興國管理學院企業管理學系

一、目標、核心能力與課程設計
（一）現況描述與特色
【共同部分】
該系在少子化衝擊下致使招生不易，但教師皆能認清此一事實，
依舊堅守崗位，戮力於教育目標之達成。該系教育目標為「培養專業
化、國際化、溝通力與資訊力，並具備誠信為上、自利利他之企管人
才」，與該校教育目標相銜接。在學生核心能力培養上，以企業經營
能力、組織溝通能力、資訊使用能力，以及國際化能力為其訓練重點，
並經由系課程委員會討論後，融入課程設計與規劃中。
該系定期施行教育目標與核心能力認知調查，該校課務組於每學
期末亦會針對專業課程進行核心能力成效評估，對於該系核心能力之
適切性及教學改善皆產生正面的幫助。
因應教育環境之變遷，該系配合學校政策積極推動進修部及推廣
回流教育，101 學年度上學期 513 位學生總人數中，學士班有 12 位、
進修學士班有 456 位、大學二年制在職專班有 45 位，顯示進修學士
班為該系目前主要的學制。
【學士班部分】
學士班畢業學分為 128 學分，其中包含通識共同科目 44 學分、
專業必修科目 70 學分以及專業選修科目 14 學分。
【進修學士班部分】
配合該校推展就業就學方案，協助經濟困難學生邊就業邊就學，
上課地區分為校本部、臺東地區與桃園地區。學生畢業學分為 128 學
分，包含通識共同科目 44 學分、專業必修科目 60 學分及專業選修科
目 24 學分。
【大學二年制在職專班部分】
上課地點分為校本部與臺東地區，臺東地區配合該校推廣教育學
士學分班進行面授，學生每學期必須返校上課 2 個週末（含週六、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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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修讀通識課程。畢業學分數為 74 學分，包含通識共同科目 8 學
分、專業必修科目 36 學分及專業選修科目 30 學分。
（二）待改善事項
【共同部分】
1. 課程地圖的設計未考慮課程前後的銜接關係，例如學士班企
業概論與企業倫理同為必修且在同一學期開設，三年級下學
期同時開設民法與商事法，其中民法為必修課，商事法為選
修課。
【大學二年制在職專班部分】
1. 部分課程在臺東地區授課，並與該校推廣教育學士學分班之
課程結合，使大學二年制在職專班在課程設計上失去主導性。
（三）建議事項
【共同部分】
1. 課程地圖的設計宜以流程圖的方式繪製，藉以檢視各課程前
後之間的關聯性。
【大學二年制在職專班部分】
1. 宜依照教育目標與課程地圖安排課程，推廣教育學士學分班
學生則以隨班附讀之方式選讀，以避免喪失其原有課程設計
之主導性。

二、教師教學與學習評量
（一）現況描述與特色
【共同部分】
該系計有 7 位專任教師（教授 1 位、助理教授 5 位及講師 1 位），
具博士學位者 6 位，學術專長均與管理相關，惟其中 1 人已在 101 學
年度上學期末離職。在近年來該系學士班招生人數呈現明顯遞減情況
下，專任及兼任教師之數量相對可滿足學生學習需求。根據該系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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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評量成績，顯示學生對教師之教學滿意度極高。該系教師能依據
課程所培育之核心能力，進行包括課堂講授、實機操作、專家演講、
企業參訪、作業練習、專題寫作，以及口語報告等多元教學，並普遍
自編講義及運用數位媒材，應能有效提升學生學習成效。該系將教師
教學評量結果列入教師年度評鑑之評分項目，可督促教師改進課程教
學方式。此外，該系針對教學不佳之教師設有輔導機制，以協助教師
進行教學改進。
（二）待改善事項
【學士班部分】
1. 因學生人數少，部分課程將高低年級併班上課。然有時上課
時會因為高年級學生已具備相關知識，而忽略低年級學生還
無法跟上的情況。
【進修學士班部分】
1. 該系 100 至 101 學年度進修學士班學生人數由 188 人大幅增
加至 456 人，以現有（101 學年度上學期）專任教師 7 名及兼
任教師 1 名之師資數量，明顯無法滿足學生學習需求；且上
課地點分散於校本部、臺東及桃園，師資恐有不足之虞。
（三）建議事項
【學士班部分】
1. 教師上課時宜特別注意個別學生背景差異，並特別關懷低年
級學生之學習進度。
【進修學士班部分】
1. 宜針對不同地區上課學生之學習需求，增聘專任及兼任師
資，並透過遠距教學及非同步網路教學方式，改善其師資不
足之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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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生輔導與學習資源
（一）現況描述與特色
【共同部分】
該系學生輔導分為學習輔導與生活輔導兩方面，該系透過學生入
學時舉辦新生說明會、在網頁說明各學年入學學生之修業規定與課程
地圖，以指引學生選課。教師亦提供學生請益時間，公告於系網頁上，
並實施課堂點名制度，以督促學生認真學習。該系於每學期期中實施
成績預警制度，針對課業不佳學生，實施不定期導師訪談，以瞭解學
生學習狀況，進而提供必要之輔導與協助。此外，該系每學期舉辦師
生座談會，以瞭解學生學習狀況與實際需求。另，該校學務處生活輔
導組負責輔導行為偏差之學生，身心障礙之學生則由學輔中心負責輔
導。
在資源整合及資源共享原則下，該系與其他系所進行跨系支援授
課；在軟硬體設備及經費運用方面，該系亦與該校其他教學單位共享
資源，其保管維護則交由該校相關行政單位負責，以落實系際間之合
作發展與良好互動關係。
【學士班部分】
在提供學生課外學習活動方面，該系定期及不定期舉辦學生會與
學生活動中心之活動、社團活動、校外參訪、專家演講與學術研討會，
並帶領學生到日本進行國際化之學習。在提供學生生活輔導之作法
上，該系與該校學務處共同負責學生之生活輔導，實施勞作教育，培
養學生獨立自治精神，進行校園安全維護，提供優秀、低收入戶、身
心障礙及有工作意願之學生在校工讀服務之機會，並進行賃居校外學
生之租賃輔導，以及學生之生涯規劃輔導。因此，該系在學生輔導與
學習資源之運用上具完整性且多元性，學生參與學習與活動之機會亦
相當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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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待改善事項
【共同部分】
1. 該校購置軟硬體設備數量充足，惟該系學生真正瞭解設備現
況之人數並不多，使用者亦少。
2. 該系現有學生人數不多，專任教師可開授課程有限，除必修
課程外，學生可選修課程空間受到限制，無法滿足學生多元
學習需求。
【學士班部分】
1. 由實地訪評得知，部分學生於期末教學評量問卷反映學習情
況不佳時，該系與教師並未針對學生問題有所回應或予以輔
導。
（三）建議事項
【共同部分】
1. 宜加強對一年級新生宣導及溝通，以提高現有設備使用率。
2. 該系宜考慮與臺南市附近各私立大學之相關系所，建立跨系
跨校選課之聯盟關係，以提供學生多元選課空間。
【學士班部分】
1. 在人力可負擔範圍內，該系系主任或教師宜針對自評學習成
效不佳的學生進行瞭解與輔導，以確保學生學習成效。

四、學術與專業表現
（一）現況描述與特色
【共同部分】
由自我評鑑報告觀之，該系專任教師專業表現尚屬積極，99 至
101 年度發表之期刊論文計有 7 篇，其中 3 篇發表於具審查制度之國
際知名期刊；在學術研討會部分計有 12 篇，其中在國外發表之國際
學術研討會論文 2 篇；產學研究案計有 2 件，撰寫專書 2 本。在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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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101 學年度期間，雖然專任教師人數急速萎縮（由 96 學年度 20 位
降至 101 學年度上學期 7 位），尚有如此學術專業發表成果，應屬難
能可貴。該系在專任教師之專業服務表現部分，99 至 101 學年度期
間，計有校內服務各 2 件，校外服務 12 件。
近年來，該系教師學術與專業表現雖屬積極，惟與 99 年度相比，
已顯逐年減少，如專任教師之期刊發表，在 98 年度尚有 11 篇，但
99 及 100 年度各剩 3 篇，101 年度僅剩 1 篇，已呈大幅衰退。在學術
研討會論文發表方面，99 年度尚有 9 篇，100 年度僅剩 1 篇，101 年
度亦只有 2 篇，教師參與學術研討會意願已大不如前。
該系專任教師在產學合作方面，於 98 年度產學合作計畫尚有 4
件，惟 99 至 100 年度各僅剩 1 件，而承接該項國科會計畫之專任教
師已於 101 學年度下學期離職，產學合作呈現停頓狀態。在專任教師
之專業服務方面，表現雖尚屬積極，惟在 100 學年度之後，服務件數
已大幅萎縮，計 100 學年度尚有 3 件，101 學年度僅剩 1 件。
學生畢業專題方面，99 至 101 學年度期間，計發表專題 7 篇（含
101 學年度剛完成 1 篇）。另發表於校際研討會之學年專題計 8 篇，
以近三年之學士班學生人數而言，學生專案研究能力，值得肯定。
（二）待改善事項
【共同部分】
1. 該系專任教師在期刊發表及學術研討會參與方面，件數逐年
萎縮，學術研究表現呈現衰退狀態，專任教師學術研究士氣
有待加強。
2. 近三年該系專任教師在產學合作部分已呈現停頓狀態，影響
教師與產業聯繫關係及實務教學效果。
3. 該系專任教師之專業服務呈現萎縮狀態，教師參與意願明顯
不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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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議事項
【共同部分】
1. 宜增加專任教師研究獎勵補助金額，提升教師學術發表意願。
2. 宜鼓勵專任教師積極參與國內相關專業服務，爭取產學合作
機會。
3. 宜鼓勵教師參與產學服務，以提升教師專業服務能量。

五、畢業生表現與整體自我改善機制
（一）現況描述與特色
【共同部分】
該系於 89 年成立，至 100 學年度計有 1,072 位畢業生，就業情
況達 90%。該系 95 年成立系友會，固定召開會議。因進修學士班畢
業生多為臺南中小企業主管，可於系友會中交流工作資訊並提供學士
班學生打工機會。
為瞭解畢業學生是否具備核心能力，該系已研擬一套包含畢業
生、教師與企業主三構面的問卷，蒐集相關意見並進行分析，做為持
續改善課程規劃與設計的依據。該系亦同時配合該校畢業生輔導室每
年電訪與透過其他管道關懷學生就業狀況。
對於第一週期系所評鑑之改善建議，該系已提出改善計畫，並藉
由系務會議、系教評會、系課程委員會與系招生會議等啟動與落實各
項改善機制。
【學士班部分】
從畢業生、教師與企業主三構面的問卷中得知，該系學生自信心
較不足。該系為加強學生的自信心與對實務的瞭解，特別於每學期安
排實習課。實習課透過進修學士班畢業系友安排在校生到該企業實
習，使在校生獲得很多指導與關懷，並學到很多課堂外的知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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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修學士班部分】
為加強學生自信心，該系每學期安排實習課，協助學生將上班時
遭遇的困難提出討論，共同找出可行的建議，學生與教師均覺受益良
多。
（二）待改善事項
【共同部分】
1. 系友會雖已輔導並協助學生就業或工讀，惟歷屆出席人數約
只有 40 人，因此所能發揮的力量有限。
2. 該系雖已透過畢業生、教師與企業三構面的問卷來蒐集學習
狀況，但因各學制學生來源差異頗大，如未能針對各學制進
行不同問卷與分析，所獲得的結論可能對某些學制有偏頗。
3. 目前該系在校生人數極少（主要學生以進修學士班為主），
與學長姊、學弟妹及畢業校友間亦無較積極之互動關係。
（三）建議事項
【共同部分】
1. 系友會宜設計更多吸引畢業生與師生參與的活動，使運作能
更加成熟並對系務推展有更正面的幫助。
2. 宜針對不同學制進行畢業生學習績效分析，以確實瞭解學生
需求並加以改善。
3. 宜輔導成立現有在校生學長姊與學弟妹之互動管道；在畢業
系友聯繫方面，宜由該系主動定期舉辦系友回娘家之活動，
藉由資深暨個人事業良好之系友，提供職場就業機會及分享
工作經驗。

註：本報告書係經實地訪評小組、認可初審小組會議及認可審議委員
會審議修正後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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