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 頁  共 10 頁 
 

致理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06 年 4 月 18 日(星期二)上午 12 時 20 分至 14 時 48 分 

開會地點：圖書館大樓 6 樓創客基地(原創新應用中心) 

主席：曹主任祥雲                   紀錄：詹佳昌 

出席人員：陳瑛琪老師、林紹胤老師、曹祥雲老師、王嬿惠老師、陳

文雄老師、林政錦老師、劉勇麟老師、陳光澄老師、張慧 
老師、林曉雯老師、吳亦超老師、王德華老師、林裕淇老

師、曲莉莉老師、高廣豪老師、劉福音老師。 

請假人員：呂崇富老師(企業深耕) 

缺席人員：顏逸楓老師 

列席人員：資三 A 林詩庭(10310318) 學生、資一 A 楊濠維(10510122) 
學生 

記錄：詹佳昌 

 

壹、 主席報告 

 

1.感謝各位委員參與本次會議。 

2.四技二專統測目前缺 2位老師支援，如有老師有意願，可以至招生

處報名，教師評鑑有加 2分，當天也會有額外的薪水可以領。 

 

貳、 系辦公室工作報告 

1.期中考試週後 2學分課程將恢復上課 2小時，3學分課程將持續上

課 4小時至畢業考試，系統內課程表亦會隨之調整，請老師轉答學

生依課表上課。 

2.本系系務會議今天統計開會時間，討論共計共 3小時，這是一個快

速變遷的新世代，也是翻轉的新時代，感謝老師，是您一同翻轉資

管系，身為系辦公室職員，本系將會精進程序作法，期盼不負老師

們的翻轉期待。感謝各位老師對於系辦公室提攜及寶貴建議，我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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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老師們的建議會讓資管系更加大步改革邁進。  

 

參、 宣讀前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 

提案一 

案由：本系辦理 106學年度「技專校院精進甄選入學實務選才擴大招

生名額比例計畫」，本系四技甄選入學總成績之指定項目採計

種類及百分比 1 案，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於 106年 3月 30日在本系網頁專區公告。 

執行情形：依決議事項辦理。 

 

提案二 

案由：本系日間部應修科目表因畢業門檻補列考核 1 案，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進院課程委員會通過，在應修科目表補列考核程序，

讓學生畢業有所依循。 

執行情形：依決議事項辦理。 

 

提案三 

案由：本系 106 級應修科目表 1 案，提請討論。 
決議： 

一、照案通過，本系 106 學制系訂專業必修、選修因 103、104、

105 大修課程，故 106 學制暫不更動，以免學生日後抵免產

生問題。 

二、配合深碗計畫，如新增政策性課程，將由學院必修、選修列

入新增課程，並授權系辦公室，直接修正。 

執行情形：依決議事項辦理。 

 

提案四 

案由：有關修訂本系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 1案，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將此議案送院、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核備。 

執行情形：依決議事項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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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五  

案由：有關修訂本系系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 1 案，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將此議案送院務會議通過。 

執行情形：依決議事項辦理。 

 

提案六 

案由：本系專任教師劉勇麟助理教授申請證照等級暨獎勵標準建議表

1 案，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將相關資料送技檢中心。 

執行情形：依決議事項辦理。 

 

肆、 提案討論 

提案一 
案由：有關本系 106學年度日間部 5門課綱外審審查備查 1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 本議案於 105學年度第 2學期第 4次系課程委員會 106年 3

月 28日(星期二)通過。 

二、 提供本系 5 門外審課程資料(創業模擬經營實務、大數據網

路行銷應用實務、互聯網金融、第三方支付、無線射頻技術

與應用)，相關資料如附件 1。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案由：有關本系進修部應修科目表因畢業門檻補列考核備查 1 案，提

請討論。 
說明： 

一、 本議案於 105學年度第 2學期第 4次系課程委員會 106年 3

月 28日(星期二)通過。 
二、 本系進修部 103 級應修科目表之專業能力檢定-證照，因屬



第 4 頁  共 10 頁 
 

於本系畢業門檻須在應修科目表補列考核程序，讓學生畢業

有所依循。 
三、 本系進修部 104 級應修科目表之專業能力檢定-證照，因屬

於本系畢業門檻須在應修科目表補列考核程序，讓學生畢業

有所依循。 

四、 本系進修部 105 級應修科目表之專業能力檢定-證照，因屬

於本系畢業門檻須在應修科目表補列考核程序，讓學生畢業

有所依循。 

決議：照案通過，讓學生畢業有所依循。 

 

提案三 
案由：擬更換跨境電子商務應用實務學分學程召集人備查 1 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原訂模組召集人曹祥雲老師，因該學程課程內容由創設學院會

同網商協會修定學分學程課程內容，更換模組召集人由創設學

院院長陳瑛琪老師擔任。 

二、本議案於 105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系課程委員會 106年 3月

14 日(星期二)通過，決議：更換模組召集人由創設學院院長

陳瑛琪老師擔任。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 
案由：有關本系 105 學年度自我評鑑第一輪簡報關懷會議 1 案，提請

討論。 
說明：本系於 106年 3月 31日於第一會議室召開，資料如附件 2。 

決議：本案通過，並依研發處之提醒用「並簽」的方式加會「所屬院

長、陳教務長珠龍、蔡職發長淵輝、王國際長正旭、謝副校長

金賢及研發處」，最後再「串簽」至秘書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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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五 
案由：有關修正本系畢業專題實施辦法 1 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修訂畢業專題實施辦法，是否著向師徒制，並委派修訂法規老

師。 

二、本校 105學年度第 2次校課程委員會 106年 4月 6日指示，原

專題組別 1組指導費 4,000元，若系科改師徒制時，可以上簽

申請至 8,000元 1組指導費。 

討論： 

林裕淇老師 

第一次建議：先行思考定位系發展，及專題定位發展，在行決定師徒

制。 

第二次建議：2-4各年級有不同的專業領域，對於某一些老師的專業

領域，比較好實踐。對於成績好的同學，比較容易實施

師徒制；對於成績不好的同學，難以實施師徒制，及延

續性的專題可以實施師徒制，對於目前空間不足、學生

專業、品性，尚可討論的空間。 

第三次建議：專題委員可找校內友系之專任老師，例如商管、多設，

不一定要找校外委員，因有校外委員說話的口吻比較嚴

厲，可能對學生來說，學生心態會不平衡。 

 

陳文雄老師 

第一次建議：對於前次 IEET-CAC 資訊教育評鑑，評鑑校外委員對於

本系專題統合資訊製作能力疑慮，故是否要考量先針對

評鑑校外委員所建議之事項，改進專題統合資訊製作能

力作法，而不是疊床架屋的方式，讓畢業專題模式複雜

化，也會衍生學生之間的抱怨，指導專題老師夾在中間，

難以處理，如果曹主任在說明畢業專題導入師徒制，但

主任又不明白什麼叫師徒制，是否要先暫緩施行師徒制，

待時機成熟後在行決議。 

第二次建議：如果未經系務會議通過，不能把校外競賽放在實務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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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認證申請表，做抵免程序，不符合程序。 

第三次建議，畢業專題如果要導入校內外競賽，是否有母法規範，要

有母法規範，遵守行程程序，指導老師才能協助。 

 

陳瑛琪老師 

第一次建議：聚焦、方法、目標，本系資管系以什麼為主，可以透過

師生交流，可以深化、學習機會。藉由師徒制的教學相

長，提升學弟妹凝聚力、向心力。但本系空間不足，因

此，誠信館改建後，本院會積極跟學校爭取專題實作空

間。 

第二次建議：其實老師都知道，現在學生對於讀書的文化，比較不積

極，但老師們可以施行不同的適性良材、不同的教學方

法，學生乃可教之處，師徒制教育面功效，實際執行面，

是可牽制學生被動性，師徒制的導入可讓學生有向心力

及提升積極度。 

第三次建議：請老師用開放的心，來面對師徒制所發揮的效能，不要

限制在教學面，要擴大到非教學面上，提生學生自信

心。 

第四次建議：競賽綁專題，因有疑慮，待規範，行程程序不符合，衍

生爭議，及不必要的困擾。因此，是否調整畢業門檻，

程序須符合規範。 

第五次建議：校內外競賽是否從寬認定，尤其 102級從寬認定。 

第六次建議：專題發表贊成林曉雯老師的想法，專題場地還是可以協

調。 

第七次建議：校外競賽的部分，如果學生堅持自行開車參與競賽，請

同一組學生，簽署家長同意書，以免日後發生問題，系

辦公室才能免責。 

 

曹祥雲老師 

第一次建議：因為大四實習，因此，專題需在大三一年內完成，或許

學生有所怨言，實施師徒制，可以請學長姐用牽引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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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領學弟妹。 

第二次建議：現行先摸石頭過河的方式，會先行過濾學生與符合老師

的專業。 

第三次建議：針對學生經常性競賽，是否考慮免除畢業專題實作。 

第四次建議：校內外競賽，可以一人到現場，而不用全體組員。 

第五次建議：張慧老師專題組由系辦公室介入協調不要開車，避免發

生危險。 

第六次建議：可以用圖書館 5 樓 505 教室、5 樓、6 樓教室周圍環境

及 6 樓創客基地，圖書館 b1 辦理資管週，但因考量校

外實習為本系畢業門檻，故學生無多餘時間內進行資管

週的活動，但可列為考量資管系指標項目之一。 

第七次建議：老師所反應學生校外競賽，不要強制性，但因為此次，

我帶 4組學生校外競賽組，南下崑山科技大學參與全國

競賽，參與競賽的同學，2組入圍佳作，學生收獲良多，

學生明白自身的核心專業能力是不足的，也願意自已找

時間回學校充電，提升自身的核心專業能力，故提升學

生專業核心能力最好、最快的方式，就是讓本系學生與

校外學生良性的競爭，互相交流切磋能力。因此，校外

競賽應還是有它的必要性之存在。 

 

林曉雯老師 

第一次建議：畢業專題發表之場地可借 2場大場地，讓同年級學生觀

摩，提升學生向心力及競爭力。 

第二次建議：學生讀書風氣扭轉，需要一點時間。 

 

陳光澄老師 

第一次建議：對於資訊專業性比較好實施師徒制，但是非資訊專業性

的老師比較難以實施。 

第二次建議：三年級競賽(103學制)是否要比照，採取鼓勵性質，且

學生要專題結束後，因該要提前告知，應要和學生說明

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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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建議：103級是否要比照 102級競賽標準，規範有難度，因考

量學生實習，及考量學生專業程度。 

 

王德華 

第一次建議：協助辦理系辦活動，是否有獎勵。 

 

決議： 

一、從 105 學制日間部開始實施 ：1 年級下學期結束前，尋找專業

老師，3-4組為準(不含進修部)，也可以合組，可以跨系。跨系

不算老師組別的額度，但跨系畢業專題應由創設學院統籌辦理。

日間部上限降到 15位，日夜合計 18人。 

二、進修部是否要改個人專題，及課堂的作業整合成專題，那些課程

要結合專題定位，目前不實施;及畢業專題不導入師徒制，因現

行不可行的，學生上班無法配合。 

三、畢業專題實施辦法分為日、夜間部 2部份，下次系務會議提列畢

業專題辦法及日間部導入師徒制定稿及畢業專題施行細則，畢業

專題實施細則，可加入學生與老師應盡的規範及學生應參與校外

競賽之必要性，以符合程序。 

(一)日間部：畢業專題導入師徒制實施辦法，委派修訂法規老師

-林裕淇老師修正法規。 

(二)進修部：畢業專題實施辦法不導入師徒制，委派修訂法規老

師-林裕淇老師修正法規。 

四、下次系務會議邀請商務科技管理系沈系主任介文，分享畢業專題

導入師徒制實施作法。 

五、有關於王德華老師建議 IEET-CAC 資訊教育評鑑獎勵案，系辦公

室會後收集名冊，簽請學生及老師協助辦理 IEET-CAC 資訊教育

評鑑獎勵案。 

六、有關於張慧老師建議考量安全性禁止專題組校外競賽自行開會前

往，已由系辦公室-詹佳昌職員強制介入後，學生答已明確答應，

校外競賽的車資補助已重新送交簽核。 

七、針對學生經常性競賽，目前老師決議不考慮免除畢業專題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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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免衍伸困擾。 

八、有關於陳瑛琪老師、林曉雯老師建議畢業專題發表之場地，系辦

公室已借綜合教學大樓 8樓國際會議廳、及綜合教學大樓 1樓演

講廳，可讓 1、2年級學生觀摩。 

九、畢業專題需在大三一年內完成，或許學生有所怨言，實施師徒制，

提前在 2年級可以請學長姐用牽引方式，帶領學弟妹。現行先摸

石頭過河的方式，會先行過濾學生與符合老師的專業，請老師協

助。 

十、有關於林裕淇老師建議專題委員可找校內友系之專任老師，系辦

公室為維持公平性，會避開校內之老師，但會建議校外委員說話

的口吻婉轉。 
 

提案六 
案由：有關修正本系進修部之課程大綱(母法)1 案，提請討論。 
說明：進修部因招生因素，故修正課程大綱(母法)、教學計畫表(子

法)。 
決議：唯課程大綱之母法參考之基準，故進修部課程大綱不修正，但

可修正教學計畫表(子法)，日、夜間部分開施行，日夜間部的

專業課程教材，尤其是晚上請授課老師施行不同的適性良材、

不同的教學方法、不同的教材，及不同教學形態的教學方法。 

 

伍、臨時動議 

 

電腦教室：(由課務組安排之電腦課程教室) 

若課程有使用電腦的需求，假設一系的電腦課程量需要一間電腦教室，

本校 12個系所應為 12間學校固定汰換之電腦教室。 

目前由於圖資處只管理 9間電腦教室(1間為自由上機室)，也就是有

8間電腦教室可依照排課需求安排教室，但依照商務管理學院及商貿

外語學院優先。 

但唯獨創新設計學院圖書館電腦教室(501、502、601、602)及和平樓

電腦教室(D42、D43)，沒有學校統一汰換程序，而是自行使用系科提

列獎補助款(年度教育部整理發展獎勵補助經費)方可汰換，如依照學校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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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汰換，創新設計學院之系科更換一間電腦教室往往整個學院經費消

耗殆盡，以致系科經費不足，無法購買專業課程之設備或教具費，無

法運用專業課程導入實務接軌的方式，讓學生提升專業核心能力。 

因此，唯公平之見，建議學校將創設學院電腦教室之電腦汰換，統一

納入圖資處依照學校 6年程序進行更換，由學校統一採購安排更新。 

 

專業教室之定義：並非由課務組安排之教室，各系科自行管理之專業

教室，意指每個系所特殊規畫使用之教室。 

 

陸、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