作，以爭取來校任教，並落

實教師專業與授課科目相符的要求。 
本系未來應積極延聘休閒文化創意設計領域相關的博士級教師，讓本

系專業領域師資更趨完整，並滿足本系未來發展新領域的需要。其

次，積極延聘休閒資訊管理與電子商務領域的師資，以協助帶領本系

師生研究團隊，推動休閒產業諮詢輔導中心有關休閒農業資料庫的建

立與應用。 
在專業師資的績效考核方面，本系未來應秉承本院所訂定之「教師績

效評量辦法」，強制所有教師均須接受績效評量，冀能提升研究、教

學及輔導與服務的績效。教師評量未通過者，不得提出升等。次一年

起不予晉薪、不得支領超支鐘點費、不得在校內外兼職兼課、不得休

假研究、不得出國講學、不得申請留職留薪出國研究或進修。 
B. 繼續擴展專業圖書與電子資料庫之購置 

持續進行休閒管理領域相關書籍、影音資料等之蒐集建檔，向本校圖

書館薦購本系相關國內外優良圖書期刊及電子資料庫，由學校統一採

購，以充實本系相關圖書館藏資料。同時，藉由與業界實習合作或研

究計畫進行，鼓勵捐贈圖書或相關設備。 
C. 建立教學平台，教材全面上網，提供 e 化的學習環境 

繼續充實本系相關資訊設備，建立教學平台，鼓勵老師全面將教材上

網，提供 e 化的學習環境。充分利用網路及資訊科技教學，建立本系

教學特色、提昇教學品質，創造多元之教學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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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建構完善的選課輔導機制 
學生在選課時往往無法由課程名稱得知實際課程內容，因而影響學生

選課之判斷，故授課教師有必要於選課前將課程大綱上網公告。同

時，由於學生未來自由選課的彈性增大，除了由導師與系助理來輔導

之外，建議未來於選課前，由系上辦理選課輔導說明會，邀授課教師

說明所開課程有無先修課程之要求，以及後續可以繼續修習之相關系

列課程。 
E. 成立研究團隊，發揮學術研討機能 

(A) 鑑於產、官計畫案越來越少，獲得不易，本系未來應鼓勵系上

師生，成立研究團隊，可跨系、跨院，更可跨校、跨國，加強

學術夥伴關係的建構，以團隊力量突破困境，開創新局。建議

由研究團隊召集人帶領進行休閒管理相關領域之研究，除鼓勵

產生學術著作外，並據此辦理學術研討，發揮研究成效。 
(B) 將演講及參訪效果擴大，由老師帶領學生研究團隊，延伸進行

其相關學術研究，以真正發揮演講及參訪後續效果。 
F. 成立產學聯盟，加強休閒產業經營管理實務之教學研究 

本系未來應加強與業界之溝通交流，產學合作，並與業者成立產學聯

盟。目前已籌設之休閒產業諮詢輔導中心，未來應提供業界諮詢之管

道，將本系教師之專業能力表現貢獻於業界與社會，爭取各界之認同

與肯定，同時可收集業界經營之個案資料，並據以編輯課程教材，從

事個案教學，除加強休閒產業經營管理實務之教學研究外，並將理論

與實務完全融合。 
G. 設立碩士班與休閒產業研究中心 

(A) 為提升本系之學術競爭力，建議於未來設立休閒事業管理碩士

班，以提供本系畢業生未來繼續深造之機會。同時可藉由此深

造管道的提供，以提高未來高中生前來報考本系大學部之意願。 
(B) 為強化休閒產業相關研究，建議未來將休閒產業諮詢輔導中心

轉型改編為休閒產業研究中心，以同時發揮產業諮詢輔導與研

究發展之功能。 
 

(7). 未來三年之中長程規劃 
A. 短期 

(A) 課規重點及目的 
a. 短期課規重點在發展休閒農業與鄉村旅遊、渡假民宿等地方

特色產業所需人才培育與環境管理相關課程。 
b. 短期課規目的在借助地緣關係，取得地利之便，就近利用地

方性特色產業的學習機會與環境，來培育學生具備將來可以在

該產業就業或自行創業的基本條件與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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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師資延聘計畫 
本系短期將延聘一名擁有休閒管理相關博士學位且具有休閒事

業行銷管理、財務管理、休閒資訊管理與電子商務領域相關的

專任師資，一方面可以負責講授休閒事業行銷管理、財務管理

等大二的課，另一方面可以協助休閒產業諮詢輔導中心建立休

閒農業資料庫工作的推動。 
B. 中期 

(A) 課規重點及目的 
a. 中期課規重點在發展商業遊憩、主題樂園、國家公園、森林

遊樂區、國家風景區等產業所需人才培育與環境管理相關課

程。 
b. 中期課規目的在順應經濟發展階段逐漸邁入商業化的演變，

來培育學生具備將來可以在該產業就業或自行創業的基本條

件與素養。 
(B) 師資延聘計畫 

本系中期將延聘一名擁有休閒管理相關博士學位且具有商業遊

憩、休閒美學、遊憩設施規劃與開發、節慶活動管理、主題樂

園管理、國家公園管理等領域相關的專任師資，一方面可以負

責講授上述專長課程，另一方面可以協助積極推動商業遊憩方

面的產學合作，培育出休閒產業管理專業之領導人才。 
C. 長期 

(A) 課規重點及目的 
a. 長期課規重點在發展社區休閒、長宿休閒、休閒產業發展規

劃、休閒文化創意設計所需相關課程。 
b. 長期課規目的在借助人類腦力智慧，增添想像，推陳出新，

提升休閒產業的附加價值，增進民眾生活樂趣，來協助學生具

備將來可以在該產業就業或自行創業的基本條件與素養。 
(B) 師資延聘計畫 

本系長期將延聘一名擁有休閒管理相關博士學位且具有休閒文

化創意設計相關領域的專任師資，一方面可以負責講授創意休

閒活動設計、文化創意產業管理、生活創意產業管理、博物館

管理、社區休閒理論與實務等大三與大四的課程，另一方面可

以教導學生如何發揮創意來為休閒產業增加附加價值。 
 
(8). 預期績效 

A. 教師陣容 
依本系規模與成長情形適時增聘與本系目標專長相符之優秀師資加

入本系行列，強化系上教師陣容，使教學績效、研究成果能著有績效，

生師比能達理想狀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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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術活動 
籌辦學術論壇，加強產學交流與參訪活動，發揮研究成效，以增進本

系知名度與研究深廣度，同時提昇本校聲譽及學術水準。 
C. 參訪活動 

將參訪效果擴大，增加學生實習之機會與場所，提升報到率、就業率

與未來之競爭力。 
D. 業界交流 

強化與業界之溝通交流，擴大與業界實質之友善關係，增加外界對本

系之瞭解，以增加產學合作或建教合作機會。 
E. 學術研究 

鼓勵教師申請國科會、農委會、經建會、縣政府或其他單位之相關研

究計畫，加強學術研究風氣，培養學生做研究之習慣與能力。 
 

(9). 績效評量方法 
A. 量化資料評量： 

(A) 每年延聘一位具博士學位之教師 
(B) 發表之論文數量 
(C) 研究計畫件數 
(D) 舉辦學術論壇場數 
(E) 舉辦參訪活動次數 
(F) 舉辦與邀請業界或社會知名人士來演講次數 
(G) 社會服務件數 
(H) 受邀至外界演講次數 
(I) 專業圖書期刊增加量 
(J) 錄取人數比例 
(K) 錄取學生報到比例 
(L) 生師比 

B. 質化資料評量： 
(A) 學術機構及產業界對本校教學及研究績效之評價 
(B) 學校聲譽之提昇 
(C) 產業界對學生實習活動之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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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運輸科技與運籌學系 
本系於 96 學年度起開始招生運作，其係配合校務發展需求，培育我國發展推

動「台灣成為全球運籌中心」之國家發展計畫所需之人力資源。雖然是新成

立系所，由於本校已運作多年，一切系務行政皆有法規制度可循，故日常運

作並無問題，也沒有太多困難。 
其可能問題所在，應類似學校制度面及我國大學教育面臨之問題，例如： 

 
(1). SWOT 分析 

圖 5-99  運輸科技與運籌學系之 SWOT 分析圖 
 
 

Strengths: 
潛在內部優勢 

Weaknesses： 
潛在內部弱勢 

1. 配合本校運輸觀光學院之國際運籌科

系整合，可建構完整的 「陸、海、

空」一貫化物流運輸服務，也方便學

生以輔系或學程方式，學得完整現代

企業重視的國際運籌專業知能。 
2. 本校重視國際化教學及學生英語之提

昇，有助本系培養學生對國際運籌運

作之知能學習及就業競爭力之提高。

3. 本系新設立，具有因應產業技能求，調

整改善系課程內容。 
4. 本系學生專業知能培養，包括「運輸科

技應用及管理」與「國  
5. 際運籌」兩主軸，符合現代企業運作之

需求。 

1.本系新設立，知名度尚不足，尚未建立強

烈品牌特色，需更加強行銷及建立與其他

校系不同的教學特色；。 
2. 新設立私立大學之系所，經費、設備、圖

書及研究成果累積較弱。 
3. 招收學生程度較弱，學習力較弱，教學需

費較多心力與資源投入。 

Opportunities: 
潛在外部機會 

Threats: 
潛在外部威脅 

1.本校校址區位良好，國際物流產業設立

密集，有助本系發展產  
2.學合作及洽商學生校外參訪實習與畢業

生就業機會等事宜。 
3.本校知名度及招生報到率，逐步提昇，

有助本系持續發展。 
4.本學院系所協力，可增強成立國際運輸

學院，領導亞太地區國際運輸及物流運

籌學術研究之機會。 
5.國內外運輸科技博士人才充足，本系比

較容易招聘優秀師資，加入團隊，提昇

系競爭力。 

1.少子化造成學生來源減少，又面臨競爭，

系所招生將越來越困難。 
2. 國內就業機會越來越少，畢業生就業恐怕

越來越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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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目標與特色 
秉承本校初步規劃 97-99 中長程計畫說明：「本校為致力造就有責任感、 誠
實、具國際觀視野和能力卓越專業人才，使其具備「英(外)語能力」、「資

訊素養」、「數理邏輯」與「倫理道德」之「基 礎能力」，進而造就具「全

球化國際競爭力」之跨領域多元化的職場競爭力與就業能力人才，以臻本

校「以教學為重心的國際化卓越大學」之理想目標」，並經本系專任教師

於系務會議中多次討論，初步訂定「運輸科技與運籌學系」之教育目標及

發展特色如下： 
A. 本系教育目標 

(A) 在術德兼修的教育理念下，經由質量並重的教學內涵之傳授，

培養學生積極進取的精神、主動學習的能力、及負責任的為人

處事態度。 
(B) 在理論與實務整合的教學原則下，培育學生具備陸地運輸

(Surface Transportation)科技應用與供應鏈管理(Supply Chain 
Management)的各類專業知識及經營之技術，成為政府相關部門

與民間事業單位之營運服務管理人員。 
(C) 因應終身學習及全球化時代的來臨，鼓勵同學尋求國內外繼續

深造及學習之機會，以厚植其獨立作業與繼續學習及研究之基

本能力。 
B. 系所發展特色 

(A) 系所設立配合校務規劃發展方向。 
(B) 系所設立宗旨及課程規劃內容，符合現代商業體系運作，高度

重視供應鏈(運籌)管理整合之商業運作模式的需求。 
(C) 系所專(兼)任師資，學術專長完全符合系所教學、研究及未來發

展之需求。 
(D) 課程內容將符合產業需求，並時時檢討改善。 
(E) 教學方式將採行理論與實務並重之特色。 
(F) 積極推動國內外學術結盟及產學合作之方案。 
(G) 良善規劃及輔導學生升學及就業之措施。 

 
(3). 策略與做法 

A. 為加強行銷及建立本系與其他校系不同的發展特色，本系專任教師需

持續認真教學研究，累積厚實教學研究能量，協助建立本校以「以教

學為重心的國際化卓越大學」之理想目標。 
B. 未來優先聘任有教學熱忱及豐富經驗之師資，加入本系團隊運作。 
C. 爭取校方投資更多新系所經營所需之經費、設備、圖書等資源，促進

新系所快速成長。 
D. 研議聘請或諮詢產業專家或學者，為本系課程規劃及系發展方向提供

建言，冀望教育課程內容符合產業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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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持續辦理國內外產業參訪與學術交流，擴大學生視野並提昇就業競爭

力。 
F. 定期蒐集學生對本系設立宗旨、教育目標及發展特色之意見回饋，提

供系務會議討論系未來發展之參考。 
 

(4). 課程架構規劃 
A. 爲達成培育「全球運籌與運輸科技管理」專業人才，規劃出二個主要

學程：運輸科技管理學程與供應鏈管理等二大課程。主要規劃課程如 
下圖 5-100 所示： 

 
 
 
 
 
 
 
 
 
 
 
 
 
 
 
 
 

 
圖 5-100  運輸科技與運籌學系課程規劃圖 

 
 

B. 四年課程設計架構 
(A) 第一年：爲培育具備全球運籌管理專業知識的大學生，我們預

計在第一年開設相關的基礎課程。 
(B) 第二年：課程的安排在使學生對運輸科技管理及物流網路有基

礎的認識。規劃開設的課程如下：空運經營管理、航運經營管

理、運輸經濟、運輸行銷管理（運輸科技管理）；物流管理、

物流法規（物流運籌管理）；運籌管理、行銷與流通管理、供

應鏈設計與管理（企業運籌管理）。 
(C) 第三年：我們預計開設進階相關課程，而課程的設計將以企業

電子化及運輸智慧化課程為主軸，可包含；物流資訊管理、電

子商務與物流、智慧型運輸系統等。 

運輸科技管理 

供應鏈管理 

智慧型運輸系統 運輸地理資訊系統 統計學 

作業研究 運輸企業倫理 運輸學 運輸管理 

運輸科技實務 交通工程與控制 運輸規劃 

運輸與交通政策 交通法規 運輸經濟 大眾運輸系統 

國際物流與複合運輸 運輸安全 客運業經營及管理 

訂價管理及票證系統 先進公共運輸系統 運輸英文 

運輸英文寫作 軌道運管理 

運輸物流管理 供應鏈管理 管理數學 統計學 

作業研究 顧客關係管理 運籌實務 倉儲與存貨管理

流通管理 電子商務與物流 採購與供應商管理 

物流軟體分析及應用 運籌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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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第四年：開設的整合性課程，希望能讓學生將之前所學的供應

鍊管理、運輸管理、及物流管理相關領域課程作整合性的發揮。 
 

(5). 行政支援 
A. 系務行政 

自 96 年 8 月 1 日本系正式成後，系主任邱榮和博士隨即擬具系行政

運作之各項法規，包括：系務會議、系教評會議、及系課程會議等，

並召集全系專任教師討論決議後，送請校方相關單位核准實施。因本

系為新成立系所，系務會議及系課程會議之召開頻繁，除了日常系務

運作事項外，也特別著重討論本系未來發展方向、課程設計之內容、

教學實施方式、及學生學習輔導機制等議題、系教評會議則討論系聘

任師資問題，進行深入之討論。本系專任教師皆為各項會議委員，大

家充分與會，討論系未來發展及相關事務，運作和諧順暢。 
B. 院務與校務行政 

本系充分配合學院運作之需求，選派任專任教師參與院務會議、院教

評會議、及院課程會議等院級行政組織及會議，同時積極鼓勵本系教

師，參與共商本院運作及未來發展計畫，本系教師亦參與校務相關委

員會議。 
 
 
表 5-56  運輸科技與運籌學系之教師派任院務相關委員會一覽表 

院務相關委員會 運輸科技與運籌學系選派任人員 
院務會議 邱榮和委員、洪境聰委員、郭旻鑫委員 
院教評會議 邱榮和委員、李文福委員、顏嗣鈞委員 
院協調會 邱榮和委員 

 
 
表 5-57  運輸科技與運籌學系之教師派任校務相關委員會一覽表 

校務相關委員會 運輸科技與運籌學系 派任人員 
校務會議 邱榮和主任、洪境聰老師、郭旻鑫老師 
校課程會議 邱榮和主任 
校內計畫案審查委員會 邱榮和主任（本院代表） 

 
 

C. 未來三年系務重點 
(A) 配合校(院)務發展需求，為國家培育發展「全球運籌」計畫所需

之人力資源。 
(B) 系所配合院務整體運作，對未來發展計畫（包括特色、課程、

人力規劃）等事項，將依全系專任教師參與並定期召開的系務

會議、系課程會議、系教評會議，集體討論檢討及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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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全系專任教師認真投入，每週或每二週即舉行一次系務會議或

系課程議，為本系發展貢獻心力。 
(D) 派任專任教師參與校務或院務發展之相關委員會運作，可充分

瞭解掌握校務或院務發展之方向，促使系務發展可配合校務或

院務之發展。 
(E) 為求建立本系特色及發展方向，除了本系專任教師之認真投入

貢獻外，未來更將諮詢產業專家或學者意見，並定期蒐集學生

對本系發展特色之意見，提供本系自我改善品質之重要參考依

據。 
(F) 為強化本系發展，本系在創系籌備期間，於 96 年 5 月及 97 年 1

月間分別與澳大利亞商「拓亞物流有限公司」及「桃園汽車客

運股份有限公司」簽訂產學與建教合作發展計劃，與台灣鐵路

局與台北捷運公司也在洽談合作機會，未來將輔導學生於寒暑

假至業界實習，縮短理論與實務教學之差距，也為畢業生尋求

就業機會。 
 

(6). 系所未來發展之具體建議 
A. 確實結合教育目標與課程設計。 
B. 尋找學習標竿的對象，並突顯本系特色。 
C. 依據「培養民間及政府營運服務人員」的教育目標，設計課程內容，

與教學方面，輔導學生專業證照及公務人員資格的取得。 
D. 結合產學合作，未來安排系上學生於業界實習之機會。 
E. 隨著系上學生人數的成長，增加聘任學經歷豐富的教授與副教授。 
F. 研究方面著重在「運籌管理」之產學合作，同時發揮地理優勢與地方

政府合作。 
G. 提昇系上學生外語能力。 

 
(7). 未來三年之中長程規劃 

A. 充實師資，提升教學品質，落實教育目標。 
B. 提昇教學資源，增加實驗室設備與儀器。 
C. 輔導學生課程選修，規劃畢業就業或升學。 
D. 增加產學合作對象，增加學生就業機會。 
E. 舉辦研討會，促成與增加運輸領域產官學界交流合作。 
 

(8). 預期績效 
A. 課程設計達到預設之教育目標。 
B. 成為特色明確之系所。 
C. 培養出具競爭力之畢業學生。 
D. 學術活動與研究成果質與量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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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績效評量方法 
A. 學生學習成果與實習表現。 
B. 系所特色之顯現。 
C. 畢業生就業與繼續升學之狀況 
D. 本系所專任教師學術文章發表、教科書著作、公民單位研究案、研討

會參之績效。 
 



 394

(五)人文社會學院 
本院於 2006 年 8 月間正式成立，下有公共事務管理學系、法律學系、應用英語

學系、應用日語學系等四個學系。這些學系除大學日間部外，皆設有碩士班，另應

用英語學系和應用日語學系復設有大學夜間學制進修學士班，公共事務管理學系則

設有碩士在職專班。此外，本院尚設有華語文教學研究所一獨立研究所。 
 
表 5-58  人文社會學院系所一覽表 

系所 部    別 

公共事務管理學系 學士班（日）、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法律學系 學士班（日）、碩士班 

應用英語學系 學士班（日、夜）、碩士班 

應用日語學系 學士班（日、夜）、碩士班 

華語文教學研究所 碩士班 

 
迄 97 年 3 月止，本院計有學生 2,030 人，其中大學部學生 1,923 人，碩士班學

生 107 人；教師部分，計有專任教師 69 人，其中教授 8 人，副教授 12 人，助理教

授 45 人，講師 4 人。 
為有效提昇辦學品質與對外競爭能力，本院參酌本校之教育發展目標，以及院

內外各種主客觀條件，規劃本院未來三年之中長程發展。以下，就本院的 SWOT 分

析、目標與特色、策略與作法、課程架構規劃、行政支援、未來發展的具體建議、

未來三年的規劃、預期績效、績效評量方法等方面，進行分析說明。 
 

(1). SWOT 分析 
本院根據內部環境的資源條件，評估優勢(Strength)與劣勢(Weakness)，
另考量國家社會發展情形，以及國內目前的教育現況，評估外部機會

(Opportunities)與威脅(Threats)，所得之 SWOT 分析如下圖 5-98 所示： 
 
 

Strengths: 
潛在內部優勢 

Weaknesses： 
潛在內部弱勢 

1. 從地理條件來看，本校校址旁鄰桃園國

際機場，位居國家門戶所在，故本校的

各院系皆具有發展國際化的先天基

礎。且本校業與多所外國學校簽訂姊妹

校協議，每年選送學生出國進修，國際

交流已具雛形，本院並有學生透過此類

措施取得美國 MIT 與日本早稻田大學

等名校的學位。 

1. 由於本院設立至今未滿二年，從負面的角

度來看，短期間內，尚難以形塑深刻的組

織文化，也尚未建立強烈的品牌形象與學

術聲望。另外因畢業校友數量有限，故在

產業界中，尚未能夠深入植根。 
2. 本院目前的師資，以助理教授級為主，整

體年齡結構較為年輕，在教學、研究方面

的經驗較為不足，著作產能亦仍待持續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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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建校歷史而言，本校為新設立的大

學，相對而言，傳統包袱較少，院系所

組織文化的可塑性較高，故本院在推動

行政、師資與課程等多方面的改革措施

時，擁有更寬闊的揮灑空間，並能在較

短的時間內見到成效。 
3. 在師資方面，本院 69 名專任教師中，

助理教授以上者佔 94％，高於全國公立

大學校院助理教授以上師資比例的平

均數（96 學年度為 86.7%），整體素質

良好。倘若以國籍分析，外籍教師有 16
人，佔全院師資的 23％，亦足以成為本

院發展國際化時的最佳媒介。 

升。 
3. 因本校屬於新設置的大學，知名度略遜於

傳統學校，故目前所招收的學生，整體而

言，資質程度尚難媲美排名前段大學的學

生。 
4. 本院所屬的五個系所，彼此同質性較小，

在進行教學資源的整合工作時，困難度較

高。 
 

Opportunities: 
潛在外部機會 

Threats: 
潛在外部威脅 

1. 桃園縣境內有二百萬人口的工商大

縣，而本校是北桃園地區唯一一所綜合

型大學，故具有充分的市場發展潛力。

2. 1987 年解嚴以後，台灣的民主法治秩序

日益步上正軌，社會對於公共事務管理

人才與法律事務人才的需求日益增

加，本院之公共事務管理學系與法律學

系即因應此種趨勢而設立。 
3. 台灣為一海島型國家，經濟的發展向來

倚重於對外貿易，故需要大量的商用英

語人才，而近年來政府又大力推動英語

教育的向下紮根工作，更促使基礎英語

教學人才的市場需求度大增。 
4. 由於地理與歷史等因素，我國與日本無

論在政治、經濟與文化等各方面的交

流，長期以來皆極為頻繁，近年來社會

上亦處處瀰漫著學習日語的風氣，故具

備實用日語及基礎日語教學能力的人

才，就業市場上，往往擁有良好的機

位。 
5. 根據研究，華語學習未來可能成為世界

上僅次於英語的第二大語言產業，預估

全球將有一億人以上學習華語，而台灣

社會近年來因為外籍勞工、外籍專業人

員與外籍配偶的人數持續大量增加，華

語教學的相關產業前景更是看好，本院

的華語文教學研究所，即因應此一風潮

而設置。 

1. 近年來，國內婦女的生育率持續下降，少

子化的社會已經來臨，此種趨勢將使大學

系所日後的招生益顯困難。 
2. 在少子化時代來臨的同時，國內公私立大

學（不含學院）的數量，卻由 85 學年

度的 24 所，急速暴增為 96 學年度的

101 所，此一變化，使得各大學彼此間

的競爭日趨激烈，市場淘汰機制已然成

形，而私立學校和新設立的學校在辦學

時，將面臨更嚴峻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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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國內傳統大學每每強調頂尖人才的培

植為其教育目標，卻忽略中堅、基層人

才的培育。本院配合學校的教育目標，

採行務實路線，依照學生的普遍程度與

個別特質，進行師資與課程的改革，務

使學生畢業之後能夠學以致用，充分就

業。此將使本院各系所在眾多同質性大

學系所的激烈競逐中，走出一條獨具特

色的道路。 
圖 5-101  人文社會學院之 SWOT 分析圖 

 
(2). 目標與特色 

本校於 2000 年創設，以「至誠、卓越、自由、豪邁」為校訓。在現任校

長高安邦教授的領導下，本校自我期許能夠逐步成為一所國際化的知名

大學；另一方面，也希望本校的師生能以專業專長融入社會，並且用心

關懷，擁抱社區。 
在上述發展方針的指引下，本院的發展目標與特色如下： 
A. 發展目標 

(A) 本院的發展目標，在校園內部而言，在於努力推動國際化，擴

展本院學生的國際視野，並充分運用本院的教學資源，以支援

本校其它院系所的課程安排，深化學生的人文關懷。 
(B) 對外方面，由於桃園縣乃是境內有二百萬人口的工商大縣，也

是國際門戶之所在，而本校又是北桃園地區唯一的綜合型大

學，因此，本院的五個系所，肩負了為北桃園地區培育人才的

重責大任。準此，為地方－尤其是北桃園地區－培育公共事務

管理、法律實務以及英語、日語和華語文教學等商務語文和文

化教育方面的人才，並使每位畢業生皆能適才適所，充分就業，

乃是本院務實且明確的目標。 
B. 發展特色 

(A) 衡量學生素質、校內外資源以及社會發展趨勢，推動務實教學，

以學生能充分就業為第一目標。 
(B) 重視學生跨領域知能與第二專長之養成。 

(3). 策略與做法 
依據前述 SWOT 分析所得之內容，本院對於未來院務發展所擬定之策略

與作法如下： 
A. 持續加強國際化 

本院一方面在學校既有的姊妹校交流計畫下，持續鼓勵學生赴國外學

校進行遊學、留學或短期參訪，以達學習的國際化。另一方面，亦鼓

勵各系所的教師踴躍參與國際研討會、投稿國外學術期刊，或與國外

學界進行其他各類學術交流，以達教學和研究的國際化。此外，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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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96 學年度起，延攬德國籍學者 Dennis Schilling 博士擔任華語文教

學研究所專任客座教授，並兼所長職務，此一措施，已使得本院與德

國慕尼黑大學建立起良好的交流基礎。 
B. 課程內容與教法跳脫傳統的框架 

由於本校屬於新設置的大學，知名度略遜於傳統學校，且目前所招收

的學生，整體而言，資質程度尚難媲美排名前段大學的學生。為落實

本院務實辦學的主張，使學生皆能學有專長，充分就業，故本院各系

所的課程安排，將跳脫傳統大學科系以頂尖人才與中高階領導人才養

成為目標的課程設計架構，而是根據在地公共管理事務、法律事務、

商用英日語、英日語教學、華語文教學等中堅、基層人才培育的實際

需求，重新規劃課程的方向與內容。 
在改革課程的同時，本院對於教師的教學方法也有著高度的期許。消

極的方面，將嚴格要求所有教師的授課必須與其研究專長相符，以確

保學生的上課權益；積極方面，則鼓勵所有老師彼此觀摩學習，精進

教學技巧，乃至於參與教育部的中綱計畫，透過深入而廣泛的討論與

研究，提升教學方法與教材設計的品質。 
C. 培養學生第二專長 

在此多元且競爭激烈、變遷迅速的社會裡，單一的專長已經逐漸無法

滿足市場業主的需求，且在產業轉型的震盪過程中，往往會喪失與他

人同台競逐的機會。因此，本院重視學生第二專長的養成，除鼓勵學

生積極修讀輔系、雙主修外，並整合院內教學資源，開發各類院級學

分學程（例如華語文教學學程、全球化研究學程、國際事務管理學程

等），務使學生畢業時能具備跨領域專長。 
D. 建立補救教學制度 

因本院學生的素質並非屬於最佳，學習過程中，容易遭遇到較多的阻

礙，故本院將要求各系所確實建立起補救教學的制度，使學習能力較

為不足的同學得以迎頭趕上。 
(4). 課程架構規劃 

A. 課程規劃的機制 
本院內各種課程規劃的運作機制，主要有三： 

(A) 關於系所課程： 
院內各系所開設的課程中，核心課程、專業必修課程與專業選

修課程的規劃，須通過系所課程委員會議、院課程委員會議以

及校課程委員會議三階段的審核。另有將成立的課程改革工作

坊，由校外的專家學者擔任諮詢委員，就各系所的課程規劃向

本院提供檢討與改善的意見，作為本院督導、協助各系所進行

課程改革的依據。 
(B) 關於學分學程課程： 

院級學程課程，其修讀辦法須經院務會議與教務會議審議通

過，其課程內容與授課方向由學程委員會進行具體規劃。 
(C) 關於整合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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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性的人文社會類整合課程，其科目範圍與師資安排，由整

合課程規劃小組進行規劃後，提請院課程委員會審議。 
B. 課程規劃的內容 

本院目前之課程規劃，自內容來看，主要有三大類別： 
(A) 系所課程： 

大學部的畢業總學分 134 至 128，但以 128 為理想目標，課程的

內容，大致區分為通識、專業必修、專業選修、自由選修等領

域，其中通識課程至少應修 32 學分，專業必修不得超過總學分

數的 1/2，專業選修至少 14-18 學分，其餘則屬於學生得自由選

修的學分。碩士班的畢業總學分為 30 學分，另外必須撰寫碩士

論文 
(B) 學程課程： 

目前已實施者有華語文教學學程、全球化研究學程；規劃中有

國際事務發展相關學程。 
(C) 整合課程： 

全校之憲法、民法概要、法學緒論、商事法概要課程，由本院

整合開課。 
 
(5). 行政支援 

A. 日常庶務處理 
本院的行政編制有院長一人與院助理一人，另有編列預算，得雇用工

讀生。一般日常性的行政庶務，由院長決行，院助理執行，工讀生協

助。 
B. 重大行政決策 

本院遇重大事務時，除院長外，另設有院務會議為最高決策機構，另

關於教師之聘任、解聘、升等等人事事務，則設有院教師評審委員會

議得進行審議與監督。院務會議之組成方式，以院、系（所）主管為

當然代表外，院長為召集人，各系（所）以推選教師代表一人為原則，

每滿五名教師再推選代表一人。代表任期一學年，於每學年初推選代

表，連選得連任。院務會議主要議決之事項有：一、本校行政會議（報）

決議案之執行；二、學校交付任務之執行；三、本院對學校事務之建

議；四、本院各系所工作計畫、年度計畫及預算之審議；五、本院各

系所規章之審議；六、本院跨系所事務之協調與決議；七、其他與本

院相關行政、研發及建教合作事項之處理。院教師評審委員會之組

成，以院、系、所主管為當然委員，各系、所專任教師推選副教授以

上代表二人為委員，同系副教授不足時，得推選同院專任副教授為委

員。委員任期一學年，連選得連任。院教師評審委員會之執掌，包括

有關本院專兼任教師之升等、新聘、合聘、改聘、續聘及學術研究、

著作之審議等事項，訂定辦法或決議實施。 
C. 課程相關事務 

(A) 院課程委員會議： 
關於課程方面的事務，本院設有課程委員會從事審議與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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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的組織方式，係以院長、各系(所)主任為當然委員，系及

所各推選一位教師代表及各專業學程負責教師一人共同組成，

任期一年，連選得連任，由院長擔任召集人。委員會的職掌，

主要如下：一、擬定本院課程修訂原則。二、審議本院各系(所)
之學程及核心課程。三、合議本院跨系(所)必修的課程及跨系學

程之修訂。四、規劃本院共同必修課程。五、協調及整合本院

開課師資及資源。 
(B) 課程諮詢工作坊 

針對院內各系所開設的課程及師資配置，本院另聘請校外專

家，成立課程諮詢工作坊，以提供建言，作為院長及院課程委

員會議審議、監督課程相關事務時之參考。 
(6). 學院未來發展之具體建議 

A. 為維護學生的受教權益，本院各系所將持續敦聘國內外優秀師資，並

嚴格要求所有教師之授課與其研究專長相符。 
B. 為強化學生跨領域專長，提升學生畢業後之就業競爭力，本院將賡續

積極規劃各種跨系所學程，並鼓勵學生修讀。 
C. 為進一步有效統合校內教學資源，對於現有整合課程的範圍與內容，

將逐步進行檢討。 
D. 為提升教師在研究、教學、服務與輔導等方面的質與量，要求所有專

任教師擬定未來三年個人發展計畫表，針對上述三個項目進行個人規

劃，並由系所進行督導，由院進行考核。 
E. 應日系、應英系、及華語教學等語言系所，其語言教室與視聽設備，

宜陸續增添補齊。 
(7). 未來三年之中長程規劃 

A. 1-2 年內之短中程規劃：預計設立國際勞動與發展研究中心。 
B. 3-5 年之長程規劃：華語文教學學程由學分學程轉為學位學程。 

(8). 預期績效 
A. 使本院的學生能學以致用，將所學貢獻於地方公共部門與民間產業。 
B. 使相當比例的學生能夠具有境外工作的視野與能力，以達國際化的目

標。 
C. 藉由鼓勵輔系、雙主修，以及跨領域課程、學程的設計，使學生多能

具備第二專長。 
(9). 績效評量方法 

A. 院務會議、院課程會議定期檢討行政事務推展與課程規劃的情形。 
B. 由院級評鑑委員會督導系所評鑑委員會確實運作發揮功效，使行政、

師資、課程、學生輔導等事務持續進步。 
C. 訂定教師績效評量辦法，針對院內教師之研究、教學、服務與輔導等

項目進行定期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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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法律學系 
(1). SWOT 分析 

圖 5-102  法律學系之 SWOT 分析圖 
 

Strengths: 
潛在內部優勢 

Weaknesses： 
潛在內部弱勢 

1. 北桃園地區唯一的綜合大學，甚至是

北桃園百萬人口地區（屬於林口台地

的龜山鄉除外）唯一的一所大學。 
2. 師資整齊，本系目前專任教師計教授 3

人、副教授 2 人、助理教授 8 人、講

師 1 人。兼任教師計教授 5 人、副教

授 2 人、講師 1 人。師生比為 24:31。

本系目前大學部僅有兩屆畢業生，時間相當

短暫，尚難以畢業同學之就業狀況衡量教學

整體成果，且係新設校系，知名度有待提

升。 

Opportunities: 
潛在外部機會 

Threats: 
潛在外部威脅 

1. 2005 年本校升格改名大學，並奉準成

立碩士般，可適度擴展系所規模，對

延攬優秀師資及提升本系知名度有所

助益。 
2. 系際交流：本系與公共事務管理系、

物流與航運系、風險管理系及物業管

理系等合作，相互支援開課，並透過

輔系或雙主修等機制與他系共享產學

合作資源。。 
3. 校際交流：本校延聘來自台大、政大、

東吳、中正等校知名之教授、副教授

到校授課。 
4. 兩岸與國際交流：本系持續與浙江大

學法學院合作與交流。如今年 4/19 系

上教師將至該校參加學術研討會，9
月浙大翁曉斌教授來訪與授課。 

5. 加強與實務界之合作與交流：例如前

司法院秘書長范光群教授、前監察委

員趙昌平教授、考試委員張正修副教

授及地政士李志殷講師等到校授課。 
6. 產學合作：本系與法律扶助基金會訂

有合作協定，提供學生學以致用的實

習場所。  

近年來新設大學院校蓬勃發展，目前全國大

學開設法律、財經法律、科技法律系所計有

21 所，如何持續提昇師資規模及教學研究

水準，培養優秀畢業生並取得產、官、學界

良好評價，配合地區發展成為本系首要之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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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目標與特色 
A. 教育目標 

務實地為司法、政府、企業及第三部門尤其北桃園地區培育法律專業

人才。具體而言，本系之目標不再以訓練學生通過律師或司法官考試

為唯一目標，而是強調 1. 學生都能充分就業且學以致用；2.及早取

得證照，培養職場競爭優勢。 
B. 發展特色 

(A) 證照考試科目的普遍開授，學生得以集中學習資源。 
(B) 開設證照與考試輔導課程，訓練學生的職場敏感度。 
(C) 開設畢業生的證照與考試輔導，提升學生的表現情形。 
(D) 設立證照輔導專業教室，長期性蒐集專業知識與情報。 
(E) 積極獎勵學生取得證照，幫助同學發現興趣，設定事業方向。 

C. 因材施教，針對學生學習成果及個人興趣，分別向五大學程之領域發

展。 
D. 建立制度化之暑期實習，幫助同學提前進入法律專業市場。 
E. 設定補救教學制度，落實課後輔導。 
F. 大陸與亞洲國家法制之教育與研究。 

(3). 策略與做法 
A. 落實改革課程設計，進行課程教材與教法之相關研究。 
B. 增聘對大陸與亞洲法制之專、兼任或客座教授，強化相關之教學與研

究。 
C. 本系學生以交換學生前往大陸或其它亞洲國家研習。 
D. 大陸及亞洲法制之研究並出版相關之論著或期刊。 

(4). 課程架構規劃 
A. 將畢業學分由 134 降為 128，絕對必修的 79 學分改為相對必修

核心課程的 59 學分。給予學生更多自由選擇的空間，如此方

有機會可以選擇外系作為輔系或雙主修。 
B. 不同於以往之制式教學，在專業上實施學程制，區分基礎核心

課程與學程課程。在基礎課程中，除了法理學、法制史等基

礎法學外，強調法律英文寫作、法律倫理以及法律資訊等基

礎課程。 
C. 將原選修的 17 學分改為至少一學程 18 學分的學程選修學分。

學程包括：司法、行政、企業、運輸與保險以及比較法等五

個學程。經由如此專業學程，期能訓練出學有專精的專業人

才。 
D. 所有課程改為學期制，並以三學分為原則。如此，將使該師的

教學、學生的選課更具彈性與更具多樣化。 
E. 特別重視演習、案例、複習以及考試與證照輔導，又特別加強

實習課，甚且將其列為唯一的一門必修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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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03  法律學系學分及學程架構圖 
 
 

(5). 行政支援 
本系目前專、兼任教師支援通識教育及外系課程有：憲法及法律與現代

生活(通識教育中心)，商事法(國企系)，民法概要(空運系)與法學緒論(公
管系) 

(6). 系所未來發展之具體建議 
A. 課程規劃完善：配合本校現有科系資源整合開設課程、邀請業界具實

務經驗師資開設課程。 
B. 增聘優良師資：延聘兼具理論與實務經驗之助理教授級以上之師資，

以滿足教學需求。 
C. 提昇教學品質：鼓勵教師進修、持續鼓勵老師參與國內外學術研討

會、發表學術論文。 
(7). 未來三年之中長程規劃 

A. 鼓勵教師參與國內、外研討會並研究發表 TSSCI/SSCI 之國內外期刊

或申請研究計畫案等。 
B. 成立生涯規劃輔導，對學生畢業後之(就業、升學、留學)等生涯規劃

諮詢，並設置校友中心，提供本系畢業生之校務資訊及就業、轉業、

升學服務。 
C. 提供各種國家考試及相關資訊，鼓勵學生報考，提昇本系優勢。 

(8). 預期績效 
A. 具備民法與程序法背景助理教授級以上師資應增加。 
B. 提升大學部學生報到率達八十%以上。 

畢業學分

128 

基礎核心 

課程 
36學分 

學程 

 

18學分

司法 

 

學程18 
比較法制

學程 

18 

運輸保險

法制學程

18 

企業法制

學程 

18 

行政法制 

學程 

18 

自由學分

 

17學分

專業英文

 

4學分 

進階核心

課程 

20學分 

實習 

 

1學分 

通識 

 

32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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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舉辦學術演講及研討會。 
D. 安排學生至校外實習，增加模擬機會便於就業。 
E. 提供畢業生就業、轉業、升學之諮詢服務。 

(9). 績效評量方法 
A. 師資延攬情形。 
B. 本系學生之報到率。 
C. 舉辦演講及研討會場次。 
D. 校友中心之運作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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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共事務管理學系 
(1). SWOT 分析 
 

Strengths: 
潛在內部優勢 

Weaknesses： 
潛在內部弱勢 

1.從地理條件來看，本校校址旁鄰桃園國

際機場，位居國家門戶所在， 故本系

具有發展國際化的先天基礎。且本校業

與多所外國學校簽訂姊妹校協議，每年

選送學生出國進修，國際交流已具雛

形，本系並有學生透過此類措施取得日

本早稻田大學等名校的學位。 
2.以建校歷史而言，本校為新設立的大

學，故本系相對而言，傳統包袱較少，

系所組織文化的可塑性較高，因此本系

在推動系務、師資與課程等多方面的改

革措施時，擁有更寬闊的揮灑空間，並

能在較短的時間內見到成效。 
3.在師資方面，本系 17 名專任教師中，

來自本國、美國、德國、英國、日本等

五國，教授 1 人、副教授 8 人、助理教

授 8 人，助理教授以上者佔 100％，皆

為博士學位，高於全國公立大學校院助

理教授以上師資比例的平均數（96 學

年度為 86.7%），整體素質良好，規模

為全國公私立大學排行第二名。同時，

本系教師結合老、中、青三代，師資上

具有教授、副教授、助理教授等各層級

（目前並無講師），研究領域上分屬諸

多專業領域，如政治學、公共政策、人

力資源管理、都市規劃、策略管理、地

方政府研究等領域，因此在系務的推動

上，可以兼具資深教師的穩重、智慧及

年輕人的衝勁、積極等特色，發展方向

上亦可發揮互補的角色，對於發展一個

多元化的教育行政工作團隊極為有利。

4.具有朝氣與活力：本系屬新設系所（迄

今第七年），在各方面皆無歷史包袱，

故而對於教學、研究、服務各方面，較

易根據實際需求與現實狀況規劃藍

圖、做出回應與調整。因此本系的整體

氣氛極具朝氣，可以在極為短暫的時間

內展現整體活力。 

1. 基於新設立學校的特性，學校在社會上

的聲譽與知名度都尚待加強，尤其甚

者，以作為一個私立學校的系所單位而

言，各項資源與公立大學相比，自然相

對短絀，因而也具體影響到本系可以發

揮的空間。從負面的角度來看，短期間

內，尚難以形塑深刻的組織文化，也尚

未建立強烈的品牌形象與學術聲望。另

外因畢業校友數量有限，故在產業界

中，尚未能夠深入植根。 
2. 因本校屬於新設置的大學，知名度略遜

於傳統學校，故目前本系所招收的學

生，整體而言，資質程度尚難媲美排名

前段大學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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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系務運作融洽：本系教師彼此之間多屬

熟識，甚至具備師生關係、學長學弟同

學的關係，彼此互動十分良好，理念上

亦具有相當程度的共識。因此，本系的

系務運作得以在和諧的氣氛中，發揮整

體教學與研究的效能，避免無謂的意氣

之爭及內耗，所謂「家和萬事興」，對

於提升本系整體表現具有極重要的意

義。 
6.本系由於逐年強化師資，並且由於系主

任暨全系教師的共同努力，因之有愈來

愈多的合作案正陸續展開洽談，已使本

系在桃園地區建立品牌聲譽。本校自

96 學年度高校長引領由區域型大學邁

向國際化之辦學方針，本系所亦根據此

一方向努力以赴，97 學年度調整基礎

課程及專業必選修課程，並設置四大學

程，增加自選學分，降低畢業學分由

134 學分降至 128 學分，增加學生加修

第二專長、輔系、雙主修之機會與空

間，以便提昇辦學品質，並鼓勵教師以

國際研究水準為目標，以強化全系研究

能量，是故本系設定扮演大桃園地區公

共事務管理主導地位為中程目標，達成

邁向國際化之長程目標。 
 因此，本系學生在全系老師的積極

鼓勵與輔導下，具有明顯的自信與自

覺，在此基礎上，本系學生較具有積極

與勇於嘗試的態度，對於形成一個口碑

而言，具有極正面的意義。本系自第二

屆開始，即有 20-30%的新生是透過學

長姊的引介，選填本系為志願。 
Opportunities: 
潛在外部機會 

Threats: 
潛在外部威脅 

1.桃園縣乃境內有二百萬人口的工商大

縣，而本校是北桃園地區唯一的一所綜

合型大學，故本系所具有充分的市場發

展潛力。 
2.1987 年解嚴以後，台灣的民主法治秩序

日益步上正軌，社會對於公共事務管理

人才的需求日益增加，本系所之公共事

務管理學系，即因應此種趨勢而設立。 
3.國內傳統大學每每強調頂尖人才的培植

1.近年來，國內婦女的生育率持續下降，

少子化的社會已經來臨，此種趨勢將使

會影響本系所日後的招生。 
2.在少子化時代來臨的同時，國內公私立

大學（不含學院）的數量，卻由 85 學年

度的 24 所，急速暴增為 96 學年度的 101
所，此一變化，使得各大學彼此間的競

爭日趨激烈，市場淘汰機制已然成形，

因此本系所也將面臨嚴峻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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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其教育目標，卻忽略中堅、基層人才

的培育。本系配合學校的教育目標，採

行務實路線，依照學生的普遍程度與個

別特質，進行師資與課程的改革，務使

學生畢業之後能夠學以致用，充分就

業。此將使本系所在眾多同質性大學系

所的激烈競逐中，走出一條獨具特色的

道路。 
4.本系以「公共事務管理」為發展主軸，

符合國內學術與實務界的需求，同時亦

與世界潮流吻合。因此在發展潛力上深

具機會。以作為桃園地區地方政府的智

庫自我期許，本系目前桃園縣通過各項

教學合作計畫、推廣教育的形式，業已

獲得相關委託單位的的肯定與支持。使

得本系推動「社區化」的發展方向更具

遠景。由於地緣與地利之便，本系與桃

園地區各地方政府或是行政機關的互動

極為良好，加上本系教師的配合度高， 
    因此，委託單位具有極高的合作興

趣。目前本系與桃園縣政府正在舉辦桃

園縣政府公共政策碩士學分班，未來除

了繼續既有支規模外，未來將與各相關

公私部門積極推動產官學合作，以因應

本系所學生就業與就學之需求。 

3.至於桃園地區與本系相關之碩士在職專

班，包括：銘傳大學公共事務學研究所，

以及元智大學管理學研究所（包括公共

事務管理組、教育行政組），面對兩校經

營碩士在職專班多年的既成事實，本系

所必須能夠樹立特色，始能異軍突起。 
4.本系學生將於 94-96 學年度畢業生，適逢

台灣地區進入不景氣階段，如何克服此

一大環境的限制，以成功的輔導學生升

學或就業，正是本系所面臨的另一嚴峻

的考驗。 
 

 

圖 5-104  公共事務管理學系之 SWOT 分析圖 
 
職是之故，本系所自成立以來，即不斷致力於提昇學生的教育品質及水準，特

別強調奠定學生基礎學科的能力。尤其是本系所基礎學科皆由教學經驗豐富的教師

任教，另一方面，為配合本校多元跨域、資源整合之方針，同時積極鼓勵同學多方

面涉獵跨領域多學程（例如資訊學群、商管學群）、輔系或雙主修課程。同時，因

為本校 97 學年度起，為因應就業與深造特設多元跨域、資源整合之學程學分，及

設置證照暨公職考試輔導教室，鼓勵同學在有利情境學習的氛圍中，善加運用教學

資源，以培養同學能夠面對未來挑戰，且具備就業就學競爭力的學養。 
 

(2). 目標與特色 
A. 目標 

(A) 由於桃園縣乃是境內有二百萬人口的工商大縣，也是國際門戶

之所在，而本校又是北桃園地區唯一的綜合型大學，因此，本

系所肩負為北桃園地區培育公共事務管理人才的重責大任。準

此，為地方－尤其是北桃園地區－培育公共事務管理人才，並

使每位畢業生皆能適才適所，充分就業，乃是本系所務實且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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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的目標。 
(B) 培育符合當前國家朝民主鞏固發展方向所需之公共事務管理人

才： 
近數十年公共政策研究之精髓，具體提示政策執行與政策制訂

為不可遽然劃分之階段，公共政策欲求完善推行，不僅需要側重執行

面向上的推展順利，並需著重政策與國家發展方向之密切配合，是

故，國家發展議題乃政策建構之上位構面，厥為公共事務管理不可或

缺的一環。 
不僅完善的政策建構有賴對國家發展方向之確實掌握，政策執

行高績效的獲得，亦有賴國家能力的高度發揮，是故，為求公共事務

能有效管理、政策執行能有效整合，需對影響國家能力之環境、制度、

法規等因素，具備足夠的了解，尤其是攸關國家發展的重大議題，都

是新階段成立公共事務管理研究所不可或缺的面向。 
(C) 配合政府提昇國家競爭力之規劃目標，促進政府管理公共事務

績效之能力： 
國家競爭力，係指政府政策能力與企業經營實力的結合，藉此得

以共同創造優勢發展環境、持續促進經濟成長的能力。近年來隨著國

際資本的快速移動與資訊科技的高速發展，面對來自全球競爭的壓

力，提昇國家競爭力成為公共管理部門的重要課題，以及政府所欲追

求的首要目標，而其間成功的關鍵，乃在處理攸關大眾福祉之公共事

務管理上，是否具備有行政管理與政策分析的專門人才。 
此外，公共部門的行政管理績效，除影響整體國家的競爭力，亦

影響私部門的經營，因此，如何提昇公共部門的競爭力，遂成為當前

行政改革的主要工作。為求公共事務之有效管理與政策分析之深入研

究能受到重視，同時為使地方政府在公共服務管理能力的提昇亦能獲

得重視，成立公共事務管理研究所，培育公共事務管理與行政之中高

級專門人才，以因應時代變遷趨勢，推動政府與民間組織提昇效率，

確實有其迫切之需要。 
(D) 配合電子化時代之政府管理與社會發展之需要： 

由於網際網路資訊科技的發展，大量資料的運用與充分的電腦知

識，成為現代公共事務管理必備基礎，傳統公共行政相關科系，雖然

亦體察到這種變化，但限於種種因素，仍未能劍及履及地針對資訊電

腦的相關技術，投以足夠的訓練，以至於學生在進入公共事務領域之

後，仍然感到捉襟見肘，無法適當地面對現代管理工作之需要。為此，

本系所自成立之後即積極鼓勵，並配合本校 93 學年度起努力朝多元

跨域、資源整合之辦學方針，同時積極鼓勵同學多方面涉獵跨領域多

學程（例如資訊學群、商管學群）、輔系或雙主修課程，以培養同學

能夠面對未來挑戰並且具備足夠競爭力的基礎學養。 
因此，培育現代化公共事務管理專門人才，以促進國家行政體系

的現代化，落實行政革新目標，奠定前瞻性國家經營之基礎，實為當

前成立公共事務管理研究所之重要目標。 
(E) 協助提昇地方政府事務管理之績效與培育管理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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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政府施政計畫的推動與落實，往往有賴地方政府的配合執

行，甚至諸多公務預算亦需由地方政府編列與使用，因此地方政府在

當前政府施政上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此外，地方事務管理績效之良

窳，與政策管理、政治管理、會議管理、地方政府等知識之增進，這

些皆與地方政府密不可分研究，亟須結合於公共事務研究內。 
此外，經由政策執行過程的訓練，能促使公共事務管理人員在地

方政府層級實際監督政策的執行，落實民意。更進一步而言，公共事

務之領域非常寬廣，舉凡教育、科技、經濟發展、環保資源、醫療保

健、都市計畫、交通運輸、公用事業等都包括在內，因此，隨著地方

民意的多元化與社會發展的複雜化，本所除強調行政管理知識與技術

外，尤其重視在精省之後，加強地方政府管理與公共政策分析之知識

與訓練，以符合國家與社會發展之需要。 
B. 特色 

(A) 衡量學生素質、校內外資源以及社會發展趨勢，推動務實教學，

以學生能充分就業為第一目標。 
(B) 重視學生跨領域知能與第二專長之養成。 
(C) 培育公共管理兼具理論與實務之專業人才的課程設計： 

重視公共管理理論與實務之結合，施以現代企業管理、經濟分析

與電腦技術之訓練，培育出有能力處理現代複雜公共議題的公共管理

人才。在課程設計上，配合國家社會之發展趨勢，設計最相關的課程，

使課程反應社會對於提昇政府施政能力與生產力之期待與需求，務使

學生達成學以致用之目標，有能力參加一般行政與人事行政類科之公

職考試，而對於有心繼續深造公共管理相關領域的學生，也具備各種

深造的基礎學科知識與訓練。 
(D) 建立公共政策分析能力之課程設計與師資安排： 

此外，本系所除在課程設計上強調公共管理之基礎知識，與行

政、政治、經濟、法律、企業管理、公共政策、地方自治等科際整合

外，並將盡可能延攬相關領域最傑出之專才，充實本系師資，以涵蓋

各類公共事務議題的範疇，如都市計畫、環保、醫療保險、勞工、社

會福利、統計調查分析等，以符合公共政策分析研究之需要。並使得

身為公共事務管理系所的學生，對於公共利益應保持高度之承諾與正

確之理念。 
(E) 關注於地方政府、區域發展與地方事務管理的課程設計： 

公共事務，在字義上指涉的是關切於國家人民在公共生活中所有

的考量因素。經驗民主政治（empirical democracy）運作的重要基本

假定之一，即是「所有的政治運作即是地方政治運作」，地方公共事

務所概括的範疇，自然會對整體的政治運作產生重大影響。尤其在台

灣地區公共事務的問題，往往直接衝擊人民的是地方政府行政與管

理、財政與組織，政策與法制的種種問題。地方政府面對是第一線的

行政挑戰，也是地方民眾對於政府服務品質的審慎評量根據，是以地

方政府有責任提供民眾之所需。本所在課程設計除行政管理之理論與

實務外，尤其安排一系列有關地方事務之課程，務使學生瞭解地方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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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管理事務。 
由於本校位於桃園縣境內，桃園中正國際機場週邊，而桃園都會

區係北部區域計畫當中，最具有工業發展潛力的近郊化區域，不但已

成為台北都會區域發展的重要腹地，也是目前台灣與國際交流的主要

空中窗口，其經濟發展的條件遠優於鄰近其他縣巿。本系所成立之

後，屆時亦能協助所在地與鄰近地方政府(如桃園縣、新竹縣與新竹

市)辦理中、高階與基層行政管理人員之在職訓練計畫，與地方行政

中心發生密切的互動關係，同時提昇地方公共事務管理人員之能力與

素質。 
 

(3). 策略與做法 
依據前述 SWOT 分析所得之內容，本系所對於未來系務發展所擬定之策

略與作法如下： 
A. 持續加強國際與在地之接軌 

本校院一方面在學校既有的姊妹校交流計畫下，持續鼓勵學生赴國外

學校進行遊學、留學或短期參訪，以達學習的國際化。另一方面，亦

鼓勵各系所的教師踴躍參與國際研討會、投稿國外學術期刊，或與國

外學界進行其他各類學術交流，以達教學和研究的國際化，再方面與

桃園地區公私部門保持合作推動區域發展、地方公共事務。 
B. 課程內容與教法跳脫傳統的框架 

由於本校屬於新設置的大學，知名度略遜於傳統學校，且目前所招收

的學生，整體而言，資質程度尚難媲美排名前段大學的學生。為落實

本院務實辦學的主張，使學生皆能學有專長，充分就業，故本院各系

所的課程安排，將跳脫傳統大學科系以頂尖人才與中高階領導人才養

成為目標的課程設計架構，而是根據在地公共管理事務、法律事務、

商用英日語、英日語教學、華語文教學等中堅、基層人才培育的實際

需求，重新規劃課程的方向與內容。 
在改革課程的同時，本院對於教師的教學方法也有著高度的期許。消

極的方面，將嚴格要求所有教師的授課必須與其研究專長相符，以確

保學生的上課權益；積極方面，則鼓勵所有老師彼此觀摩學習，精進

教學技巧，乃至於參與教育部的中綱計畫，透過深入而廣泛的討論與

研究，提升教學方法與教材設計的品質。 
C. 培養學生第二專長 

在此多元且競爭激烈、變遷迅速的社會裡，單一的專長已經逐漸無法

滿足市場業主的需求，且在產業轉型的震盪過程中，往往會喪失與他

人同台競逐的機會。因此，本院重視學生第二專長的養成，除鼓勵學

生積極修讀輔系、雙主修外，並整合院內教學資源，開發各類院級學

分學程（例如華語文教學學程、全球化研究學程、國際事務管理學程

等），務使學生畢業時能具備跨領域專長。 
D. 建立補救教學制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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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本院學生的素質並非屬於最佳，學習過程中，容易遭遇到較多的阻

礙，故本院將要求各系所確實建立起補救教學的制度，使學習能力較

為不足的同學得以迎頭趕上。 
E. 本系採用以下策略來落實本系發展方向： 

(A) 為配合上述理論與實務上之最新發展趨勢，本系大學部配合碩

士班、碩士在職專班之逐年成立，進行系所合一制度，採用設

備共用及資源整合之方式，強調教學與研究並重，師資交流互

通。以培育具備規劃分析及實務運作能力之行政管理專門人才

為教育宗旨，契合現代社會對於地方政府管理、政策分析與人

事行政之專業需求，使其對於國家整體之運作與發展能有所貢

獻，提供德術兼備且具有國際觀之人才，以奠定國家永續發展

之基礎。 
(B) 由於本學系著重於地方政府管理、政策分析與人事行政之課

程，其有關行政管理政策分析方面之課程可提供本校其他已經

成立系所(企業管理、財務金融、資訊管理、航運與物流管理等

系所)的學生，有志於進入公共事務管理領域時，最佳的輔助課

程；而這些相關學系(所)的課程，也將提供本系學生有志於更深

入鑽研商學管理專業時最佳的輔助課程。因此，本系的成立，

不僅使得本校管理學院相關科系的訓練更為完整，尤其師法企

業管理強調生產力效果及品質的重視，所培育之學生日後可在

公共或私人部門貢獻所學，而教授們之間的教學與研究工作，

也得以與其他系(所)互補產生良性互動，提昇本校之學術地位與

對於社會的貢獻。 
(C) 另一方面，為轉化前述本系所面臨之各項挑戰與威脅，化危機

為轉機，創造優勢及挑戰成功，故而必須以提高眼界與擴大視

野為前提，將來以逐步邁向國際化之潮流作為遠程目標，未來

並以辦理國際一流系所自我期許。至於在策略擬定及具體作法

上，例如：積極進行公共事務暨公共行政學界之國際學術交流，

邀請國際一流名師蒞臨講座，加入國際學術組織，邀請國際級

學者暨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國際組織年會在本校舉行，以及

鼓勵本系所專任教師積極投稿國際一流期刊，以躋身國際一流

系所作為遠程目標自我期許。 
 

(4). 課程架構規劃 
A. 課程規劃的機制 

本院內各種課程規劃的運作機制，主要有三： 
(A) 關於系所課程： 

院內各系所開設的課程中，核心課程、專業必修課程與專業選

修課程的規劃，須通過系所課程委員會議、院課程委員會議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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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校課程委員會議三階段的審核。另有將成立的課程改革工作

坊，由校外的專家學者擔任諮詢委員，就各系所的課程規劃向

本院提供檢討與改善的意見，作為本院督導、協助各系所進行

課程改革的依據。 
(B) 關於學分學程課程： 

院級學程課程，其修讀辦法須經院務會議與教務會議審議通

過，其課程內容與授課方向由學程委員會進行具體規劃。 
(C) 關於整合課程： 

全校性的人文社會類整合課程，其科目範圍與師資安排，由整

合課程規劃小組進行規劃後，提請院課程委員會審議。 
B. 課程規劃的內容 

本院目前之課程規劃，自內容來看，主要有三大類別： 
(A) 系所課程： 

大學部的畢業總學分為 128 學分，課程的內容，大致區分為通

識、專業必修、專業選修、自由選修等領域，其中通識課程至

少應修 32 學分，專業必修不得超過總學分數的 1/2，專業選修

至少 14-18 學分，其餘則屬於學生得自由選修的學分。碩士班

的畢業總學分為 30 學分，另外必須撰寫碩士論文。 
(B) 學程課程： 

目前已實施者有華語文教學學程、全球化研究學程；規劃中有

國際事務發展相關學程。 
(C) 整合課程： 

全校之憲法、民法概要、法學緒論、商事法概要課程，由本院

整合開課。 
C. 本系所課程規劃的內容（用新的課規名稱） 

(A) 大學部學士班： 
依據前述宗旨，本系大學部課程設計之特色在於基礎性、專業

性及整合性。故而將課程區分為三大領域，包括：基礎與一般

通識教育類；核心與一般專業類；基礎與跨域學科整合類，請

參閱圖 5-105、圖 5-106 所示。 
a. 基礎與一般通識教育： 

(a). 基礎通識學程：基礎通識之教育目的，在於培養學生之

本國基本語文素養、適應國際化的英語運用能力，以及

基本邏輯分析能力、電腦及資訊的操作能力。故而包括：

本國語文（6 學分）、外國語文（10 學分）、資訊管理（6
學分）、邏輯（2 學分）等基礎教育課程。 

(b). 一般通識學程：一般通識之教育目的，在於培養學生之

理性發展與道德自律，以具備理性思考、與人溝通、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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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判斷、分辨價值的通識能力，進而達成理想的全人格

教育目標。並且能夠認識與了解當代科技知識，探討自

然科學、生命科學等人類重大科學發展及其影響，同時

著重陶冶受教者人文藝術的涵養，建立國家認同感與法

治理念，具有分析社會現象及關懷本土社會的素養，以

使學生適應多元化的變遷社會。故而包含：人文藝術（選

修 2 學分）、歷史研究（選修 2 學分）、憲政法治（選修 2
學分）、生命科學（選修 2 學分）、自然科學（選修 2 學

分）、社會科學（選修 4 學分）。 
b. 公共事務管理專業教育類： 
為訓練培養學生在校期間能建立整合性的分析能力，並擁有實

質的行政管理、地方政府管理與公共政策的核心專業與一般專

業知識，故而在專業課程之設計上，特別重視行政學與公共管

理學科、方法論與公共事務學科、地方及區域研究相關課程。 
(a). 行政學與公共管理學程：包含行政學、組織理論與行

為、人事行政、公共管理、考銓制度、行政倫理、各國

人事制度、財務行政、行政資訊管理、公共財務管理、

行政資訊管理、電子化政府、政府再造專題、衝突管理、

人力資源管理、非營利組織與管理、組織發展專題、中

共行政制度、比較行政、行政管理專業英文導讀、公共

管理專題講座等課程。 
(b). 方法論與公共政策學程：包含社會科學方法論、社會科

學研究方法、公共政策概論、政策規劃、政策執行與評

估、政策溝通、政府與企業、民意與公共關係、公共經

濟學、科技政策與管理、醫療保險政策與管理、教育與

文化政策分析、財金政策分析、公共事務專題講座等課

程。 
(c). 地方及區域研究學程：包含地方政府與政治、府際關

係、市政規劃與管理、區域發展、地方公共管理專題、

地方公共事務專題、地方立法程序與技術、地方派系與

地方選舉、台灣發展經驗、中國大陸問題研究等課程。 
c. 基礎與跨域學科整合類： 

(a). 基礎政治學學科相關課程：包含政治學、比較政府與政

治、政治經濟學、國際政治經濟學、國際關係、國家發

展專題研究、中國政治制度史、西洋政治思想史等課程。 
(b). 基礎法律學學科相關課程：包含法學緒論、中華民國憲

法與政府、行政法、立法程序與技術等課程。 
(c). 跨域商學學科相關課程：包含統計學概要、經濟學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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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會計學概要、財政學概要等課程。 
 
 
 
 
 
 
 
 
 
 
 
 
 
 
 
 
 
 
 
 

 
圖 5-105   公共管理學系大學部課程規劃架構圖 

 
(B) 研究所碩士班： 

本所碩士班課程設計乃是藉由公共行政與公共政策理論，以及

公共管理專業知識的鑽研，構築行政革新與國家競爭力的指涉

架構，以重整現代化公共管理理念與實踐能力。 
本所碩士班課程規劃理念，係以公共事務管理與公共政策分析

專業知識為主要架構，依據社會正義為根本內涵，期能提昇公

共管理品質與政府施政績效。質言之，碩士班課程的教學與研

究重心，除鑽研學術理論、量化資料分析等專業技術以外，更

注重培養具備整體意識、民主素養、專業良知、區域行政與電

子資訊科技的公共事務管理人才，以全面提昇政府施政績效，

為國家社會謀求最大公共利益。 
此外，本校位於桃園縣政府所在地，當前政府全力推動政府再

造運動，並積極鼓勵公務人員在職訓練或進修，故政府各單位

莫不積極尋求與學術單位建立在職訓練的合作管道。本系碩士

班成立後，暨延伸成立之碩士學程在職專班，目標亦在於提供

中高級與基層公職人員終身學習的進修管道。 
因此，課程設計之特色在於基礎性、實用性、專業性與前瞻性，

將其區分為基礎必修、專業必修與專業選修三個部分。本學系

碩士班依據課程設計與學生生涯發展需要，故而在課程設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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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三個層級：第一個層級，主要係作為訓練研究生基本研究

能力之基礎必修課程；第二及第三個層級，在結構上總共區分

為：（1）公共政策、（2）公共行政、（3）公共管理三個學程，

而且依此三個學程前後貫穿第二及第三個層級，並分別區隔為

第二個層級的專業必修課程，與第三個層級的專業選修課程 
a. 基礎必修課程：第一層 

(a). 基礎必修課程目的：主要在於訓練研究生之基本研究概

念與能力，質言之，碩士班課程的教學與研究重心，不

論是作為基礎研究訓練的方法論、研究方法、量化資料

分析等專業技術課程，亦包括探討注重培養具備科際整

合能力、民主行政素養、專業良知的公共事務管理人才，

以促進公共事務管理的績效，提昇公共利益。 
(b). 基礎必修課程內容：社會科學方法論、研究方法、量化

資料分析、國家發展專題、公共事務講座、碩士論文。 
b. 專業必修課程：第二層 

(a). 專業必修課程目的：主要在於藉由鑽研公共事務管理學

術領域上之基本理論與分析架構，以作為培育及訓練本

所研究生之基礎核心課程，建立符合行政革新與國家競

爭力所需的專業能力，以及現代化公共事務管理的實踐

能力。主要係以公共行政與公共政策理論，以及公共管

理專業知識為三大核心課程，透過對於政府組織設計與

再造、公共決策分析與公共管理的理論與實際案例的討

論，瞭解理論與實務的結合運用。 
(b). 專業必修課程內容： 

i 公共政策學程：公共政策專題 
ii 公共行政學程：公共行政與組織專題 
iii 公共管理學程：公共管理專題 

c. 專業選修課程：第三層 
(a). 專業選修課程目的：主要在於提供本所研究生可以依照

個別研究興趣及學習動機，分別在公共政策、公共行政、

公共管理三個學程的選修課程中，以作為更深入的研究

進程與鑽研，進行深度探討各個不同理論領域上的專業

課程，包括對於政府組織再造、民意溝通、各類型公共

政策的專題研究與公共事務管理、民主參與相關議題的

探討，期使研究生建立以公共事務管理專業知識為基本

架構，依據社會正義與效率為價值，同時亦注重培養具

備區域行政管理能力與電子資訊科技素養的公共事務管

理人才。 
(b). 專業選修課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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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公共政策學程：政策規劃、政策執行與評估、公共關

係專題、亞太關係專題、台灣發展經驗專題、醫療政

策專題、教育政策專題、衛生與健康管理專題、比較

政治理論、文化政策專題、決策理論與實務、全球化

與全球治理、社會福利政策專題、科技政策專題、府

際關係專題。 
ii 公共行政學程：行政法專題、地方自治與法制專題、

電子化政府、非營利組織與管理、公共組織績效評

估、政府再造專題、政策與企業專題、組織理論與行

為專題、行政救濟專題、公務人力資源管理、國際組

織與行政、公法專題。 
iii 公共管理學程：公共財務與預算、政治經濟學、社區

發展與管理專題、公共事務倫理、政府與企業專題、

資訊政策與安全管理、知識工程與管理策略、公共服

務民營化專題、非營利組織管理、歐盟與區域整合、

公共組織績效評估、行政救濟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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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06   公共管理學系碩士班課程規劃架構圖 
 

(5). 行政支援 
A. 日常庶務處理 

本系的行政編制有系主任一人與系助理一人，另有編列預算，得雇用

工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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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重大行政決策 

本系遇重大事務時，除系主任外，另設有系務會議為最高決策機構，

另關於教師之聘任、解聘、升等等人事事務，則設有系教師評審委員

會議得進行審議。 
C. 課程相關事務 

(A) 系課程委員會議：關於課程方面的事務，本系設有課程委員會

從事審議與監督。 
(B) 課程諮詢委員會：針對本系所開設的課程，本系另聘請校外專

家，成立課程諮詢委員會，以提供建言，作為課程委員會議審

議、監督課程相關事務時之參考。 
 

(6). 系所未來發展之具體建議 
A. 為維護學生的受教權益，本院各系所將持續敦聘國內外優秀師資，並

嚴格要求所有教師之授課與其研究專長相符。 
B. 為強化學生跨領域專長，提升學生畢業後之就業競爭力，本院將賡續

積極規劃各種跨系所學程，並鼓勵學生修讀。 
C. 為進一步有效統合校內教學資源，對於現有整合課程的範圍與內容，

將逐步進行檢討。 
D. 為提升教師在研究、教學、服務與輔導等方面的質與量，要求所有專

任教師擬定未來三年個人發展計畫表，針對上述三個項目進行個人規

劃，並由系所進行督導，由院進行考核。 
E. 應日系、應英系、及華語教學等語言系所，其語言教室與視聽設備，

宜陸續增添補齊。 
 

(7). 未來三年之中長程規劃 
A. 1-2 年內之短中程規劃：預計設立國際勞動與發展研究中心。 
B. 3-5 年之長程規劃：華語文教學學程由學分學程轉為學位學程。 

 
(8). 預期績效 

A. 使本院的學生能學以致用，將所學貢獻於地方公共部門與民間產業。 
B. 使相當比例的學生能夠具有境外工作的視野與能力，以達國際化的目

標。 
C. 藉由鼓勵輔系、雙主修，以及跨領域課程、學程的設計，使學生多能

具備第二專長。 
 

(9). 績效評量方法 
A. 院務會議、院課程會議定期檢討行政事務推展與課程規劃的情形。 
B. 由院級評鑑委員會督導系所評鑑委員會確實運作發揮功效，使行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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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課程、學生輔導等事務持續進步。 
C. 訂定教師績效評量辦法，針對院內教師之研究、教學、服務與輔導等

項目進行定期考核。 
(A) 系務會議及系評會運作情形 

a. 系務會議為本系行政的最高決策機關，本系向來本著依法行

政的專業立場，堅持所有重大決策皆透過系務會議的決議。

本系二年來致力於各項典章制度的建立，所通過的法規如

下： 
(a). 開南大學公共事務管理學系系務會議設置辦法 
(b). 開南大學公共事務管理學系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 
(c). 開南大學公共事務管理學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 
(d). 開南大學公大學公共事務管理研究所碩士學位論文撰

寫規範 
(e). 開南大學公共事務管理學系碩士班研究生申請獎助金

施行細則 
(f). 開南大學公共事務管理學系學生抵免學分與抵修課程實

行細則 
(g). 開南大學學生修讀公共事務管理學系雙主修施行細則 
(h). 開南大學學生修讀公共事務管理學系輔系施行細則 

因此，本系重要決策，舉凡各種法規的擬定、重要活動的舉辦、

新生招募活動、課程的規劃、師資的遴選與徵募，皆由系主任

定期召集系務會議提案討論後，做成決議，形成本系既定政策。

使本系的運作得以制度化，並得以保存相關決策資訊，以供未

來的決策借鏡或是改革的參考。 
b. 本系人事作業，皆由系評會依程序處理，配合學校的人事法

規作業流程，朝建立制度的方向推動。目前系評會的運作皆

遵照校頒法規執行與運作。對於本系教師的增補或是現任老

師的權益保障上，提供了良好的運作機制。 
(B) 系務行政品質改進措施及成效 

本系系務行政在系助教認真負責的工作下，相關業務的推動並

無窒礙之處。但為求精益求精，本系在校方的指導下，仍朝以

下方向努力。 
a. 建立檔案系統 
為能達到知識管理的目的，使經驗的傳承有所依據，本系正逐

步將系務行政相關文件與檔案，逐步建立檔案，希望能做到所

有紀錄皆電子化的目標，以利行政效率的提升。 
b. 建立 E-Mail 通報系統 
為能有效節省行政成本，實踐環保意識，本系正逐步建立電子

化的通報系統，希望能有效降低相關通知、函件的列印、影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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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量，藉由 E-Mail 的使用，達到快速、清潔、環保的行政環

境。 
c. 運用留言版 
透過系網留言版，同學可表達對系務的意見，以使系辦能對有

問題的地方進行改正，使系務運作更有人性及效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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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應用英語學系 
(1). SWOT 分析 

圖 5-107  應用英語學系之 SWOT 分析圖 
 

Strengths: 
潛在內部優勢 

Weaknesses： 
潛在內部弱勢 

1.師資多元整齊：本系所師資國籍與專業背景多元，

且皆具有博士學位，目前與本系未來發展方向專長

不十分之教師，皆陸續自系裡移轉至校內其他單

位，而遞補進來之教師則皆與本系定位及發展方向

相符。因此，本系師資整齊，背景多元且專長相符。

以應用英語系所成立之宗旨與目標來說，多元與整

齊的師資實為本系所的第一大優勢。 
2.課程規劃完善：無論是大學部或是碩士班，本系所

之課程規劃皆貼近學生與市場的需求。目前大學部

有四大主修分別為英語教學、國際商務英語、跨文

化溝通、及科技應用英語。研究所則是以國中小程

度為主之英語教學。以北桃園區近 100 萬人口之英

語需求來看，本系所課程規劃應屬完善。 
3.小班教學制度：本系所有語言訓練相關課程皆為小

班教學，人數上限控制嚴格，使得同學於上課期間

能夠與老師有充分互動的機會，以及更多練習的空

間。目前更有專業語言教室一間供老師與學生做各

種語言訓練之用。 

設備與資源不足：相較於其他

公私立大學規模相當之系

所，本系之語言專業教室與系

辦公室助理人手皆明顯不

足，因此於教育訓練與一般行

政事物上皆面臨困窘之境。 

Opportunities: 
潛在外部機會 

Threats: 
潛在外部威脅 

1.紮實的課程規劃：本系學生原本的素質雖不是最

佳，但在紮實的課程訓練之後，學生所能擁有的競

爭力將大幅提昇。學生之競爭力若能顯著提昇，就

業率自然隨著提昇，本系於大桃園區之機會自會增

加。 
2.桃園航空城：桃園位處交通樞紐，再加上政府航空

城之規劃，學生若能以本系資訊科技應用英文主修

為基礎，再輔以本校資訊與運輸學院課程或學程，

則本系與本系學生於未來之發展將大有可為。 
3.中小企業：中小企業目前及未來仍為台灣經濟的主

流，而大多數國立大學英語系畢業的學生，既無較

實際的商業應用英語訓練，亦有相當程度不願進入

中小企業服務。本系著眼於此，除持續國際商務英

語主修外，更增加跨文化溝通主修，就是希望能為

國內廣大的中小企業主訓練具有跨文化溝通能力的

商業行政人才。 

鄰近校區之應用英語（外語）

系：在台北縣及大桃園區鄰近

本校設有應用英語（外語）系

之大學，至少有國立台北大

學、實踐大學、中原大學、及

元智大學等。目前而論，這些

大學的相關科系皆優於本

系。以畢業生競爭力而言，本

系所面對之威脅實不可小

覷。然在紮實的課程規劃與訓

練之下，未來本系應可逐步將

鄰近威脅降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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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目標與特色 
A. 目標： 

(A) 以紮實的英語訓練為主軸，輔以四大主修「英語教學」、「國際

商務英語」、「跨文化溝通」、及「資訊科技應用英語」來培育社

會中堅人才。 
(B) 持續擴大與姐妹校合作；提升學生國際視野。 
(C) 加強與地方產學的合作與簽約，提供學生於英語教學與國際商

務英語主修同學畢業前的實習機會。 
(D) 提昇教師研究之質與量。 

B. 特色： 
(A) 師資背景與國際多元。 

以目前來說，本系所最大特色仍為師資的專長與國籍多面向。

以應用英語系所來說，師資專長的多面向應被視為發展中的強

項。因為唯有多元的師資才可真正落實英用英語的本質。為能

與世界接軌，學校本應盡力提供學生一個國際化的環境。本系

所各國籍的教師剛好可以滿足這樣的需求。一個英語而且多元

文化的語言學習環境正是我們的師資可以提供給學生的。 
(B) 課程規劃符合社會動脈與學生期待 

課程規劃的多變亦是一大特色。這個多變事實上反映了系所教

師的努力與充分掌握社會脈動。因為了解學生與社會的期許、

在地中小企業與國際化的需求，也因為了解學生本身的資質與

困難，又同時期望能充分配合校方願景與替社會培育中堅人

才，本系所因此逐年修正宗旨目標與課程規劃。 
(C) 逐年擴大的建教合作 

產學合作的部分亦為本系所一大特色。除目前已簽約之實習單

位外，本系所目前仍繼續努力尋找更多適合之合作對象，以提

供學生於畢業前即有機會將所學之理論與課堂知識，轉換為職

場上的經驗。使同學於畢業後能於職場上享有更強的競爭力。

例如目前正積極接洽中的采盟免稅商店集團與桃園興新國小與

五權國小即為二個例子 
(D) 課程逐年學程化給予學生選課上極大的彈性與自由 

另外，本系課程的學程化亦為一大特色。目前二大主修之課程規劃事實

上已見學程之雛形。於 97 學年度開始，為提供同學更多樣的選擇，本系

除核心課程之外，更提供四大學程給學生選擇。同時，本系亦提供與觀

光、應日系合作之觀光學程，與本院其他系所合作之華語學程及全球化

學程給予學生。如此不但可以給學生更多的選擇，更可以充分利用本系

所既有師資與本校之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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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策略與做法 
為能精確達到以上之目標與特色，以下為具體作法： 
A. 持續維持本系師資背景與國際多元，使得本系「應用英語」之名得以

確實落實。因此，若有師資流動則於新聘時應特別考量其背景是否與

本系四大主修相符。 
B. 課程規劃維持彈性，隨時與系友與地方產業維持密切聯繫，確認課程

的方向能符合學生與市場之需求。 
C. 每年持續舉辦研討會，將論文全文匿名審查並出專書，以提昇質與

量。 
D. 每年持續針對教師需求做教育訓練並定期舉辦 workshop 分享教學經

驗。 
E. 將本系教師組研究團隊，努力爭取研究案，以提昇研究之質與量。 
F. 持續擴大與地方企業及中小學建教合作之簽約，以確實於 99 年提供

足夠的合作廠商給予學生實習。 
G. 逐年編列預算建置專業語言教室，使得「聽」與「說」甚至「寫」的

課程皆能於專業數位化語言教室內進行。 
以各種管道如導師、系網站、系大會、系學會報等持續向學生宣導學程

走向的課程規劃，並鼓勵學生修雙主修、輔系或跨院系之學程。 
 

(4). 課程架構規劃 
課程架構的安排著眼於應用英語系的本質、學生就業的需求以及大環境

的發展與變遷。 
自 97 學年度起，本系最低畢業學分為 128 學分。其中分為通識 32 學分，

核心必修 48 學分，專業選修 18 學分，普通選修/自由學分 30 學分。其

中核心必修分「聽」、「說」、「讀」、「寫」與人文專業課程，專業選修則

分四大主修，分別是「英語教學」、「國際商務英語」、「跨文化溝通」、及

「資訊科技應用英語」，學生於畢業前應至少修畢四大主修中的其中一

項。而普通選修的部份則給予同學自由選擇跨系或院的學程或本系提供

與四大主修相關之其他選修課程。 
以下為 97 至 99 學年度之大學部與研究所課程規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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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9  應用英語學系大學部課程規劃表(97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97/05/06 修訂 

通識教育課程 
5 大領域 11 面向 至少應修 28 學分 

國文 必修至少 4 學分 本國與外國語文 
(至少 8 學分) 英文 必修至少 4 學分：英文(上)2、英文(下)2 

資訊 必修至少 4 學分 
生命科學 必修至少 2 學分 

自然與生命科學 
(至少 10 學分) 

自然科學 必修至少 4 學分 
憲政 必修至少 2 學分 憲政與社會科學 

(至少 6 學分) 社會科學 必修至少 4 學分 
歷史 必修至少 2 學分 歷史與人文藝術 

(至少 4 學分) 人文藝術 必修至少 2 學分 
軍訓 選修 0 學分 國防與體育 

(至少 0 學分) 體育 必修 0 學分：體育一 0、體育二 0 

第 1 學年 第 2 學年 第 3 學年 第 4 學年 
課程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服務教育(必修) 
服務教育 

一 0 
服務教育

二 0 
服務教育

三 0 
服務教育

四 0 
    

英文閱讀一

(上) 
4 A.B.  

英文閱讀

一(下) 
4 A.B. 

英文閱讀

二(上) 
4A.B. 

英文閱讀

二(下) 
4A.B. 

英美文化

導論 2

英語思

辯與邏

輯 2 

畢業專

題(上) 2
A.B. 

畢業專

題(下) 2
 A.B.

文法寫作

(上) 
4 A.B. 

文法寫作

(下) 
4 A.B. 

進階文法

寫作(上)4 
A.B. 

進階文法

寫作(下)4 
A.B. 

    

(

四
十
八
學
分) 

專
業
必
修
科
目 聽力與口說

訓練(上) 2 
A.B. 

聽力與口

說訓練

(下) 2 
A.B. 

進階聽力

與口說訓

練(上) 2 
A.B. 

進階聽力

與口說訓

練(下) 2 
A..B. 

    

專業選修科目(至少應修 18 學分) 
選修科目表公告於系所網站 

備 
註 

1.本系畢業應修習 128 學分。其中包括：本系「專業必修科目」48 學分，佔 37.5%；
「專業選修科目」18 學分，佔 14%；「通識教育課程」至少 28 學分，佔 22%。

其餘 34 學分，佔 26.6%，開放由學生自由選修學分學程、他系課程或本系課

程。 
2.「通識教育課程」需達校訂 5 大領域 11 面向之應修學分規定標準。 
3. A.B.表示分小班上課。 
4.英文閱讀一(上)擋修英文閱讀二(上)，英文閱讀一(下)擋修英文閱讀二(下)；未

修畢英文閱讀一者不得選修英文閱讀二。 
5.文法寫作(上)擋修進階文法寫作(上)，文法寫作(下)擋修進階文法寫作(下)；未

修畢文法寫作不得選修進階文法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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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聽力與口說訓練(上)擋修進階聽力與口說訓練(上)，聽力與口說訓練(下)擋修

進階聽力與口說訓練(下)：未修畢聽力與口說訓練不得選修進階聽力與口說訓

練。 
7.「學習護照」課程為必修零學分，合格後，始得畢業。(依開南大學「學習護

照」課程施行辦法)。 
8.學生需通過全民英檢中級及格，或 TOEIC550 分、IELTS4.0、TOEFL-IBT47
分以上，或其他同級分之英語檢定考試，始得畢業。 
6.本課程於 97 年 05 月 06 日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97 年 05 月 20 日教務會議核

備。 
 
 
 
表 5-60  應用英語學系研究所課程規劃表(7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97/05/06 修訂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課  程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研究方法 3 研究報告寫作 3 英語教學理論 3 論文 3 

(

十
二
學

分) 

專
業
必

修
科
目     

語言學與英語教

學 3 
第二語言習得 3 英語測驗與評量 3 

課程設計與教材

評估 3 

語言與文化 3 
戲劇與英語教學

3 
課堂管理 3 

兒童/青少年文學

作品教學 3 
文學與英語教學 

3 
多媒體電腦輔助

教學英語教學 3 
語意學 3  

中英翻譯研究 3 
高階口語表達與

口譯 3   
科技翻譯 3  

專題研討 I 
3 

專題研討 II 
3 

專題研討 III 
3 

專題研討 IV 
3 

(

至
少
應
修
二
十
四
學
分) 

專
業
選
修
科
目 

    

備 
 
 
註 

1.本系畢業應修習 36 學分。其中包括：本系「專業必修科目」12 學分，；

「專業選修科目」24 學分。  
2.「學習護照」課程為必修零學分，合格後，始得畢業。(依開南大學「學

習護照」課程施行辦法)。 
3.學生需通過全民英檢中高級及格，或 TOEIC750 分、 IELTS5.5、

TOEFL-IBT71 分以上，或其他同級分之英語檢定考試，始得畢業。 
4. 本課程於 97 年 05 月 06 日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97 年 05 月 20 日教務會

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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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行政支援 
A. 系務會議、系教評、系課程及系評鑑委員會運作情形。 

(A) 系務會議為本系行政決策之最終依歸，因此不但定期開會討論

議題並 同時邀請學生代表。96 學年度系務會議召開情形請見下

表 5-61 所示。 
 

    表 5-61  應用英語系系務會議、系教評、系課程及系評鑑委員會運作情形表 

 
(B) 系教評會則是本系教師聘雇、升等之委員會議。不論在新聘、

續聘、改聘或教師評量的案件上，系教評會皆能有效並迅速的

處理。96 學年度系教評會召開情形請見下表 5-62 所示。 
 
    表 5-62  應用英語學系系教評會運作情形表 

 
(C) 系課程委員會負責本系課程規劃走向，而 96學年因需規劃 97-99

之課程方向，因此除邀請大學部與研究所學生代表參予外，更

十分密集召開會議。96 學年度課程委員會議召開情形如下表

5-63 所示。 
 
     表 5-63  應用英語學系系課程委員會運作情形表 

 
(D) 評鑑委員會之委員由系務會議之成員互選產生，負責評鑑報告

資料之收集與撰寫，並向系務會議報告。平日定期開會針對系

所評鑑之問題做討論。96 學年度開會情形請見下表 5-64 所示。 
 
 

學年度 開會次數 開會時間 

961 4 96/9/12、96/10/24、96/11/28、97/1/2 

962 5 97/2/14、97/2/27、97/4/2、97/5/7、97/6/4 

學年度 開會次數 開會時間 

961 6 96/8/09、96/8/20、96/8/28、96/10/24、96/11/28、96/12/14

962 4 97/2/14、97/2/27、97/3/19、97/5/7 

學年度 開會次數 開會時間 

961 7 
96/10/17、96/11/07、96/11/08、96/12/5、97/1/4、97/1/9、
97/1/4 

962 6 97/2/14、97/2/27、97/3/19、97/4/9、97/4/30、97/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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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5-64  應用英語學系評鑑委員會運作情形表 

 
B. 招生委員會 
因本校教務處設招生組，因此本系之招生委員會一向以任務編組方式

由系務會議中專任老師互選產生，負責書面資料審核、出題、閱卷與

擔任口試委員並於放榜後負責與榜單上同學聯絡。 
以上各委員會於過去皆運作正常，預計於 97-99 學年度當可繼續發揮

功效。 
C. 系務行政品質改進措施 
本系系務行政在系主任領導、所有老師的配合以及助理負責認真工作

下，相關業務的推動十分順利。但為求精益求精，本系將持續推動以

下措施 
(A) 完善檔案系統 

為能達到知識管理的目的，並使經驗傳承有所依據，本系持續

將系務行政相關文件，建立檔案，希望能做到所有記錄皆電子

與紙本檔案並行的目標，以利行政效率的提升。 
(B) 建立 E-Mail 通報系統 

為能有效節省行政成本，實踐環保意識，本系一直以來利用電

子化的通報系統，希望能有效降低相關通知、函件的列印，藉

由 E-Mail 的使用，達到迅速、清潔、環保的行政效能。 
(C) 運用留言板以及 BBS 佈告欄 

透過系網及系學會外掛網留言板及 BBS 佈告欄，同學與老師皆

可隨時表達對系務的意見，作為系務推動參酌依據，間接使系

務運作更順暢。 
D. 師生溝通及互動情形 
本系師生溝通、互動之管道多元且運作順暢。系主任及各專任老師，

藉由各班班會、系學會學生大會、導師時間、師生晤談時間、系主任

辦公室晤談等管道，經常進行師生溝通。另外，系學會舉辦的迎新會、

系遊、應英週等，亦提供師生極佳的互動機會。除此之外，系網系學

會外掛網，及系學會報都是本系師生溝通的管道。 
 

(6). 系所未來發展之具體建議 
A. 發展目標 

(A) 教學方面： 
a. 擴充本系英語教學硬體、軟體設備。 

學年度 開會次數 開會時間 

961 5 96/10/17、96/11/7、96/11/16、96/12/4、97/1/9 

962 3 97/2/27、97/3/19、97/4/9 



 427

b. 強化本系四大主修並同時畢輔導學生選修跨系或院之學程。 
c. 提昇學生外語能力畢業最低標準，輔導學生參加語文檢定考

試。 
d. 鼓勵學生利用寒暑假，前往國外語言學校進修，洽辦課後家

庭住宿，增進所習英語文能力。 
e. 蒐集留學國資料，輔導學生出國進修主要學府概況，學制要

求、風俗習慣，以協助順利完成學業。 
f. 輔導學生就業，蒐集就業資訊，積極建立開南校友商界管道、

暢通就業資訊。 
g. 積極鼓勵學生參與校外舉辦外語競賽，增加外語文教學成果

觀摩機會。 
h. 不定期於校內舉辦英語朗讀；英語歌唱比賽；英語演講比賽。 

(B) 學術研究方面： 
a. 持續舉辦研討會並鼓勵教師發表學術論文。 
b. 提升學術與教學效益，鼓勵系上教師積極參與國內外之外國

語文學系之校際合作研究與教學觀摩。 
c. 邀請國內外知名學者演講及英語教學從業人士到校，示範教

學。 
d. 努力與鄰近院校結盟，師資、教學資源共享互惠。 
e. 鼓勵教師踴躍參加校外學術演講。 
f. 組成研究團隊，積極爭取研究案已提昇研究之質與量。 

(C) 建教合作方面： 
a. 為求突出本系在實務教學領域之特色，針對本系學生專長接

洽可提供學生見習機會之廠商與機構，與其建立合作互惠之關

係，為學生爭取實習的機會，使其在離校前能對就業市場有基

本之認識。另外，在師資方面亦能因與企業緊密的建教合作，

而獲得更多最新的資訊與理念，而使得本系之教學與研究無落

伍與脫節之弊。 
b. 安排學生在課餘時間設計外語教學活動，於雙語學苑與社區

幼稚園實習教學與充當助教，培育學生外語教學設計與實際教

學之能力，培訓理念與經驗兼具之優秀外語教學師資。 
(D) 師資結構及聘用計畫 

本系所的師資結構表 5-65 如下，將持續增聘國內外學有專精，

具有博士學位之學者家擔任教職，以進一步充實本系師資，提

升教學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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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5-65  應用英語學系師資結構表 
九十五 九十六 九十七 (預計) 

學 年 度 人 
數 

比率(%)
人 
數 

比率(%)
人 
數 

比率(%)

教    授 0 0.0% 0 0.0% 1 0.0% 
副 教 授 4 18.1% 3 15.0% 3 12.0% 
助理教授 17 77.2% 17 85.0% 20 88.0% 
講    師 1 4.5% 0 0.0% 0 0.0% 

等

級

別 
合    計 22 100.0% 20 100.0% 20 100.0% 
博    士 20 90.9% 20 100.0% 20 100.0% 
碩    士 2 9.0% 0 0.0% 0 0.0% 
學    士 0 0.0% 0 0.0% 0 0.0% 

專 
 
任 

學

歷

別 
合    計 22 100.0% 20 100.0% 20 100.0% 
教    授 0 0.0% 1 0.0% 0 0.0% 
副 教 授 2 20.0% 1 0.0% 0 0.0% 
助理教授 8 80.0% 0 50.0% 0 0.0% 
講    師 0 0.0% 1 50.0% 0 0.0% 

等

級

別 
合    計 10 100.0% 3 100.0% 0 0.0% 
博    士 10 100.0% 2 50.0% 0 0.0% 
碩    士 0 0.0% 1 50.0% 0 0.0% 
學    士 0 0.0% 0 0.0% 0 0.0% 

兼 
 
任 

學

歷

別 
合    計 10 100.0% 3 100.0% 0 0.0% 

專兼任比 11：5 20：3 20：0 
師生比 19：1 23：1 23：1 

說明： 
A、 各等級別及各學歷別之比率 = 各等級別及各學歷別人數 / 合計人數 (專  
    任及兼任各等級別及各學歷別之比率分開列計) 
1. 專兼任比 = 兼任教師總人數 / 專任教師總人數 
2. 師生比 = 本系學生總人數 / 本系專任教師總人數 

(E) 建教合作與推廣服務方面 
a. 推廣教育 
本系教師除教學、研究外，當然也未輕忽了服務社會的重要

性。本系的設立宗旨及服務地方，回饋鄉里，轉化理論應用實

務為目標，更以社區化為發展方向之一，對於學校推廣教育的

支持向來不遺餘力。曾與附近國小聯繫北市免費輔導該校英語

教學，也預計配合教育部指示，舉辦暑期中小學英語研習營，

未來將持續耕耘與回饋地方需求。 
b. 校外服務 
本系秉持服務社區及回饋鄉里的熱忱，將持續推出各種實用課

程，使社區民眾都能接受更多元的外語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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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未來三年之中長程規劃 
A. 系所展望 

未因應將台灣建設成亞太營運中心之政策發展以及響應推動「綠色矽

島」之產業升級計畫，培育具有外語能力之中堅人才成為刻不容緩的

需求。在我國加入世界貿易組織 WTO 之後，我國產業界面臨的不只

是國內同業之競爭，世界各國之產業亦成為競爭之對手。未來產業與

企業走向國際化、自由化、多元化的經營方式是一股不可避免的趨

勢。因此，具備跨文化溝通與外語能力之人才將在各個產業與企業

中，具有重要之地位。 
 
有鑑於此，本系長遠發展目標旨在培育英語人才，以因應全球化世界

外語人才之需求。故本系課程規劃以應用英語為主軸，佐以應用課

程。不僅注重外語聽、說、讀、寫能力的訓練，並提供有系統的應用

語言課程，結合理論技巧與實務，以培育學有專精的語言人才，得於

不同領域中發揮其專長。 
 
在與學校整體發展的配合上，本系的課程目的在於紮實外語基礎、並

注重實用性與訓練溝通表達之能力。以期培育出國際商務英語、英語

教學、跨文化溝通及資訊科技應用英語等相關領域之外語人才，提供

國內各行各業所需，確實提升學生的就業競爭力。 
 
本校位於桃園地區，緊鄰空運物流重鎮之國際機場以及科技、電子、

電腦製造廠商群集之觀音工業區與龜山工業區，具有亞太營運中心的

地利之便以及豐厚的國際經貿資源。以地理優勢將使本系能發揮其專

業成為桃園縣鄰里與政府及業界得以充分合作與諮商的角色。如此，

亦將使本校成為全各業界招攬優秀外語人才之重鎮。本系將結合學術

與產業，實施建教合作計畫，達成培育全方之外語人才之目標。 
 
配合學校的整體發展方向，本系未來的發展概念規劃表 5-66 如下所

示： 
 

表 5-66  應用英語學系未來的發展概念規劃表 
具體方案 (或計劃) 

執行策略 
97 98 99 

加強學術交流 
鼓勵老師參與國內外學術研討會、發表學術

論文、締結姐妹校、進行交換學生事宜、推

廣雙聯學制。 
持續進行 持續進行

促進產學合作 
積極簽訂合作廠商，並安排學生至各級產業

實習。 
持續進行 持續進行

配合推廣教育 
1. 輔導鄰近中小學英語教學 
2. 舉行中小學暑期英語研習營 
3. 舉行暑期遊學 

持續進行 持續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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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購教學設備 
1. 增購教學儀器設備 
2. 增購圖書 
3. 成立第二間語言教室 

持續進行 持續進行

規劃完善課程 

1. 延聘具經驗高學歷之教授 
2. 邀請專家研講輔助課程 
3. 進行校外參訪教學 
4. 持續檢討可成設計與規劃 

持續進行 持續進行

 
B. 重視課程內容與教學評鑑 

(A) 培訓國際商務英語、英語教學、跨文化溝通及資訊科技應用英

語之中堅人才。 
(B) 推動語言、商業、科技、跨文化並重之整合教育。本系不僅培

育外語專 才，必修課程方面，重視傳授外語國家之文化傳統、

社會現象、思考模式。 選修課程方面，則安排與四大主修相關

之課程，並鼓勵學生經由雙主修、 輔系或跨系院學程。 
(C) 推動學習情境化 

提供學生語言教室及語言村等專業設施，使英文學習情境化，

並同時提昇學習效果。 
(D) 實施教學評鑑 

本系將於上下學期末，舉辦教學評鑑週，進行全校性之問卷調

查及師生座談會。重視教授者與學習者雙方意見，落實優質教

學與教學品質管理之目標。 
C. 增進產學交流與建教合作之管道 

(A) 校際交流、國際交流 
不定期與國內各校之應用外語系合作，舉辦語文競賽、語文研

究會、語文讀書會等活動。另外，與國外各大學舉辦文化交流，

建立姐妹校、姐妹學系。舉辦短期留學，讓學生體驗國外的社

會狀況，提升外語能力。 
(B) 舉辦建教合作與實習教育 

與桃園地區之學校、企業、出版社、科技業建教合作，讓學生

了解職場環境，提昇就業實力。成績優秀者甚至有機會可直接

至該企業任職。 
(C) 協辦推廣教育 

協助興辦多元教育，本系將於協助學校之推廣教育中心，提供

教材師資，開設「應用英語學系分班」課程。提在職進修與終

身學習之機會。 
D. 教學品質提升 

(A) 擴充本系英語教學硬體、軟體設備。 
(B) 強化本系四大主修畢輔導學生選修跨系或院之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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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提昇學生外語能力畢業最低標準，輔導學生參加語文檢定考試。 
(D) 鼓勵學生利用寒暑假，前往國外語言學校進修，洽辦課後家庭

住宿，增進所習英語文能力。 
(E) 蒐集留學國資料，輔導學生出國進修主要學府概況，學制要求、

風俗習慣，以協助順利完成學業。 
(F) 輔導學生就業，蒐集就業資訊，積極建立開南校友商界管道、

暢通就業資訊。 
(G) 積極鼓勵學生參與校外舉辦外語競賽，增加外語文教學成果觀

摩機會。 
(H) 不定期於校內舉辦英語朗讀；英語歌唱比賽；英語演講比賽。 

 
(8). 預期績效 

本系結合國際商務英語、英語教學、跨文化溝通及資訊科技應用英語等

優秀師資，同時提供學生優質之學習環境，並整合教學研究與專業實習。

適域性的課程設計，可以拓展學生視野，並回饋大桃園地區。除實習課

程能協助學生順利進入職場外，計畫中之雙聯學位與持續擴大的姐妹校

交換計畫，皆可提升學生之專業能力與國際視野。而年年舉辦之研討會，

則能實質上提升本系教師研究的質與量。教師研究團隊則應可爭取到研

究計畫，進一步增加本系研究之能量。 
 

(9). 績效評量方法 
本系將於上下學期末，舉辦教學評鑑週，進行全校性之問卷調查及師生

座談會。重視教授者與學習者雙方意見，落實優質教學與踅品質管理之

目標。 
除此之外，本系之評鑑委員會、課程委員會甚至系務會議皆可視為績效

評量的方法之一。於定期會議中，本系將可檢討教學研究，學生生涯輔

導及課程規劃之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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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應用日語學系 
(1). SWOT 分析 

Strengths: 
潛在內部優勢 

Weaknesses： 
潛在內部弱勢 

本校位於桃園市，鄰近臺灣主要對

外門戶──桃園國際機場。並與商業大

城台北、工業重鎮新竹相接，為北臺灣

重要城市之一。為培 育人才投入兼具

觀光、資訊、工、商等機能之北臺灣就

業市場，強化學生語言能力及專業知識

(如：觀光、商務、電腦等)，為本校辦

學重 要指標之一。 
另，臺灣鄰近貿易大國日本、對日

貿易頻仍，加上台日間觀光、文化交流

逐步發展，大學日文系於是應運而生。

本系乃於此社會背景下，配合學校辦學

政策所設立。名為「應用日語學系」，

定「應用日語，充分就業」為系設立宗

旨。配合此宗旨，課程設計以培養學生

專業日語能力為基礎，輔以第二專長知

識。此外，輔導學生於在學期間取得日

檢、英檢、導遊、電腦等相關證照之措

施，亦為我系學生增進其於就業市場之

競爭力， 使達成「充分就業」之宗旨。 
另，為配合本系設立宗旨及校務發展

目標，本系尚明定「培養專業日語能力」、

「培養國際觀」、「培養終生學習能力」、

「培養團隊合作精神」為本系教育目標。

在語言及商務相關課程外，亦加強與日本

姐妹校之國際交流(如：雙聯學制、交換

學生、寒暑假遊學等)，透過此類措施，

訓練學生日語能力並拓展其國際視野。另

於正規課程外，有系週(一學期二次)、畢

業戲劇公演等活動，藉此培養學生創造、

學習能力及團隊合作精神。 

1.交通不便：桃園雖為台灣物流重鎮，

交通四通八達。但本校所處之蘆竹鄉

新興村，以目前的交通狀況來說，校

區與市區接駁之大眾交通工具並不

發達，再加上校外生活機能不甚理

想，導致學生在課後留在校園活動之

意願較為低落。 
2.學生素質：開南大學為新成立之學

校，知名度尚比不上老牌大學，雖然

近幾年在全校師生的努力之下，入學

成績及推甄成績，年年上升；但就學

生素質而言，與知名大學相比，仍有

一段距離。 
3.(c)體保生及棒球隊：系上每年配置

多名棒球隊員及體保生。由於該人員

常必須參加國內外之比賽、導致課業

有落後之情形。 
 

Opportunities: 
潛在外部機會 

Threats: 
潛在外部威脅 

1. 中福行政特區的興建：興建完成後，學

校附近就可直上高速公路。可大幅縮短

搭校車通學或利用高速公路通學，通勤

的時間。  

1. 少子化的威脅：台灣目前少子化的

情形越來越嚴重。目前雖然學生來

源不虞匱乏，但是本系朝永續經營

發展。少子化的威脅不可不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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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08  應用日語學系之 SWOT 分析圖 
 

(2). 目標與特色 
A. 系所未來發展目標 

(A) 以日語為主軸，培訓紮實之語言人才，並輔以經貿、資訊和觀

光之第二專長。 
(B) 推動雙聯學制並積極與國外姐妹大學交流以培養學生之國際

觀。 
(C) 積極培育國、高中第二外語師資。 
(D) 結合學程課以提高學生就業能力。 
(E) 鼓勵學生參加證照考試。 

B. 發展特色 
開南大學應日系之設立目的，乃為因應我國在二十一世紀邁向國際化

社會，培育學養兼具之對日、知日人材。日本乃最接近台灣之先進國

家，與日本之往來、交流，隨著國際化社會的來臨，只會日益頻繁；

為順應國際化社會對日語人材之迫切性，本系按照本校人社學院中長

程計畫之規劃，並按照學生、畢業校友所回饋之資訊，不遺餘力地調

整課程，期能配合社會脈動做適當之修正，以發展出本系之特色。 
為培養出符合時代潮流及市場需求之學生，本系敦聘之師資，除了日

語教學之外，大都另具有不同領域之專長；此種師資結構，有利於本

系配合就業市場之需求，隨時機動性地調整方向。此外，本系將結合

本校之資源，和他系共享教學資源，以培養學生之第二專長。 
本系希望在大學部培育有經貿、資訊和觀光專業知識之日語人才；於

碩士班培育國、高中第二外語師資，以期達到應用日語充分就業之本

系宗旨。 

2. 桃園人口增加，將升格為準直轄市：本

系學生多居於大桃園地區。桃園縣居民

之總數為1,938,591人，其中，北桃園六

鄉鎮市居民總數為1,010,398人，本校為

此一地區唯一的一所綜合大學。而目前

桃園縣之總人口數仍持續增加中，此項

趨勢，有助於本系未來學生之招收。 

2. 學生家庭經濟的威脅：本系有多位

同學學習態度積極認真、但由於家

庭經濟因素不得不輟學。導師雖然

提供多項建議及解決 方案(如申請

緊急救助金或打工機會等)、但仍然

有許多遺憾之案例。 
3. 如同上述，由於本校創立年資尚淺，

知名度及學生素質大體上仍比不上

鄰近各大學的相關科系（如銘傳大

學、元智大學、中原大學、中央大學

等）；因此畢業生在就業上，與鄰近

大學相比，競爭力稍嫌不足。然而，

本校設有觀光學院、運輸學院，這些

學院為他校所無之特色，若能輔導、

鼓勵本系學生選修這些學院之課

程，則對畢業生就業競爭力之提升，

將大有助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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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策略與做法 

為了達到本系之目標並發揮本系特色，本系之課程和師資做了以下之修

正。 
A. 課程改進(大學部) 

本系就學生的學習情形，學生反應之意見以及教師依實際教學的意見

作為課程改進的依據，定期或不定期召開課程會議，修改課程設計。

目前大學部課程之改進，主要由兩方面來進行，一是課程本身之改

進，二是師資結構之改善。 
課程之改進主要如下：本系核心課程以聽、說、讀、寫、譯之為主，

並開放自由選修學分輔導學生選修經貿、資訊、觀光課程以及其他學

程。 
師資結構之重新調配則如下：核心課程以具語學、教育學、文學專長

之教師擔任，而說、寫之課程則由日籍教師擔任，其他專長之教師則

負責專業選修課程。 
另，由於本系每年入學成績（推甄、指考）逐年升高，為因應學生素

質之改變，以及將來畢業後能成功就業，課程委員會於 94、95 學年

度召開多次課程會議，修改課程設計。比較重要的有下列諸項改革： 
(A) 本系規定 96 學年度開始，學生畢業之前必須取得日文檢定 2 

級以上的資格方能畢業。但以往的課程設計將日文檢定的課程

開在大四。又因為日文檢定乃配合日本的學制（日本新學 期與

台灣不同，為 4 月開學），訂定在 12 月舉行。所以課程只能

開在上學期。導致真正有效率的上課時間只有 3 個月左右。再

者，大四才上課的話，同學們只有一次機會，沒考上的話，勢

必要延畢。有鑒於此，課程委員會決議將日文 2 級檢定課程提

前至 2 年級下學期。並將一學期的課程延長為一年，讓同學有

兩次機會可以參加考試。此外，於 97 學年度增開 1 日文 1 級檢

定課，開設於 3 年級下學期至 4 年級上學期。期望提升學生日

文能力。 
(B) 本系配合學校政策，課程委員會修改課規將學生畢業總學分降

低為 128 學分。因此，必修學分亦降低為 64 學分。由於必修

學分降低，又必須顧及聽，說，讀，寫，譯五項技能的均衡發

展以及學生的權益。故將部分課程之學分以及必選修做調整。

例如：為了讓同學的基礎打穩，將原來 3 學分之初級日語增加

為 4 學分(因此將高級日語改為 2 學分)，將日文檢定課程由必

修改為選修(由於同學們修日文檢定課程的意願很高，畢業前又

必須通過 2 級檢定，因此改為選修影響不大)。 
(C) 為了讓學生有更多的選項，以及配合學校整合課程，本系開放

了自由選修學分數讓學生有更多的空間選修他系課程或是「國

際觀光旅遊管理就業證照學程」「華語文教學學程」等學程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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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其培養第二專長，有益同學們將來的就業。 
B. 課程改進(碩士班) 

碩士班之課程由 96 學年度下學期起，改以日本語學、日本語教育學

為主軸，並輔以人文教育。本系並致力於延聘國內外知名大學教師至

本校做集中講義，以提供研究生更廣泛的教育資源。另，本學度開始，

本系新聘國內知名大學教師來本校兼任授課。 
C. 師資改進 

在師資方面之改進措施，大略如下 
(A) 實施教學評鑑 

本校於每學期期末結束前實施教學意見調查，由課務組先依全

校狀況，敦促學生於線上填寫調查表，完成後立刻收繳系辦公

室，並轉送課務組。評鑑結果將回饋授課教師供改進參考，以

促進教學品質的提升。 
(B) 落實教師改進措施 

此一全校性之教學評鑑，為本系改善教學實施之重要依據，評

鑑結果本系將回饋與授課教師，供為改進參考依據；並據此敦

促教師改善教學品質。專任教師評鑑不良將輔導改授科目，兼

任教師則不續聘。 
(C) 提昇教師專業能力 

未來將透過教師間教學觀摩、組成讀書會等措施，進一步提昇

教師之教學以及研究能力。 
(D) 延聘海內外優秀師資 

配合系之發展方向，本系未來擬向外募材，延聘海內外優秀師

資至本校任教，以提供學生第一流的教育資源。 
(4). 課程架構規劃 

A. 大學部 
本系大學部之課程規劃分成基礎核心課程、進階核心課程、專業課

程。基礎核心課程包括通識課程及應用日語學系基礎核心課程。應用

日語學系基礎核心課程與應用日語學系進階核心課程，注重聽、說、

讀、寫、譯。專業課程方面，本系專業課程著重於培養基礎日文的人

文素養。各課程之設計概略茲如下述： 
(A) 基礎核心課程 

包括本校通識與核心課程(為通識教育中心依課程規劃架構)和
應用日語學系之基礎核心科目。為了加強日語會話能力，本系

著重基礎日語的訓練；為此，本系聘請多位日籍教師，以訓練

學生之日語發音、寫作能力。 
(B) 進階核心課程 

以二、三、四年級學生為主要對象，主旨在訓練學生進階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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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聽、說、讀、寫、譯之日語能力。 
(C) 專業課程 

以本系開設的專業選修，旨在培養學生日語的相關知識和基礎

人文素養。另，在補救教學方面，本系除了開設寒暑修課程，

提供學生補修學分之外，並設有東京館，由本系教師、研究生、

及本校日籍學生於課餘時間指導學生日語等相關問題。 
除了日語基礎人文素養之培養之外，本系亦開放自由選修學

分，期望學生選修他系課程或學程課以培養第二專長。本系為

輔導學生取得相關證照，亦開設日語檢定課程，輔導同學畢業

前取得「日本語能力試驗」2 級資格。另，本院亦提供證照輔

導專業教室，除提供學生考取證照之相關資訊之外，亦提供學

生自修空間。本系為獎勵學生考取證照，亦提供證照考取獎學

金。另於二、三 年級開設韓語課程，提供修讀其他外語之機會。 
B. 碩士班 

碩士班之課程由本學年度起，改以日本語學、日本語教育學為主軸，

並輔以人文教育。本系並致力於延聘國內外知名大學教師至本校做集

中講義，以提供研究生更廣泛的教育資源（例如，96 學年度下學期

聘請日本東北大學上原聰教授至本校做集中講義）。 
另，96 學度下學期開始，陸續聘任國內知名大學教師來本校兼任授

課，以提供學生教優異的教學環境。 
 

(5). 行政支援 
A. 為配合本系發展，本校配與本系 1 間系辦公室、1 間專業教室(東京

館) 、1 間專業證照教室(和應用英語學系、華語文研究所共用) 、1
間語言教室(和應用英語學系、華語文研究所共用)和 1 間研討室。 

B. 除了獨立之系教評會議以外，系務會議為本系最高決策機關，其下有

如課程委員會，國際交流委員會，評鑑委員會，系務活動委員會等組

織。舉凡各種法規的擬定，活動的實施和課程的規定等皆由各個下層

委員會議提案通過後，上報系務會議後通過後做成決議。 
C. 系務行政品質改進措施 

為求精益求精，本系在校方的指導下，仍朝以下方向努力： 
(A) 系務會議下屬各委員會的組織 

為了落實分工合作並使系務細分，除了上述之委員會之外，將

視需要陸續成立系務會議的下屬委員會。 
(B) 建立檔案系統 

為能達到知識管理的目的，並使經驗傳承有所依據，本系逐步

將系務行政相關文件，建立檔案，希望能做到所有紀錄皆電子

化的目標，以利行政效率的提升。 
(C) 建立 E-Mail 通報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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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能有效節省行政成本，實踐環保意識，本系刻正逐步建立電

子化的通報系統，希望能有效降低相關通知、函件的列印，藉

由 E-Mail 的使用，達到迅速、清潔、環保的行政效能。 
(D) 運用留言版以及 BBS 布告欄 

透過系網留言版及 BBS 布告欄，同學可隨時表達對系務的意

見，作為系務推動參酌依據，間接使系務運作更順暢。 
 

(6). 系所未來發展之具體建議 
A. 教學方面： 

(A) 擴充本系日語教學硬體、軟體設備。 
(B) 強化日語教學，配合本系宗旨輔導學生選修經貿、資訊、觀光

課程或跨領域之學程課。 
(C) 落實日語檢定二級之畢業門檻，輔導學生參加檢定考試。 
(D) 鼓勵學生參與姐妹校之國際交流活動。 
(E) 健全本校日籍學生和本系學生之交流管道，讓本系學生不用花

費出國即可以現有資源進行國際交流，培養國際觀。 
(F) 增購日文與文和專業之書籍和學術論文。 
(G) 整合本校之資源達到資源共享的目的。如提供華文所，商學院

和運輸觀光學院日文教學資源;另外一方面結合其相關課程以補

本系教學資源之不足，為學生提供更寬廣之選課空間。 
(H) 教學評量視為教師考核的參考之一，以提高教學品質。 
(I) 增聘教授或副教授以上之師資加強教學陣容。 

B. 學術研究方面： 
(A) 鼓勵本系教師共同研究，將研究成果回饋於本系教學。 
(B) 提升學術與教學效益，不定期舉辦本系教師間之教學心得分享

讀書會。 
(C) 對於新進教師提供資深教師教學觀摩機會。 
(D) 積極舉辦國際研討會。 
(E) 邀請國內外知名學者到校集中授課並給予修課學生學分。 
(F) 鼓勵教師踴躍參加國際研討會。 
(G) 鼓勵教師踴躍申請國科會等大型計畫案。 
(H) 鼓勵教師投稿於國內外知名學術刊物。 

C. 交流合作方面： 
(A) 積極和國外知名大學締結姐妹校。 
(B) 拓展對外關係，推動短期學生交流制度。 

 
(7). 未來三年之中長程規劃 

A. 與他系之結合 
除了重視學生之日語專業外，未來本系將更進一步地結合本校其他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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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之教育資源（例如，華語文教學研究所、運輸觀光學院之觀光學系、

商學院之國企系及國際行銷學系之相關課程）。 
B. 提昇教師研究能量 

(A) 配合研究聘任具有副教授以上之師資，創造堅強的教學陣容與

研究團隊。 
(B) 持續鼓勵教師積極參與國內外學術交流活動。 
(C) 積極爭取國科會及公私立機構研究計畫。 
(D) 加強跨校與結盟院校協力合作研究共同題目，共同舉辦日語教

學研討會。 
(E) 提升學術與教學效益，鼓勵系上教師積極參與國內外之日語學

系之校際合作研究與教學觀摩。 
(F) 獎勵教師踴躍參加校外學術演講，發表論文，在本系尚未籌設

刊物時，將研究成果投稿於國內外知名學術刊物。 
(G) 鼓勵教師在職進修、升等及積極參與相關研習活動，強化本系

之師資陣容。 
(H) 加強落實督導教師個人研究與發展計畫，包括教學經驗之傳

承、研究論文發表、教師升等。 
(I) 深化講座教授在教學、研究之影響力，提昇本系研究發展能量。 

C. 學生就業 
(A) 本系除了注重學生之學業外，亦協助同學參加相關考試，以取

得相關證照。並鼓勵學生赴日深造。 
(B) 輔導學生就業，蒐集就業資訊，積極建立開南校友商界管道、

暢通就業資訊。 
(C) 碩士班課程，除針對一般日語教學為主，更擴展研究的領域與

範圍，擴充日語教學及實際應用等各種研究項目，使本所畢業

之學生更能發揮日文教學之長才。 
(D) 建立校友會，健全人力資源網。 

 
(8). 預期績效 

A. 增聘更多優秀師資加入本系行列，可改善生師比，研究成果及教學績

效。 
B. 籌辦國際研討會，加強國際學術交流，以其增進本系教學及研究之績

效，並提升本系聲譽及水準。 
C. 提供學生更好之學習環境。 
D. 提供學生就業，升學之諮詢服務。 

 
(9). 績效評量方法 

A. 量化資料評量:師資延攬情形、發表論文、國際學術交流、學生就業

及證照考試情形等項目可由量化資料加以評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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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質化資料評量:教師教學或是產業界對本系畢業生之反應等可以問卷

調查等質化資料加以評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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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華語文教學研究所 
(1). SWOT 分析 

 

Strengths: 
潛在內部優勢 

Weaknesses： 
潛在內部弱勢 

1.華語是主要的語言，更是世界上歷史最悠久、最

具有表現力的語言之一。隨著華人經濟市場興

起，國際華語學習市場也急速擴充。根據 China 
Scholars Abroad 的資訊，全球目前約有 3,000 萬的

外國人學華語，估計到 2008 年，將快速增加到一

億人。美國大學預科考試（AP）自 2007 年開辦華

語文考試；韓國、日本及東南亞各國，華語已躍

居為第一外語或第二外語。 
2.華語具有全球第二大語言的前景，全球華語教學

市場急速擴充。華語正在逐步成為全球性強勢語

言，預估未來全球有一億人以上學習華語，致使

國外華語教師數量嚴重匱乏。 
3.華語教學是一種外語教學，科學名稱為“第二語言

教學”。出現於本世紀 40 年代, 60 年代進入發展時

期。此後新的理論、方法層出不窮，經過半個多

世紀的發展，已經成為一個發達的學科。但根據

英語或德語作為第二語言學的科學發展來看，華

語作為第二語言學的研究還很少，而且學科的理

論知識還不能融入華語教學的實踐和應用方面之

內。因此目前還缺乏教材，編寫教材也是一個重

要的工作。 
4.為因應知識經濟的發展、產業結構的改變及提升

國民的中、英文品質，目前政府正積極推動大學

國際化，以與國際接軌。本校在全國大專院校的

評鑑中，國際化排名第七。而目前已與國外大學

進行合作計劃，積極進行交換學生學術交流合作。

1. 本所學生資質並非一流，惟學

習意願甚高，但目前本所提供

的環境應可再加強，如資訊化

的應用可再強化，以滿足學生

的需求。此外，學生學習心態

的變化與生活倫理的建立，必

須長時間的觀察。 
2. 就研究、教學、推廣、與經費

資源而言，都是研究所必須努

力的方向，但都須藉著具體的

工作項目來達成。而本所也在

學校整體規劃下，調整研究及

教學空間配置，以求最大的使

用效益，同時，也盼望本校能

撥給更多經費，才能發揮校內

資源整合之最大效益。 

Opportunities: 
潛在外部機會 

Threats: 
潛在外部威脅 

1.本所期盼推動本國之對外華語文教學與國際接

軌，因此致力於培育專業並具國際觀之對外華語

教學人才。 
2.本校積極推動國際事務，因此本所藉由校內豐富

之資源，如：國際交換學生之華語學習課程安排

等，提供研究生更多之實務教學機會。 

1. 本校為新成立的大學，而本所

亦屬新設立的系所，故在國內

大學相關系所的知名度與排

名、評價上，短期內仍難與台

灣師範大學及高雄師範大學等

國立且較具歷史的華語文教學

研究所相提並論。也因為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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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在招收學生的來源方面，

一開始即處於較為不利的情

形。 
2. 整體而言，學生的素質仍無法

與國立大學及舊有大學相比，

且學生皆非中文相關的大學科

系畢業，在華語文基礎學識方

面較為薄弱，有待大力加強。

圖 5-109  華語文教學研究所之 SWOT 分析圖 
 

(2). 目標與特色 
A. 為培養具華語文教學專業能力的人才，本所之教學兼重理論與實務，

除了要求學生修習專業課程外，尚須通過全民英檢中高級。 
B. 注重產學合作，充實學生知能，本所將積極與各知名之華語文相關機

構建立合作關係，提供本所學生參訪與實習機會，使能結合專業理論

與實務應用。同時提供教、學合作的機制，穩定華語文管理人才的管

道，進而促進教學的發展。 
C. 建立畢業生多元進修管道，本所將與國外相關領域學校保持良好關

係，並積極建立合作機制，目前全球與本校簽定姐妹校之名校眾多，

有 MIT、早稻田大學、越南大學、北京語言大學、菲律賓國立大學、

渥漢頓大學…等。本所也與德國慕尼黑大學漢學系締結合作計劃，將

有眾多學生有機會前往上述學校進行學術交流，藉以增進同學華語教

學的學習經驗。 
D. 配合本校發展國際化的教學環境，本所相當注重外語能力的訓練，及

培養學生具備宏觀的國際視野，已邀請德國慕尼黑大學副校長蒞校演

講，而未來也更將賡續推動。 
(3). 策略與做法 

A. 強化課程規劃以配合市場的需求 
為擴展學生第二專長，已設置開南大學人文社會學院「華語文教學學

程」修習辦法，鼓勵大學部及外籍生同學選修。目前本所同學只有四

位，但已積極鼓勵其他同學選修，如開放人文社會學院內的應日系、

應英系的大二同學選修。 
B. 強調系所特色的創新及國際接軌之課程設計 

本所目前並未設有方言方面的課程，教授課程是以華語文教學為重

心。目前「華語文教材教法」課程內容的教學皆朝向實務性為主，上、

下學期皆已開設「華語文教學實習課程」。 
C. 推動多媒體教學 

本所已開設「華語文資訊處理」課程，課程規劃包括「華語遠距教學

專題研究」、「華語電腦輔助教學研究」、「華語遠距教學專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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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本所朝向整合電腦科技與教材編寫，結合 e-learning 來推動對外

華語教學，強化數位化內容。 
D. 積極爭取教育部的經費補助 

已向教育部爭取兩百萬的經費補助，未來更將持續爭取相關經費的補

助，讓本所經費更為充裕。 
E. 與國際合作，以促進學術交流 

未來將與慕尼黑大學締結合作計劃並進行學術交流，將可安排同學至

國外實習，增加實習經驗。 
 

(4). 課程架構規劃 
A. 本所在培養學生的未來競爭力方面，不只重視漢語本體研究，更培養

學生具有編寫教材、設計教案的跨領域整合能力。 
B. 本所規劃課程之理念，以培養學生對華語文教學之研究與華語文教學

之能力為重心，強調教學理論研究與師資之培訓並重，一方面建立學

生對於華語文教學理論的專業知識與研究，一方面培養及訓練學生在

華語文教學的專業能力。 
C. 本所規劃課程之方向，除專業必修外，選修部分以「漢語語言學」、

「華語文教學」、「華人社會與文化」為三大主軸，其目的在奠定華

語文教學之理論與研究基礎、培養華語文教學之實際教學能力與技

巧，亦注重華人文化與外國文化之認知與培育。 
D. 本所必修課程包括漢語語言學、研究方法與論文研討、華語文教材教

法與教學實習、華人社會與文化專題研究、碩士論文。選修課程分為

三大領域：漢語語言學、華語文教學、華人社會與文化。畢業要求包

括：(一)畢業學分至少 30 學分。(二)教學實習（不包括從旁觀摩）至

少 72 小時。(三)發表研討會論文一篇。(四)完成碩士論文。(五)取得

全民英檢中高級檢定及格。(六)非中文系畢業且未曾修習文字學、語

音學者，應補修文字學 2 學分、語音學 2 學分。 
E. 為使學生充分了解課程內容與學習目標，在學期開始選課之時，公佈

各課程之教學大綱、學習目標與授課計畫，讓學生有初步的認識，並

請教師在第一堂課時，說明本學期之課程內容，可供學生進行選課之

參考。 
F. 華語文教學研究所課程規劃如下： 

(A) 專業必修課程表如表 5-67。 
(B) 專業選修課程表如表 5-68。 
(C) 實習規定：應在經國內外教育部主管機關認可之各級學校(含大

學附設之語言中心、華語中心)以母語非華語者為對象，從事華

語文教學實習至少 72 小時。 
(D) 外語能力規定：畢業前應通過全民英檢中高級檢定及格。 
(E) 學習護照與論文發表：依開南大學「學習護照」課程施行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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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理，或至少參加國內外相關學術研討會三場以上，合格後始

得畢業。又畢業前至少發表一篇專業論文於國內或國外學術研

討會或期刊。 
(F) 學位論文：應通過碩士論文考試，畢業論文不列入畢業學分數。 
(G) 非中文系畢業且未曾修習文字學、語音學者，應補修文字學 2

學分、語音學 2 學分。 
(H) 本課程經校課程委員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表 5-67  華語文教學研究所專業必修課程表 

課程 課程名稱 學分數 英文名稱 

漢語語言學(一)(二) 4 Chinese Linguistics 

研究方法與論文研討(一)(二) 4 
Research Method and 
Seminar on Thesis  

華語文教材教法與教學實習(一)(二) 4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Methods and Materials 

華人社會與文化專題研究 3 
Special topic in Chinese 
Society and Culture 

專業必

修課程 
(15 學分) 

碩士論文 0 Master’s Thesis 

 
 

表 5-68  華語文教學研究所專業選修課程表 

 

漢語語言學，計 21 學分 

課程 課程名稱 學分數 英文名稱 

漢語語法學研究 3 
Studies in Syntactic Structures of 
Chinese 

漢字理論與應用研究 3 
Studies in Theories and Applic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漢語語音學研究 3 Studies in Chinese Phonetics 

漢語修辭學研究 3 Studies in Chinese Rhetoric 

現代漢語語義學與語用學研究 3 Studies in Chinese Pragmatics 

漢語詞彙學研究 3 Studies in Chinese Phraseology 

專 
業 
選 
修 
課 
程 

社會語言學研究 3 Studies in Sociolingu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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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社會與文化，計 15 學分 

課程 課程名稱 學分數 英文名稱 

中國現代社會與文化研究 3 
Studies in Modernized Society and 
Culture of Chinese 

臺灣現代社會與文化研究 3 
Studies in Modernized Society and 
culture of Taiwan 

中國哲學思想專題研究 3 
Special Topics in Chinese 
Philosophy 

多元文化專題研究 3 Special Topics in Plural culture 

專 
業 
選 
修 
課 
程 

中華文化專題研究 3 Special Topics in Chinese culture 

 

華語文教學，計 42 學分 

課程 課程名稱 學分數 英文名稱 

華語文教材編寫與設計研究 3 
Studies in Material Compilation and 
Assessmen 

華語語音教學研究 3 Studies in Phonetic Instruction in Chinese 

華語文閱讀與寫作教學研究 3 
Studies in Teaching Reading and Teaching 
Writing to Students of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華語聽力教學研究 3 
Studies in Teaching Listening to Students of 
Chinese a Second Language 

華語會話教學研究 3 
Studies in Teaching Conversation to 
Students of Chinese a Second Language 

華語電腦輔助教學研究 3 
Studies in Computer Assisted Instruction in 
Chinese 

華語文資訊處理 3 Information Processing in Chinese 

數位華語教學專題研究 3 Special topic in Digial Chinese Teaching 

華語遠距教學專題研究 3 Special topic in Chinese Distance Learning 

華語文教學專題研究 3 
Special Topics in Chinese teaching to 
Students of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華語文測驗與評量研究 3 
Studies in Teaching Chinese Testing and 
Evaluation 

專業華語文教材編寫與設計

研究 
3 

Studies in Compilation of Chinese Teaching 
Materials and Curriculum Design 

雙語教學研究 3 Studies in Bilingual Education 

專 
業 
選 
修 
課 
程 

華僑華語文教學研究 3 
Studies in Chinese teaching to Students of 
overseas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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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行政支援 
A. 本所師資採科際整合方式，主體課程由本所教師負責，電腦教學部

分，請資訊學院支援，外語部分，請應日系、應英系支援。 
B. 本所隸屬於人文社會學院之下，院內尚有法律學系（所）、公共事務

管理學系（所）、應用日語學系（所）及應用英語學系（所）等系所。

為整合教學資源，人文社會學院特與本所共同研擬「開南大學人文社

會學院華語文教學學程修習辦法」，並於 96 學年度第 2 學期起正式實

施。 
C. 師生對於各項所務，除了正式的會議外，也可以輕易地透過日常的場

合進行意見交換，正式與非正式所務管理與興革管道，將能更加地暢

通運行。 
 

表 5-69  華語文教學研究所教職員概況表 
96 學年度第一學期 96 學年度第二學期 

專任教授 1 人 2 人 

專任助理教授 0 人 1 人 

兼任副教授 3 人 1 人 

教師 

兼任助理教授 1 人 0 人 

助教 專任助教 1 人 1 人 

 
 

(6). 系所未來發展之具體建議 
A. 就語言訓練課程方面，本所規劃建立語言實驗室，未來硬體設施將更

為完善，使學生學習效果更佳。 
B. 為確保教學品質，本所將建立完善之教學品質評鑑機制，教師教學應

用最新之研究發現、得宜之教學方法，以激勵學生課堂參與，並運用

多媒體教學資源，同時在學期結束，根據學生意見反應進行教學改

進。老師於課堂上皆告知課程規劃的構想，未來課程規劃將請全部的

同學一起參與，充分了解學生需求。 
C. 課程將延伸到推廣部門，活絡學生的來源，拓寬本所的功能，並朝向

與推廣部門結合，結合華文所師資開設華語文課程，以活絡學生的來

源。 
D. 本所設有華語文教學實習課程，將與慕尼黑大學簽訂協議，進行密切

的華語文教學交流，藉由互訪、交換學生、交換實習等措施，增加實

務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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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未來三年之中長程規劃 
A. 增加與桃園縣、全台灣各所華語教學所研究合作與交流(如與政大、

中央、中原、台師大、高師大等大學的中文或華文系所及德文系所做

跨校合作)。 
B. 增加日本、韓國、歐美地區大學學生交流，學生規模擴大，本國籍學

生由 5 位增為 10 位，並招收外籍生 10-15 位。 
C. 作為華語教學研究中心，增加圖書設備等。 
D. 編寫出版一篇專門研究華語教學的雜誌。 
E. 建立國際合作，包括外國學生至台灣實習及本國學生至外國學習、實

習。 
F. 增聘歐美日之客座教授，擴大國際交流。 
G. 強化教師教學，對學生採用漢語拼音，以與國際接軌。 

 
(8). 預期績效 

A. 本所課程規劃將結合「科際整合」之觀念，將語音、語法與多媒體科

技結合，以利教學之成效。 
B. 就語言訓練課程方面，本所規劃建立語言實驗室，未來硬體設施將更

為完善使學生學習效果更佳。 
C. 派遣學生至海外參與華語文教學實習以提升教學經驗。 
D. 朝向與推廣部門結合，結合華文所師資開設華語文課程，以活絡學生

的來源。 
E. 在本所堅強師資陣容下，必能吸引更多學生報考及就讀，使報到率百

分之百。 
F. 教師論文數、計畫案數增加。 
G. 加強與國外大學之合作計劃。 
H. 繼續增聘歐美日之客座教授，擴大國際交流，強化本所師資陣容。 
I. 逐年陸續添購各項圖書期刊與教學設備，以提供本所教師及學生良好

的學習與研究軟、硬體環境。 
 

(9). 績效評量方法 
A. 本所學生晤談 
B. 師資延攬情形 
C. 教學評鑑 
D. 學生報到率 
E. 師生論文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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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健康照護管理學院 
 

(1). SWOT 分析 
Strengths: 

潛在內部優勢 
Weaknesses： 
潛在內部弱勢 

1.師資陣容堅強，專業與系所未來發展方

向相符。 
2.學術研究與聲譽強。 
3.他校同質性系所尚少。 

1.學生人數尚少，缺乏校友支援。 
2.實驗室設備尚待擴建中。 
3.師資來源仍須仰賴國內既有「醫療」、「社

福」體系。 
Opportunities: 
潛在外部機會 

Threats: 
潛在外部威脅 

1.業界對於銀髮相關產業創意規劃與管理

人才需求與日俱增。 
2.與銀髮相關產業的接軌有益畢業生就

業。 
3.桃園地區政府機構、工商業界員工回流

教育需求大。 

特色不易與國內既有「醫療」、「社福」體系

區隔。 

圖 5-110  健康照護管理學院之 SWOT 分析圖 
 

(2). 目標與特色 
台灣自 1993 年 9 月起成為聯合國定義的高齡化社會國家，即 65 歲

以上的銀髮族群占全國總人口數達 7%。但到了 2007 年 3 月，我國 65
歲以上的銀髮族群已達總人口數 10.05%，較行政院主計處當時認為 2010
年將達 10%的預估提前了 3 年出現。顯然實際上台灣社會高齡化的速度

比行政院預估的速度快了許多，意味著台灣對於高齡化社會的因應腳步

有再加快的必要性。 
檢視國內既有老人福利服務，無論是福利規劃與直接服務，多以政

府部門與非營利部門為主要執行機構，例如政府社福政策實施、急難救

助、照護服務、社區服務、福利諮詢、老人休閒、志願服務等，其宗旨

莫不以「供給福利」為依歸，顯示當前國家社會對於高齡化社會因應之

道多以視老人族群為「受助者」的角度來規劃與推展，這也說明了國內

相關學系人才養成多集中在醫療領域以及社福領域學系的情形。 
然而有別於上述視老人為弱勢族群的既有刻版印象，現階段即將或

剛滿 65歲的銀髮族多為日後獻身台灣經濟奇蹟的戰後嬰兒潮(民國 36年
前後出生)，目前已逐漸進入退休階段，他們年輕時在職場所累積的財

富，將創造龐大的消費力，帶動銀髮產業快速發展。是故未來台灣銀髮

產業(Senior Industry)方興未艾。銀髮產業(Senior Industry)係指一切與銀

髮族群生活有關的生產與消費，從最切身的健康醫療照護、福利服務、

理財規劃、身後事安排，可以說食衣住行育樂無所不包，都可區隔出銀

髮族群消費市場，需求有增無減，可謂潛力無窮。 
營利事業也開始察覺到銀髮產業的龐大商機，一反過去營利事業的

參與亦多以響應公部門與第三部門的公益號召為主的方式，企業開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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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投資經營銀髮產業，例如居家照護產業、老人養生村、長期看護終身

保險、銀髮服務科技產業等，同時透過營利事業行銷推廣，將有利於來

提升市場的接受度，創造產業新價值。 
除此之外，因應行政院所提大溫暖計畫下之「建構長期照顧體系十

年計畫」，該計畫預計 2007 年至 2015 年合計至少投入新台幣 434 億元，

並帶動整體老人照護產業發展，提升照顧品質及照顧服務員勞動條件，

創造超過 7 萬個相關人力之就業機會。其中包含諸多政策支持管理機

制、照顧服務體系發展、照顧人力培訓及規劃所需之專門財源以發展長

期照顧政策，並積極拉攏民間參與，顯示政府已逐漸走出「福利供給給

弱勢老人」的思維，也看準銀髮產業的商機，目前規劃其成為優先發展

產業，預計產業實施將可創造更多就業機會。 
教育資源方面，鑒於國內相關學系較少，除既有醫療領域以及社福

領域學系的人才養成外，目前僅有明新科技大學、弘光科技大學、美和

技術學院的老人服務事業管理系以及稻江科技暨管理學院老人福祉學

系，培育人才尚難以應付未來廣大之市場需求。 
根據工研院服科中心 2007 年 4 月公佈以全國 21 縣市所作台灣地區

銀髮族需求深度調查顯示，台灣地區銀髮長者最關切的三件事情依序為

一、「銀髮關護」，二、「休閒娛樂」，三、「銀髮尊嚴」。調查中有 73.9%
的銀髮族非常關切自身的健康狀況，以及重視延緩老化、減低銀髮生活

障礙的公共空間設施與老人看護照顧等；59%受訪的銀髮長者表示市場

缺乏針對銀髮族適當開發的休閒育樂環境與商品，且普遍對於退休後失

去與社會的聯繫感到焦慮，甚至喪失尊嚴；39.2%對於家庭成員無法與

銀髮尊長共同形成生活圈感到遺憾或不安，顯示高齡化社會銀髮族生活

環境課題的重要性。準此為因應高齡化社會的時代，無論是政府部門、

私人企業、非營利部門、教育機構都不能置身事外。是故本校成立「健

康照護管理學院」，以最切身的健康醫療照護管理為基礎，以滿足銀髮族

群食衣住行育樂需求的養生創意規劃與經營管理為人才養成目標，規劃

設計保健營養學系、銀髮養生環境學系、銀髮健康促進學系等三學系，

培育保健營養人才、銀髮養生環境規劃管理人才、銀髮健康促進產業管

理人才，以因應國人平均餘命增加，重視健康養生環境的需求 
(3). 策略與做法 

A. 師資 
持續增聘營養學、食品化學、營養保健、食品安全、生物科技、公共

衛生、老人學、社區營造、養生環境管理、銀髮養生產業經營管理、

健康照護、預防保健、心理諮商領域師資，且必須是近三年有 SCI
或 SSCI 索引期刊論文發表者。 

B. 課程 
(A) 保健營養學系：基礎學科方面以「營養學與營養保健」課程奠

定「預防保健」之基礎；應用方面，可區分為「營養衛教、公

共衛生、銀髮養生」以及「食品化學、食品安全、生物科技」

兩種課程，前者可與健康照護管理學院其他二學系相互支援，

從而以養成銀髮健康照護領域人才為宗旨；後者可專注於食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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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領域在「預防保健」的鑽研，並以學生未來就業證照取得

為課程規劃目標。 
(B) 銀髮養生環境學系：基礎學科方面首先奠定「老人學」之基礎，

繼之再予以「銀髮社區生活營造」以及「銀髮養生環境管理」

兩種專業課程；應用方面，可區分為「銀髮養生產業經營管理」

以及「銀髮照護產業管理」兩種課程，並以學生未來就業證照

取得為課程規劃目標。 
(C) 銀髮健康促進學系：基礎學科方面以「老人學」課程奠定「銀髮

健康促進」之基礎；專業課程方面，可區分為「健康照護、預

防保健、心理諮商」以及「養生環境、銀髮事業」兩種課程，

並以學生未來就業證照取得為課程規劃目標。 
C. 教學 

(A) 聘請業界菁英擔任課程規劃委員。 
(B) 設立碩士班。 
(C) 建構學院不分系。 
(D) 建構學院專業學位與學分學程。 
(E) 舉辦各類產業實務研習及學術研討會，增進對不同產業專門知

識的了解。 
D. 研究 

(A) 補助教師出國交換與深造。 
(B) 獎勵教師發表論文與研究（管理費回饋、折抵鐘點等）。 
(C) 延攬國際大師級學者授課、講座或協同教學。 
(D) 每年本系專任師資每人至少發表 1 篇學術期刊論文。 

E. 輔導 
(A) 教學輔導：課程配有學院 TA 以協助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 
(B) 課後輔導：學院 TA 以協助學生課後複習與解題。 
(C) 導師時間：Office Hour 隨時為同學解惑。 
(D) 數位教學：教師教材數位化可讓學生自主預、複習；並建置數

位學習討論區，提供師生網路及時討論園地。 
(E) 系學會：強化系學會組織力量，為學生課業與生活輔導提供可

信賴的服務，並定期舉辦師生座談以促進溝通。 
F. 資源 

(A) 設立實驗室。 
(B) 購置學術資源期刊資料庫。 
(C) 與政府、企業以及非營利組織建教合作與產學合作。 

G. 推廣招生 
(A) 透過媒體的宣傳，使社會大眾認識該系，建立正面的印象及知

名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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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設立推廣教育課程，訓練其更精進的專業技能，配合其既有之

實務經驗，以臻回流教育宗旨。 
(4). 課程架構規劃 

健康照護管理學院第一年已具備保健營養學系、銀髮養生環境學系、銀

髮健康促進學系等三學系，大一、大二課程特色各別為「營養學」與「老

人學」、「營養衛教」與「銀髮社區生活營造」等，未來將以不分系方式

進行教學，以臻資源共享效用。 
(5). 行政支援(參考(3)策略與做法) 
(6). 未來發展之具體建議 

A. 展現學院教學特色：學院不分系、數位化教學。 
B. 持續提升資源設備：迴龍老人養生村、實驗室建置。 
C. 推動申請國際認證。 
D. 國際化：與國外相關系所姐妹校合作，鼓勵師生交換進修，以及合作

研究。 
E. 鼓勵師資教學與研究結合。 
F. 深化建教合作與產學合作：簽訂產學合作、成立校級研究中心。 

(7). 未來三年之中長程規劃 
 

表 5-70  健康照護管理學院為來中長程規劃表 
計畫目的 計畫目標 97 學年度指標 98 學年度指標 99 學年度指標 
研究引導

教學 
鼓勵師資教學與研

究結合 
所有老師提出國

科會申請計畫 
所有老師至少一

門課程與研究結

合 

設立獨立研究所

展現學院

教學特色 
學院不分系 大一不分系教學 大二不分系教學 大一大二不分系

招生 
提昇研究

水準 
成立校級研究中心 申請成立校級研

究中心 
校級研究中心計

劃補助額達 100
萬 

校級研究中心計

劃補助額累積達

200 萬 
教學數位

化 
實施數位化教學 所有老師教材上

網 
完成銀髮產業資

料庫 
 

提升資源

設備 
迴龍老人養生村、

實驗室建置 
規劃「營養科技」

實驗室、迴龍老

人養生村 

建置「營養科技」

實驗室 
建置「迴龍老人

養生村」 

深化產學

合作 
簽訂產學合作 簽訂產學合作企

業 3 家 
簽訂產學合作企

業 3 家 
簽訂產學合作企

業 3 家 
國際化 與國外相關系所姐

妹校合作，鼓勵師

生交換進修，以及

合作研究 

與國外名校相關

系所簽訂合作約

定 

國際合作研究計

畫 
交換學生 2 位 

國際證照 推動申請國際認

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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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預期績效 
A. 學生均能有效達成學習目標。 
B. 每年本系專任師資每人至少發表 1 篇學術期刊論文。 

(9). 績效評量方法 
A. 發表學術期刊之數量與質量。 
B. 承接之研究計畫數量。 
C. 畢業學生就業情形。 
D. 畢業學生取得專業證照人數或比例。 
E. 大ㄧ學生報到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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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保健營養學系 
 

(1). SWOT 分析 
Strengths: 

潛在內部優勢 
Weaknesses： 
潛在內部弱勢 

1.師資陣容堅強，專業與系所未來發展方

向相符。 
2.學術研究與聲譽強。 
3.他校同質性系所尚少。 

1.學生人數尚少，缺乏校友支援。 
2.實驗室設備尚待擴建中。 
3.師資來源仍須仰賴國內既有「醫療」、「社

福」體系。 
Opportunities: 
潛在外部機會 

Threats: 
潛在外部威脅 

1.業界對於銀髮相關產業創意規劃與管理

人才需求與日俱增。 
2.與銀髮相關產業的接軌有益畢業生就

業。 
3.桃園地區政府機構、工商業界員工回流

教育需求大。 

特色不易與國內既有「醫療」、「社福」體系

區隔。 

圖 5-111  保健營養學系之 SWOT 分析圖 
 

(2). 目標與特色 
A. 培育學生營養學的知能，善用營養衛教以達預防保健之功效，促進國

人的身體健康。 
B. 以保健營養之專業領域為主軸，期使獲得保健營養知識與技能，奠定

就業或深造的基礎。 
C. 運用現代生物科技結合「食品化學」、「營養保健」、「食品安全」、「生

物科技」以及「公共衛生」等學術領域，開拓社區保健營養學。 
D. 著重老年營養及老人保健的開發研究，並兼顧食品安全問題的預防及

處理，成立國人「營養食品安全資料庫」。 
(3). 策略與做法 

A. 師資 
持續增聘營養學、食品化學、營養保健、食品安全、生物科技、公共

衛生領域師資，且必須是近三年有 SCI 或 SSCI 索引期刊論文發表者。 
 
B. 課程 

基礎學科方面以「營養學與營養保健」課程奠定「預防保健」之基礎；

應用方面，可區分為「營養衛教、公共衛生、銀髮養生」以及「食品

化學、食品安全、生物科技」兩種課程，前者可與健康照護管理學院

其他 2 學系相互支援，從而以養成銀髮健康照護領域人才為宗旨；後

者可專注於食營科技領域在「預防保健」的鑽研，並以學生未來就業

證照取得為課程規劃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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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教學 
(A) 聘請業界菁英擔任課程規劃委員。 
(B) 設立碩士班。 
(C) 建構學院不分系。 
(D) 建構學院專業學位與學分學程。 
(E) 舉辦各類產業實務研習及學術研討會，增進對不同產業專門知

識的了解。 
D. 研究 

(A) 補助教師出國交換與深造。 
(B) 獎勵教師發表論文與研究（管理費回饋、折抵鐘點等）。 
(C) 延攬國際大師級學者授課、講座或協同教學。 
(D) 每年本系專任師資每人至少發表 1 篇學術期刊論文。 

E. 輔導 
(A) 教學輔導：課程配有學院 TA 以協助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 
(B) 課後輔導：學院 TA 以協助學生課後複習與解題。 
(C) 導師時間：Office Hour 隨時為同學解惑。 
(D) 數位教學：教師教材數位化可讓學生自主預、複習；並建置數

位學習討論區，提供師生網路及時討論園地。 
(E) 系學會：強化系學會組織力量，為學生課業與生活輔導提供可

信賴的服務，並定期舉辦師生座談以促進溝通。 
F. 資源 

(A) 設立實驗室。 
(B) 購置學術資源期刊資料庫。 
(C) 與政府、企業以及非營利組織建教合作與產學合作。 

G. 推廣招生 
(A) 透過媒體的宣傳，使社會大眾認識該系，建立正面的印象及知

名度。 
(B) 設立推廣教育課程，訓練其更精進的專業技能，配合其既有之

實務經驗，以臻回流教育宗旨。 
 
(4). 課程架構規劃 

 
表 5-71  保健營養學系課程架構規劃表 
學年 必修課程 領域 選修課程 
一  普通生物學與實驗、生理學、普

通化學、有機及分析化學、營養

學導讀、保健用藥概論 
二  進階英文、生物化學與實驗、營

養學與實驗、營養實習基礎、營

營養學與營養保健 微生物學、食品加工

學、食品微生物、食品

化學與實驗、食品分析

與檢驗、食品調理學與

實驗、烘焙學、食品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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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年 必修課程 領域 選修課程 
養生化學、生命期營養、膳食設

計管理與實驗、生物統計學概論

三  專業英文、營養評估與臨床生

化、膳食療養學與實驗、團體膳

食管理與實驗、膳食療養學與實

驗、公共衛生營養學 

營養衛教、公共衛

生、銀髮養生 

四  應用英文、老年營養學、專題討

論、食品衛生安全與實驗、營養

衛教、專題講座、銀髮照護實習

食品化學、食品安

全、生物科技 

廠管理、烹調學、飲食

與癌症、臨床醫學概

要、素食營養、營養與

免疫、營養與老化、解

剖組織學、病理學、公

共衛生學、應用藥理學

(涵蓋保健營養學程、食

品衛生學程及食品科技

學程) 
 
 

(5). 行政支援 (參考(3).策略與做法) 
 
(6). 系所未來發展之具體建議 

A. 展現學院教學特色：學院不分系、數位化教學。 
B. 持續提升資源設備：迴龍老人養生村、實驗室建置。 
C. 推動申請國際認證。 
D. 國際化：與國外相關系所姐妹校合作，鼓勵師生交換進修，以及合作

研究。 
E. 鼓勵師資教學與研究結合。 
F. 深化建教合作與產學合作：簽訂產學合作、成立校級研究中心。 
 

(7). 未來三年之中長程規劃 
 

表 5-72  保健營養學系未來三年中長程規劃表 
計畫目的 計畫目標 97學年度指標 98 學年度指標 99 學年度指標 

研究引導教學 鼓勵師資教學與研究

結合 
所有老師提出

國科會申請計

畫 

所有老師至少一

門課程與研究結

合 

設立獨立研究所

[研發人才 ] 青少年

肥胖研究及老年營養

食品 

   

[衛生專業人才 ] 食
品衛生、保健食品開

發及食品安全評估工

作 

   

[營養專業人才 ] 政
府、產業界及大專院

校相關保健營養學門

   

人才養成 

[證照] 營養師、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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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目的 計畫目標 97學年度指標 98 學年度指標 99 學年度指標 
技師、中餐烹調技術

士資格 
展現學院教學

特色 
學院不分系 大一不分系教

學 
大二不分系教學 大一大二不分系

招生 
提昇研究水準 成立校級研究中心 申請成立校級

研究中心 
校級研究中心計

劃補助額達 100
萬 

校級研究中心計

劃補助額累積達

200 萬 
教學數位化 實施數位化教學 所有老師教材

上網 
完成銀髮產業資

料庫 
 

提升資源設備 迴龍老人養生村、實

驗室建置 
規劃「營養科

技」實驗室、

迴龍老人養生

村 

建置「營養科技」

實驗室 
建置「迴龍老人

養生村」 

深化產學合作 簽訂產學合作 簽訂產學合作

企業 1 家 
簽訂產學合作企

業 1 家 
簽訂產學合作企

業 1 家 
國際化 與國外相關系所姐妹

校合作，鼓勵師生交

換進修，以及合作研

究 

與國外名校相

關系所簽訂合

作約定 

國際合作研究計

畫 
交換學生 2 位 

國際證照 推動申請國際認證。    

 
(8). 預期績效 

A. 學生均能有效達成學習目標。 
B. 每年本系專任師資每人至少發表 1 篇學術期刊論文。 

 
(9). 績效評量方法 

A. 發表學術期刊之數量與質量。 
B. 承接之研究計畫數量。 
C. 畢業學生就業情形。 
D. 畢業學生取得專業證照人數或比例。 
E. 大ㄧ學生報到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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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銀髮養生環境學系 
 

(1). SWOT 分析或多準則評估分析 
Strengths: 

潛在內部優勢 
Weaknesses： 
潛在內部弱勢 

1.師資陣容堅強，專業與系所未來發展方

向相符。 
2.學術研究與聲譽強。 
3.他校同質性系所尚少。 
 

1.學生人數尚少，缺乏校友支援。 
2.實驗室設備尚待擴建中。 
3.師資來源仍須仰賴國內既有「醫療」、「社

福」體系。 

Opportunities: 
潛在外部機會 

Threats: 
潛在外部威脅 

1.業界對於銀髮相關產業創意規劃與管理

人才需求與日俱增。 
2.與銀髮相關產業的接軌有益畢業生就

業。 
3.桃園地區政府機構、工商業界員工回流

教育需求大。 
 

1.特色不易與國內既有「醫療」、「社福」體

系區隔。 

圖 5-112 銀髮養生環境學系之 SWOT 分析圖 
 

(2). 目標與特色 
A. 為全國首創以銀髮族為目標對象的社區生活營造相關學系，結合多元

的專業知識領域，以培育學生成為銀髮養生環境及社區營造的專家。  
B. 培育銀髮養生環境管理、銀髮養生產業經營管理及照護研究的專業人

才，配合國際衛生體系之發展，整合銀髮養生環境相關知能。  
C. 培育銀髮養生環境管理及照護政策與制度之研究，提升國內銀髮照護

產業之競爭力，滿足高齡化社會的需要。 
D. 培育規劃『老者安之』的專業智能教育，建構老人安全環境，減少老

人意外事故，達到「原居安老」的目標。 
 

(3). 策略與做法 
A. 師資 

持續增聘老人學、社區營造、養生環境管理、銀髮養生產業經營管理

等領域師資，且必須是近三年有 SCI 或 SSCI 索引期刊論文發表者。 
B. 課程 

基礎學科方面以「老人學」課程奠定「銀髮養生環境」之基礎；應用

方面，可區分為「銀髮社區生活營造、銀髮養生環境管理」以及「銀

髮養生產業經營管理、以及銀髮照護產業管理」兩種課程，並以學生

未來就業證照取得為課程規劃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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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教學 
(A) 聘請業界菁英擔任課程規劃委員。 
(B) 設立碩士班。 
(C) 建構學院不分系。 
(D) 建構學院專業學位與學分學程。 
(E) 舉辦各類產業實務研習及學術研討會，增進對不同產業專門知

識的了解。 
D. 研究 

(A) 補助教師出國交換與深造。 
(B) 獎勵教師發表論文與研究（管理費回饋、折抵鐘點等）。 
(C) 延攬國際大師級學者授課、講座或協同教學。 
(D) 每年本系專任師資每人至少發表 1 篇學術期刊論文。 

E. 輔導 
(A) 教學輔導：課程配有學院 TA 以協助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 
(B) 課後輔導：學院 TA 以協助學生課後複習與解題。 
(C) 導師時間：Office Hour 隨時為同學解惑。 
(D) 數位教學：教師教材數位化可讓學生自主預、複習；並建置數

位學習討論區，提供師生網路及時討論園地。 
(E) 系學會：強化系學會組織力量，為學生課業與生活輔導提供可

信賴的服務，並定期舉辦師生座談以促進溝通。 
F. 資源 

(A) 設立實驗室。 
(B) 購置學術資源期刊資料庫。 
(C) 與政府、企業以及非營利組織建教合作與產學合作。 

G. 推廣招生 
(A) 透過媒體的宣傳，使社會大眾認識該系，建立正面的印象及知

名度。 
(B) 設立推廣教育課程，訓練其更精進的專業技能，配合其既有之

實務經驗，以臻回流教育宗旨。 
(4). 課程架構規劃 

基礎學科方面首先奠定「老人學」之基礎，繼之再予以「銀髮社區生活

營造」以及「銀髮養生環境管理」兩種專業課程；應用方面，可區分為

「銀髮養生產業經營管理」以及「銀髮照護產業管理」兩種課程，並以

學生未來就業證照取得為課程規劃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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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73  銀髮養生環境學系課程架構規劃表 
學年 必修課程 領域 選修課程 
一  老人學概論、創意思考、

老人復健概論、老人問

題、老年居家生活空間分

析、邏輯思考、環境衛生

概論、基礎用藥安全  

老人學 

二  視覺設計、老人與家庭、

輔具學、營養學、進階英

文、景觀設計、創意學與

實習  
三  園藝學、專業英文、遠距

安全監控、社區營造、生

態與永續環境、環境風險

評估、老人運動與健康 

「銀髮社區生活營

造」以及「銀髮養生

環境管理」 

四  應用英文、自動化與機器

人、老人養生環境專題演

講、專題討論、銀髮照護

實習  

「銀髮養生產業經營

管理」以及「銀髮照

護產業管理」 

藝文賞析、老人運動與休

閒、溝通技巧、創意機構

學、寵物學、衛生工程、生

物學與實驗、社會工作、環

境衛生安全、生活藝術專

題、人際關係、退休志業、

老人體適能與運動、旅遊與

休閒、傷害防治、智財權概

念與專利發明、專利寫作、

老年財務規劃管理（涵蓋老

人社會福利學程、老人休憩

養生學程、保健食品開發學

程）  

 
(5). 行政支援 (參考(3).策略與做法) 

 
(6). 系所未來發展之具體建議 

A. 展現學院教學特色：學院不分系、數位化教學。 
B. 持續提升資源設備：迴龍老人養生村、實驗室建置。 
C. 推動申請國際認證。 
D. 國際化：與國外相關系所姐妹校合作，鼓勵師生交換進修，以及合作

研究。 
E. 鼓勵師資教學與研究結合。 
F. 深化建教合作與產學合作：簽訂產學合作、成立校級研究中心。 

 
(7). 未來三年之中長程規劃 
 

表 5-75 銀髮養生環境學系未來三年中長程規劃表 
計畫目的 計畫目標 97 學年度指標 98 學年度指標 99 學年度指標 
研究引導

教學 
鼓勵師資教學與研

究結合 
所有老師提出國

科會申請計畫 
所有老師至少一

門課程與研究結

合 

設立獨立研究所

人才養成 [規劃與整合人才]
管理長期照護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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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目的 計畫目標 97 學年度指標 98 學年度指標 99 學年度指標 
構、老年養生環境

與照護 
[研發人才]社區式

老年健康照護管

理、與老年養生環

境 

   

[專業人才]執行政

府「在地老化」政

策，規劃高齡化社

會之居家環境 

   

[研發人才]提供銀

髮居住環境改善建

議的用具、輔具及

創意產品 

   

展現學院

教學特色 
學院不分系 大一不分系教學 大二不分系教學 大一大二不分系

招生 
提昇研究

水準 
成立校級研究中心 申請成立校級研

究中心 
校級研究中心計

劃補助額達 100
萬 

校級研究中心計

劃補助額累積達

200 萬 
教學數位

化 
實施數位化教學 所有老師教材上

網 
完成銀髮產業資

料庫 
 

提升資源

設備 
迴龍老人養生村、

實驗室建置 
規劃「營養科技」

實驗室、迴龍老

人養生村 

建置「營養科技」

實驗室 
建置「迴龍老人

養生村」 

深化產學

合作 
簽訂產學合作 簽訂產學合作企

業 1 家 
簽訂產學合作企

業 1 家 
簽訂產學合作企

業 1 家 
國際化 與國外相關系所姐

妹校合作，鼓勵師

生交換進修，以及

合作研究 

與國外名校相關

系所簽訂合作約

定 

國際合作研究計

畫 
交換學生 2 位 

國際證照 推動申請國際認

證。 
   

 
(8). 預期績效 

A. 學生均能有效達成學習目標。 
B. 每年本系專任師資每人至少發表 1 篇學術期刊論文。 

 
(9). 績效評量方法 

A. 發表學術期刊之數量與質量。 
B. 承接之研究計畫數量。 
C. 畢業學生就業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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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畢業學生取得專業證照人數或比例。 
E. 大ㄧ學生報到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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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銀髮健康促進學系 
 

(1). SWOT 分析 
Strengths: 

潛在內部優勢 
Weaknesses： 
潛在內部弱勢 

1.師資陣容堅強，專業與系所未來發展方

向相符。 
2.學術研究與聲譽強。 
3.他校同質性系所尚少。 

1.學生人數尚少，缺乏校友支援。 
2.實驗室設備尚待擴建中。 
3.師資來源仍須仰賴國內既有「醫療」、「社

福」體系。 
Opportunities: 
潛在外部機會 

Threats: 
潛在外部威脅 

1. 業界對於銀髮相關產業創意規劃與管

理人才需求與日俱增。 
2. 與銀髮相關產業的接軌有益畢業生就

業。 
3. 桃園地區政府機構、工商業界員工回流

教育需求大。 

特色不易與國內既有「醫療」、「社福」體系

區隔。 

圖 5-113  銀髮健康促進學系之 SWOT 分析圖 
 

(2). 目標與特色 
A. 培育老年健康促進的專才，全方位提升老年人生活的身心健康，兼顧

老年人生理、心理及社會的均衡狀態。  
B. 培育以維護老年人身心健康並能幫助老年人有效控制慢性疾病、縮短

銀髮功能缺損的時間達到促進銀髮健康延長年歲的專業知識。  
C. 運用現代生物科技結合「食品化學」、「營養保健」、「食品安全」、「生

物科技」以及「公共衛生」等學術領域，開拓社區保健營養學。  
D. 提供預防醫學整合性與健康相關專業課程，結合預防保健、社會科

學、健康照護、休閒養生、心理諮商等領域。 
 

(3). 策略與做法 
A. 師資 

持續增聘老年健康照護、老年預防保健、老年心理諮商、銀髮養生產

業經營管理等領域師資，且必須是近三年有 SCI 或 SSCI 索引期刊論

文發表者。 
B. 課程 

基礎學科方面以「老人學」課程奠定「銀髮健康促進」之基礎；專業

課程方面，可區分為「健康照護、預防保健、心理諮商」以及「養生

環境、銀髮事業」兩種課程，並以學生未來就業證照取得為課程規劃

目標。 
C. 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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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聘請業界菁英擔任課程規劃委員。 
(B) 設立碩士班。 
(C) 建構學院不分系。 
(D) 建構學院專業學位與學分學程。 
(E) 舉辦各類產業實務研習及學術研討會，增進對不同產業專門知

識的了解。 
D. 研究 

(A) 補助教師出國交換與深造。 
(B) 獎勵教師發表論文與研究（管理費回饋、折抵鐘點等）。 
(C) 延攬國際大師級學者授課、講座或協同教學。 
(D) 每年本系專任師資每人至少發表 1 篇學術期刊論文。 

E. 輔導 
(A) 教學輔導：課程配有學院 TA 以協助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 
(B) 課後輔導：學院 TA 以協助學生課後複習與解題。 
(C) 導師時間：Office Hour 隨時為同學解惑。 
(D) 數位教學：教師教材數位化可讓學生自主預、複習；並建置數

位學習討論區，提供師生網路及時討論園地。 
(E) 系學會：強化系學會組織力量，為學生課業與生活輔導提供可

信賴的服務，並定期舉辦師生座談以促進溝通。 
F. 資源 

(A) 設立實驗室。 
(B) 購置學術資源期刊資料庫。 
(C) 與政府、企業以及非營利組織建教合作與產學合作。 

G. 推廣招生 
(A) 透過媒體的宣傳，使社會大眾認識該系，建立正面的印象及知

名度。 
(B) 設立推廣教育課程，訓練其更精進的專業技能，配合其既有之

實務經驗，以臻回流教育宗旨。 
 

(4). 課程架構規劃 
 

表 5-76  銀髮健康促進學系課程架構規劃表 
學年 必修課程 領域 選修課程 
一 健康促進概論、老人學概論、老人

福利政策、公共衛生概論、老年社

會學、健康保險、醫療社會學、老

人藥品導論 

老人學 

二 老人與家庭、生物統計學概論、營

養學、輔具學、心理健康促進、健

健康照護、預

防保健、心理

急救、性教育、病理學、公

共衛生行政、認識癌症、消

費者保健、慢性病防治、中

醫保健、環境衛生、社會心

理學、學校健康促進、營養

與老化、成人衛生、無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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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政策與健康管理、預防保健、進

階英文 
諮商 

三 健康風險評估、健康行為科學、專

業英文、老年衛生與社會福利、社

區健康促進、老人運動與健康、老

人機構管理、環境風險評估 
四 應用英文、專題討論、志願服務與

退休志業、老人福祉方案、老人服

務事業法規、銀髮照護實習 

養生環境、銀

髮事業 

空間、健康檢查與評估、營

養與免疫、衛生經濟學、健

康傳播計畫與實施、安全教

育、老年財務規劃管理(涵蓋

老人社會福利學程、老人休

憩養生學程、保健食品開發

學程) 

 
(5). 行政支援(參考(3).策略與做法) 

 
(6). 系所未來發展之具體建議 

A. 展現學院教學特色：學院不分系、數位化教學。 
B. 持續提升資源設備：迴龍老人養生村、實驗室建置。 
C. 推動申請國際認證。 
D. 國際化：與國外相關系所姐妹校合作，鼓勵師生交換進修，以及合作

研究。 
E. 鼓勵師資教學與研究結合。 
F. 深化建教合作與產學合作：簽訂產學合作、成立校級研究中心。 
 

(7). 未來三年之中長程規劃 
 

表 5-77  銀髮健康促進學系未來三年中長程規劃表 
計畫目的 計畫目標 97 學年度指標 98 學年度指標 99 學年度指標 
研究引導

教學 
鼓勵師資教學與研

究結合 
所有老師提出國

科會申請計畫 
所有老師至少一

門課程與研究結

合 

設立獨立研究所

[ 服務人才 ] 老人

身、心保健與社會

福利諮詢 

   

[專業人才]社區健

康營造之專業評

估、諮詢服務與衛

生教育 

   

[管理人才]高齡化

社會促進銀髮產業

工作 

   

人才養成 

[專業人才]銀髮人

力開發、社會與政

府部門行政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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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目的 計畫目標 97 學年度指標 98 學年度指標 99 學年度指標 
展現學院

教學特色 
學院不分系 大一不分系教學 大二不分系教學 大一大二不分系

招生 
提昇研究

水準 
成立校級研究中心 申請成立校級研

究中心 
校級研究中心計

劃補助額達 100
萬 

校級研究中心計

劃補助額累積達

200 萬 
教學數位

化 
實施數位化教學 所有老師教材上

網 
完成銀髮產業資

料庫 
 

提升資源

設備 
迴龍老人養生村、

實驗室建置 
規劃「營養科技」

實驗室、迴龍老

人養生村 

建置「營養科技」

實驗室 
建置「迴龍老人

養生村」 

深化產學

合作 
簽訂產學合作 簽訂產學合作企

業 1 家 
簽訂產學合作企

業 1 家 
簽訂產學合作企

業 1 家 
國際化 與國外相關系所姐

妹校合作，鼓勵師

生交換進修，以及

合作研究 

與國外名校相關

系所簽訂合作約

定 

國際合作研究計

畫 
交換學生 2 位 

國際證照 推動申請國際認

證。 
   

 
(8). 預期績效 

A. 學生均能有效達成學習目標。 
B. 每年本系專任師資每人至少發表 1 篇學術期刊論文。 

 
(9). 績效評量方法 

A. 發表學術期刊之數量與質量。 
B. 承接之研究計畫數量。 
C. 畢業學生就業情形。 
D. 畢業學生取得專業證照人數或比例。 
E. 大ㄧ學生報到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