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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系係以培育企業所需的行銷與物流人才為主軸，符合國內產業發展需

求。配合本校產學型大學定位，調整本系的教育目標為「具永續發展概念與專

業技術能力的行銷與物流人才」，並以（1）結合理論與實務，鼓勵接觸實務；（2）

鼓勵獲取專業證照；（3）通識與專業雙軌並重，多元學習管道並行；（4）培養

師生良好互動，做為主要的教學特色。此一宗旨和目標，與本校「貫徹建校理

念、重視人文關懷、配合地方產業、實務理論並重」的發展方向相符一致，亦

得到師生高度的認同。 

本系專任教師均具博士學位，為高學歷年輕師資之團隊，另邀請許多業界

極具專業實務與經驗師資補強實務的傳授。本系師生之學術研究均能符合學校

發展產學合作定位。本系各教師間的專長與研究領域相互補，且符合本系教育

目標。本系教師採取多元化與彈性的教學方式，以確保達到課程欲培育的核心

能力；同時為提升教學品質，本校、院訂有教學品保機制嚴格把關。 

    本系各班制在學習資源方面，除基本的軟硬體設備外，100學年度起，針對

每一年入學的大學部新生，增加了1堂由導師輔導，加強學生英語能力之課程；

101學年度學校並增訂英語畢業門檻，並配合增加0學分1學時的英語強化課程。

為達到本系教育目標並加強檢核學生學習成效，本系在101學年起增訂專業畢業

門檻，要求本系畢業生在畢業前必須獲得本系專業相關證照乙張以上，始得畢

業。 

此外，本系大學部每學期均安排學生前往企業參訪，藉由理論與實務的結

合，增加其就業前之職場熟悉度，有助開拓學生視野及學術專業與實務發展之

交流融合。本系導師制度施行狀況良好，由班級導師為第一線輔導教師，系主

任負責第二線輔導工作。各班導師與學生均充分溝通，瞭解其學習、生活及生

涯發展概況，導師們積極關心與輔導學生，因此在學生學涯發展上扮演重要角

色。本系全體教師都積極爭取各種機會，提供獎助學金幫助表現優秀或家中經

濟情況較困難的學生。 

    本系對畢業生畢業前最後一哩的輔導機制不僅由學系教師共同參與指導，

同時，亦結合學務處的各項輔導資源提供畢業生必要的資源與支持。此外，本

系並定期追蹤了解畢業校友職場現況，並依據校友、雇主與家長等多元建議，

據以改善本系教育目標、課程與相關教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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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導論 
一、行銷與物流學系之歷史沿革 
(一)歷史沿革  

本系成立於民國95年（原國際行銷與運籌學系），第一年招收大學部學生1

班，其後發展為雙班。3年後，因整體環境變化，98學年度起調整為單班。另本

系自96學年度起每年招收進修學士班1班。本系成立之宗旨，在於培養具有國際

視野與策略思維的行銷運籌實務人才，以滿足企業的龐大需求。創系系主任為

曾光明主任，歷任林怡芯主任、朱訓麒主任，現任為葉純志主任。本系為因應

社會變遷，申請更名並已獲准於102學年變更系名為「行銷與物流學系」，調整

本系成為培育符合快速變遷的社會與產業需求人才的搖籃。 

(二)師生人數 

1.本系近三年專任師資結構及人數詳如表0-1-1。 

表 0-1-1 近三學年度教師人數 

學年度 
職稱 

99 100 101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專
任 

教授 0 0 0 0 0 0 

副教授 0 0 0 0 0 0 

助理教授 6 6 6 7 7 7 

總計 6 6 6 7 7 7 

2.本系自99學年度至101學年度學生數如表0-1-2。 

本系學生在 100 學年度大學部共有 5 班 139 位學生（大四 2 班、其餘

年級均為 1 班），進修學士班計有 4 班 107 位學生。101 學年大學部共有 4

班 124 位學生，進修學士班計有 4 班 98 位學生。 

表 0-1-2  99 至 101 學年度學生人數統計表 

學制 
學年度 

大學部 進修學士班 合計 

99 193 120 313 

100 139 107 246 

101 124 98 222 

資料來源：校務資料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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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築面積與圖書資源 

本系位於開悟2樓，系辦公室與系主任辦公室位於開悟206，另配備有開302

行銷模擬專業教室（計有61組電腦），開406作為網路商城及專題製作與實習討

論室。本系師生可享用的圖書資源，在專業部分可與管理學院各學系共享圖書

資源共計41310冊，99學年至101學年分配本系專用的中英文圖書及期刊預算為

442,422元。 

(四)展望  

本系未來將會持續依據國家發展目標、產業需求與利害關係人意見等檢討

課程規劃、設計，並要求教師根據學生學習需求調整教材與教法，採用多元教

學與評量方式，提供學生更豐富多元的正式課程與非正式活動，以提升本系畢

業生在職場上之就業競爭力。 

二、自我評鑑過程 
本系實施自我評鑑的過程可分為二部分說明，一為學系例行運作的自我檢

視與改進，另一為依據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以及本校所公布之評鑑實施

計畫加以執行，以下分述之：  

(一)例行運作階段  

1.召開系務相關會議 

本系每學期定期召開系務會議，並依據系務之推動事項，分由設立之委員

會或小組，負責研擬、執行與改善相關計畫，以能針對整體系務項目進行自我

檢視與改進。  

本系行政管理機制如圖0-1-1所示。每月定期召開系務會議，以及其他必要

的委員會或工作小組，專任教師除有公務外，均會出席相關會議，參與系務相

關事項討論與決議，本系在99至101學年度各項會議召開次數統計如表0-1-3所

示。 

 

圖0-1-1 行政管理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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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0-1-3  99 至 101 學年度各項會議召開次數統計表 

會議名稱 99 學年度 100 學年度 101 學年度 

系務會議 12 15 25 

系課程委員會 12 8 14 

系教師評審委員會 
(101 學年以前為系學術 
審查委員會) 

 
8 
 

 
6 
 

6 

合計 32 29 45 

*註：統計至 102 年 7 月 31 日 

2.實施教學評鑑 

本系每學期均在期中實施教學意見調查，由教師彙整學生意見並提出改善

之道，期末則配合學校實施教學回饋意見調查，並將本校教學評鑑分析結果提

供與授課教師，以作為教學改進之參考。 

(二)執行系所評鑑階段 
本系依據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公布之「大學院校系所評鑑實施計畫」

進行自我評鑑工作。相關之自我評鑑過程乃依照上述辦法進行各項準備作業。

由於本校已被排定為 102 年下半年度進行實地訪評，應於 101 年 9 月 1 日起至

102 年 8 月 31 日間完成自評作業；101 年度 3 月 1 日起至 101 年 8 月 31 日間完

成前置作業。 

據此，本系於民國 100 年 12 月 21 日成立本系前置評鑑小組，並配合管理

學院的評鑑研習活動，自我評鑑啟動大會等詳如表 0-1-4 所示。其後由本系葉純

志主任率領全系教師組成評鑑指導委員會，同時另組本系評鑑工作小組，由葉

純志主任擔任召集人，邀請本系全體專任教師擔任各項目負責成員 (如表

0-1-5)。因本系評鑑指導委員會暨工作小組成員重疊之故，評鑑會議均由評鑑指

導委員會暨工作小組會議方式召開，召開會議摘要如附件 0-2-1 所示【佐證資料

0-2-1 第二週期系所評鑑相關會議紀錄、第二週期系所評鑑籌備過程】。 

本系於 102 年 4 月 11 日辦理校外自評工作，邀請國立高雄海洋科技大學管

理學院余德成院長、淡江大學企管系王居卿教授、國立雲林科技大學企管系賴

其勛主任等擔任本系自我評鑑校外評鑑委員組成校外自評委員會，協助本系進

行自我評鑑工作。本系並依照三位校外評鑑委員所提意見進行系務事項改善與

提升工作，評鑑委員意見與改進事項表如附件 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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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0-1-4 第二週期系所評鑑啟動過程摘要表 

會議名稱 時間地點 內容 

國際行銷與運籌學

系 100 學年度第一學

期第 1 次第二週期系

所評鑑工作會議 

100/12/21（三）

15:00 
開悟大樓 206室

 成立本系「前置評鑑計畫小組」 
 本系專業課程、教育目標與核心能力應於

校、院目標能力之妥適度 
 本系未來發展應具備，但尚未完善之教學

軟、硬體設備 
管理學院 100 學年度

第一學期第 22 次系

所主管會議 

100/12/27（二）

開悟大樓 309室
本系「前置評鑑計畫小組」獲得領導者的支

持 

管理學院「第二週期

系所自我評鑑作業」

教職員誓師大會 

101/1/11(三) 
開悟大樓 320室

使所有系所自我評鑑活動的參與者，都知覺

到自我評鑑是因為實際需要，計畫小組要在

與領導者進行討論的機會裡，讓領導者承諾

於系所的改善；此外，並讓所有參與者培養

出這樣的知覺，並使系所其他成員瞭解其參

與的原因，及對系所而言其參與所代表的意

義。 
管理學院「第二週期

系 所 評 鑑 專 題 演

講：學生學習成效品

質保證認可制之內

涵與自我評鑑」 

101/1/13(五) 
 上午 10:00 
寒梅大樓 20A 
國際會議廳 

邀請台北教育大學王保進教授演講「學生學

習成效品質保證認可制之內涵與自我評

鑑」，使本院全體教職員獲得評鑑所需之專

業技術與知能。 

校內第一次 
模擬自評 

101/8/9（四） 
小劇場 

 以學院為單位，分別自我檢視各系自我評

鑑進度與準備情形 
 以此自我檢視評鑑結果為參考持續進行

改進工作。 

校內第二次 
模擬自評 

101/11/30（五）

承 303 

 以系為單位，檢視自評進度與準備情形 
 以此自我檢視評鑑結果為參考持續進行

改進工作。 

自我評鑑會議（校外

委員） 
102/4/11(四) 
承正 303 

邀請國立高雄海洋科技大學管理學院余德

成院長、淡江大學企管系王居卿教授、國立

雲林科技大學企管系賴其勛主任等擔任本

系自我評鑑校外評鑑委員，協助評鑑本系。

表 0-1-5 系所評鑑工作小組分工 

評鑑項目 姓名 

項目一：目標、核心能力與課程設計 葉純志主任 

項目二：教師教學與學習評量 林怡芯老師 

項目三：學生輔導與學習資源 張又心老師 

項目四：學術與專業表現 林村基老師 

項目五：畢業生表現與整體自我改善機制 李靜芳老師 

機動協助 姚蕙漪老師、鄒鴻泰老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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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自我評鑑之結果 
項目一：目標、核心能力與課程設計 

以下針對本系教育目標、核心能力與課程設計現況描述，現況部分將區分

為 1-1 運用適合的分析策略以擬訂發展計畫；1-2 依據教育目標與結合大學人才

培育功能與國家產業人才需求，訂定學生核心能力之作法與結果；1-3 教育目標

與核心能力之宣導機制與師生對其瞭解程度；1-4 依據核心能力進行課程規劃與

設計之運作機制與結果；1-5 課程地圖建置與實施情形；1-6 依據第一週期系所

評鑑結果與建議，確定教育目標並擬定發展計畫。並綜合歸納出本項目主要特

色，提出學系發展困難與問題，因應的改善策略，最後為本項目的總結。 

（一）現況描述 

1-1 運用適合的分析策略以擬訂發展計畫之結果 

本系學制包括大學部日間一至四年級 4 班學生共 124 人、進修學士班一至

四年級 4 班學生共 98 人，現任專任教師 7 位。 

為因應台灣企業在面臨強大競爭壓力下，缺乏具有國際視野的行銷與運籌

人才，因此本系的設立宗旨在為企業培育行銷與運籌專業人才，讓本系培育的

人才為企業所需所用。因此，在配合本校「綠能、有機、健康」的產學型大學

定位，與管理學院「永續企業，樂活人生」的教育目標下，訂定本系教育目標

為「具永續發展概念與專業技術能力的行銷與運籌人才」，並配合目前發展潮流

趨勢，找出本系的發展方向，訂定發展計畫。 

本系針對國家產業人才需求及台灣高等教育競爭環境比較分析後，藉以尋

求符合本系發展定位，從現況分析內在優勢與劣勢以及外在發展機會與威脅，

據以訂定系發展目標與願景。 

1.國家產業人才需求及學生未來出路分析： 

根據經建會所提國家發展規劃-「黃金十年，黃金願景」中「活力經濟」方

向下，積極引導投資六大新興產業（包括：生物科技、觀光旅遊、綠色能源、

醫療照護、精緻農業、文化創意）。四大智慧型產業(包括：雲端運算、智慧電動

車、智慧綠建築、發明專利)。十大重點服務業（美食國際化、國際醫療、音樂

及數位內容、會展產業、國際物流、金融、都市更新、WiMAX、華文電子商務、

教育）。這些新興產業、智慧型產業與重點服務業將會需要大量的行銷與物流人

才。在經建會推出的「推動產業多元創新」方針中積極推動三業四化，「製造業

服務化」、「服務業科技化」、「服務業國際化」、「傳統產業特色化」，針對品牌、

海內外行銷通路、低溫物流、傳統產業行銷等進行投資與強化，此一推動案也

創造龐大的行銷與物流人才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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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依據主計處-中華民國台灣地區薪資與生產力統計，網路 104 人力銀行

及 Career 等雜誌所作之調查，依業態及業種劃分，對於行銷與運籌相關產業人

才之需求有：一般企業或大型跨國企業之品牌經理、行銷或業務經理、客戶服

務經理、銷售經理、行銷顧問、廣告經理、行銷助理、品牌助理、行銷規劃專

員、銷售專員、店長、儲備區督導、儲備區經理、廣告企劃，物流業專員或生

產工廠物料管理工程師…等等。 

2.台灣高等教育競爭環境與人才培育 

本系面對未來台灣少子化及大陸開放台灣學生入學管道等衝擊，台灣高等

教育如何走向國際化，以面對歐美及大陸等學校之競爭，實刻不容緩。作此分

析之主要目的在於瞭解國內相關系所辦學情形及教學特色，使本系在設定目標

與教學方式上有所區隔，增大差異化，提昇教學之競爭力。 

根據以上初步分析，本系以 SWOT 分析針對本系內在優勢劣勢與外在機會

威脅狀況，作為擬訂發展目標與方向之基礎，並進而研擬發展計畫，分析如下

表 1-1-1。 

表 1-1-1 系務發展規劃 SWOT 分析表 
內部能力 

 
 
 
 
 
 
 
 
 
 
 
 
外部環境 

優勢(Strengths) 
1. 民國 95 年成立之年輕學

系，沒有歷史包袱，各項制

度及規章均可因應產業動

態及學生需求作規劃，具有

靈活及彈性。 
2. 師生互動頻繁，在輔導學生

方面較深入，同時親師關係

互動較佳，共同督促輔導學

生。 
3. 因學系屬性關係，與產業界

互動接觸頻繁，可方便學生

參訪及就業等管道。 

劣勢（Weaknesses） 
1. 地點離都會區較遠，獲得活

絡的商業資訊與參與行銷

活動成本較高。 
2. 學生來源多元，素質參差不

齊，且部份學生對未來出路

不清楚，休退學率較高。 
3. 本系畢業系友較少，亦無研

究所，相關資源較少。 
4. 行銷與運籌專業較為抽

象，不易讓高中生及其家長

瞭解。 

機會(Opportunities) 
1. 行銷及運籌領域為台灣產

業亟需發展之領域，求才若

渴，畢業生前景看好。 
2. 鄰近工業區如北斗、田中、

埤頭、彰濱等，便於學生參

訪，亦是引入業界師資、產

學合作等機會。 
3. 兩岸關係和緩，需要大量熟

悉大陸事務之台灣行銷與

物流經理人。 

SO 
1. 動態調整學系發展方向、課

程規劃與教學設計(S1O1)。
2. 申請辦理海外青年班隊

(S2O3)。 
3. 積極發展與大陸高教體系

合作的 3+1 項目(S2O3)。 
4. 本系師長積極發展產學合

作關係，提升學生參訪、企

業講座、或就業的機會

(S3O2)。 

WO 
1. 辦理企業講座及企業參訪

(W1O2)。 
2. 建置並宣傳課程地圖以及

未來出路圖(W2O1)。 
3. 申請更名「行銷與物流學

系」(W4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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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脅（Threats） 
1. 少子化招生不易，校際競爭

大，因此學校整體轉學率偏

高。 
2. 學校位彰南，生活機能有待

加強，否則招生方面，無法

和都會區之學校競爭。 
3. 台灣欠缺良好英語學習之

環境培養國際人才。 

ST 
1. 設立行銷與物流專業證照

畢業門檻並加以輔導考照

(S1T1)。 
2. 加強對學生的課業、生活與

生涯輔導(S2T1)。 
3. 增加英語課程以及設立英

語能力畢業門檻(S2T3)。 
4. 輔導學生申請國科會大專

生計畫(S2T1)。 
5. 鼓勵師生參與校外競賽

(S2T1) 

WT 
 

根據 SWOT 分析的結果，本系掌握自身優勢、劣勢以及外在環境機會與威

脅，基於應用優勢、掌握機會的原則，建構本系主要發展策略方向。因此，本

系主要發展策略方向可歸納以下策略方向： 

(1) 強化教學策略： 

著重理論與實務結合教學：(a) 辦理企業講座及企業參訪 （b）設立行

銷與物流專業證照畢業門檻並加以輔導考照 (c) 增加英語課程以及設

立英語能力畢業門檻 (d) 建置並宣傳課程地圖以及未來出路圖 (e) 動

態調整學系發展方向、課程規劃與教學設計(f) 鼓勵師生參與校外競賽。 

(2) 學生輔導策略：(a) 加強對學生的課業、生活與生涯輔導 (b) 輔導學生

申請國科會大專生計畫。 

(3) 學系成長策略：(a) 申請更名「行銷與物流學系」 (b)師長積極發展產學

合作關係，提升學生參訪、企業講座、或就業的機會(c) 申請辦理海外

青年班隊 (d) 積極發展與大陸高教體系合作的 3+1 項目。 

本系配合校務發展計畫以及前述分析的學系發展策略方向，擬定本系

「100-102 系務發展計畫」，經系課程委員會、系務會議等審定系務發展方向

及計畫後，陳送管理學院，由管理學院召開院主管會議討論審查後，陳送學

校審議後實施，本系並依照系務發展重點逐年編列預算，以利執行系務發展

計畫【佐證資料 1-1-1 100-102 學年度系務發展計畫、1-1-2 系務會議紀錄】。 

2.本系未來發展重點 

如上所述，本系除依循本校定位與管理學院的發展目標外，隨著師資結構、

外在社會情境與企業環境的轉變，並配合本校發展的需要，本系的系務發展計

畫，在既有優良傳統之上，不斷自我惕勵、自我更新，以期與時俱進。依據系

務發展方向與最新的系務發展計畫，本系發展重點工作有以下 6 項： 

1. 發展理論與實務結合之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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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培養學生實務能力。 

3. 提升國際語言能力。 

4. 提升教師研究能量。 

5. 培養產學計畫能力。 

6. 舉辦專業行銷競賽。 

1-2 依據教育目標與結合大學人才培育功能與國家產業人才需求，訂定學生核心

能力之作法與結果 

配合 100 年本校校務評鑑工作，本校教務處協助各系配合學校重新定位進

行「教育目標」與「核心能力」調整工作。本校教務處舉辦多次說明會，說明

核心能力指標定義與內涵、指標系統發展歷程、國內外相關系所指標範例等，

提供各系所發展學生教育目標與核心能力指標之專業知識。 

爰此，本系配合學校的教育目標、發展定位與管理學院教育目標，經本系

系課程委員會、系務會議通過修訂本系教育目標為：「培育具永續發展概念與

專業技術能力之行銷與運籌人才」【佐證資料 1-1-3 系課程委員會議紀錄】。本

系教育目標與校級院級教育目標對應如下表 1-2-1。 

表 1-2-1 校級、院級與學系教育目標對應表 

校教育目標 誠正人格、富有人文素養、當代人才 

院教育目標 永續企業、樂活人生 

系教育目標 
(大學部與進修學士班) 

培育具永續發展概念與專業技術能力之行銷與運籌人才 

本系教育目標主要呼應學系設立宗旨，校級培養當代人才之目標及以發展成

為「綠能、有機、健康」產學型大學主軸，與學院以培育協助企業永續發展的人

才之目標，訂定為「培育具永續發展概念與專業技術能力之行銷與運籌人才」。 

其後，本系依據教育目標與結合大學人才培育功能與國家產業人才需求，

訂定本系學生核心能力如下表 1-2-2，此外在作法上採理論與實務並重。 

表 1-2-2 本系大學部與進修學士班核心能力表 
大學部核心能力 進修學士班核心能力 

1. 商業管理基礎能力 
2. 具永續發展基礎能力 
3. 行銷與物流管理能力 
4. 企劃實務能力 
5. 溝通協調整合能力 
6. 邏輯分析能力 
7. 創意思考能力 
8. 國際商務能力 

1. 商業管理基礎能力 
2. 具永續發展基礎能力 
3. 行銷與物流管理能力 
4. 企劃實務能力 
5. 溝通協調整合能力 
6. 邏輯分析能力 
7. 創意思考能力 
8. 基本國際商務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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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核心能力經過本系多次課程委員會議審定，其間亦經過多次變動。目

前的教育目標與核心能力於本系 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2 次課程會議通過(附

件 1-2-1、1-2-2)。其後並經過管理學院 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課程會議通過

(附件 1-2-3)【佐證資料 1-1-2 系務會議紀錄】。 

本系目前確定之核心能力，不僅可達成本系教育目標外，並兼顧與校級、

院級核心能力之對應關係詳如表 1-2-3。 

本系核心能力主要在呼應校級核心能力-組織規劃能力、國際視野能力、科

技應用能力與原創進取能力；呼應院級核心能力-專業實作能力與解決問題能力。 

表 1-2-3 校級、院級與學系核心能力對應表 

校核心能力 

職場能力 
溝通協調能力 
團隊合作能力 
終身學習能力 
自我訓練能力 

專業能力 
組織規劃能力 
國際視野能力 

處理問題能力 
科技應用能力 
原創進取能力 

院核心能力 
社會整合 
博學雅緻 

專業實作能力 解決問題能力 

系
核
心
能
力 

大
學
部 

由通識教育 
中心培育 

1.商業管理基礎能力 
2.行銷與物流管理能力 
3.企劃實務能力 
4.國際商務能力 

1. 具永續發展基礎能力

2. 邏輯分析能力 
3. 創意思考能力 
4. 溝通協調整合能力 

進
修
學
士
班

通識課程 

1.商業管理基礎能力 
2.行銷與物流管理能力 
3.企劃實務能力 
4.基本國際商務能力 

1.具永續發展基礎能力

2.邏輯分析能力 
3.創意思考能力 
4.溝通協調整合能力 

1-3 教育目標與核心能力之宣導機制與師生對其瞭解程度 

為使得本系師生均能有效了解本系教育目標與核心能力，透過各項正式與

非正式方式隨時宣導本系教育目標及核心能力，並以此教育目標及核心能力落

實於教學、課程設計與輔導上，期望本系教職員生都能瞭解與體認本系設立的

教育目標，並同心協力付諸於各項行動上。具體正式與非正式活動，如圖 1-3-1

所示。本系教職員部分透過系務會議、課程會議以及教師研習活動等機會宣導

本系之教育目標與核心能力。對於學生部分則在學系網站、公告欄、課綱介紹

與師生晤談的場合對學生宣導本系教育目標與核心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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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1 教職員生宣導方式 

另外，除對學系教職員與在校生的宣導，並以問卷調查對本系教育目標、基

本素養與核心能力了解程度（詳如附件 1‐3‐1）【佐證資料 1‐3‐1學生瞭解學系培

養學生基本素養與核心能力之問卷】，在校學生對於系教育目標達到稍微瞭解以

上比例高達 98.3%，對於系核心能力達到稍微瞭解以上比例高達 95.8％，此結果

顯示本系學生確實了解本系教育目標與系核心能力。 

1-4 依據核心能力進行課程規劃與設計之機制運作與結果 

1.本系的課程規劃之機制及其運作過程 

本系自設系之初即訂定「明道大學國際行銷與運籌學系課程委員會設置要

點（附件 1-4-1）」，並設系課程委員會，負責： 

（1） 規劃及審議本系開設之各項課程。 

（2） 規劃各課程之大綱及內容。 

（3） 協調本系各專任教師任課及排課等事項。 

（4） 定期實施課程之檢討或修正。 

（5） 審議與本會議有關之各項提案。 

本系課程委員會每學期均定期召開一次會議，並依據實際需求召開會議。

為因應快速變遷的外在環境，本系訂定課程檢討回饋機制如圖 1-4-1。依據上面

機制，積極檢討與調整本系課程規劃狀況，因此 99 學年度共計召開 12 次會議，

100 學年度共計召開 8 次會議，101 學年度迄今已經召開 13 次會議【佐證資料

1-1-3 系課程委員會議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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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1 課程檢討回饋機制流程圖 

為因應外在情勢變遷與台灣未來企業走向與需求，並配合學校發展主軸方

向，本系課程均定期依教育目標、核心能力、學生未來出路與企業對人才的需

求進行調整，因此由系課程委員會依權責作必要之增刪開課科目與教學之內

容。同時為求課程能符合產業界所需，系課程委員會委員除本系之教師學生外，

並邀請畢業校友與學者專家等共同參與，協助制訂課程，以符合未來發展及因

應經濟環境之變遷所需。為強化蒐集各利害關係人的意見，本系於 101 年 9 月

26 日召開系課程委員會，擴大邀請學界-方世榮教授（修平科技大學管理學院院

長）、業界-陳首全先生（時任維力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企劃部經理;現為味丹

食品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營業部協理）、林沛傑先生（台灣全球運籌發展協會顧

問）、家長代表-洪朱燐先生（御麟企業有限公司董事長，本校第一屆家長聯誼會

會長）、畢業生代表（升學與就業分別邀請兩名）與在校生代表，針對本系教育

目標、核心能力與課程規劃給予外部意見，本系陸續將各方意見透過系務會議

或課程委員會陸續納入修正或增刪課程等（附件 1-4-2）【1-1-3 系課程委員會議

紀錄】。 

2.依據核心能力進行課程規劃與設計之結果 

如上所述，本系召開多次課程委員會，積極發展本系的核心能力，100 學年

將原來的核心能力調整成 8 項核心能力，並且再次調整本系各班別的「學生核

心能力與課程對應表」(詳如附件 1-4-3)，確認本系各班別課程之規劃與設計均

能符合本系各班別核心能力。為使各年度學生能充分了解系教育目標、核心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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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與課程規劃，本校均會編印各學年度修課導引手冊【佐證資料 1-4-1 入學學生

修課導引手冊】。 

本系自 102 學年奉教育部核定更名「行銷與物流學系」，教育目標與核心能

力亦隨之修正，經過學系行政程序，修正教育目標為「培育具有永續發展概念

與專業技術能力之行銷與物流人才」，同時配合課程會議校外學者意見將核心能

力修正為 4 項，學士班為：行銷與物流管理能力、企劃與創意思考能力、溝通

協調整合能力與邏輯分析能力；進修學士班為：行銷與物流管理能力、創意思

考能力、溝通協調整合能力與邏輯分析能力。102 學年課程規劃同時配合校外自

評委員意見將課程劃分為行銷管理類與物流管理類，讓學生可以清楚地進行選

課事宜【佐證資料 1-4-2 102 學年度課程大綱規劃】。 

1-5 課程地圖建置與實施情形現況描述 

本系根據課程委員會所制訂的教育目標訂定學生核心能力及發展方向，並

且與本系課程(核心必修、專業選修)、核心能力、升學、以及證照考試推薦課程

結合，建置課程地圖(如附件 1-5-1) (本系課程地圖網址：

http://gml.coursemap.mdu.edu.tw/bin/home.php)。 

1.於 100 年 3 月 9 日初步完成資料建置，並以學制區分，大學部與進修學士班等

學制分別建檔。 

2.完成課程規劃與核心能力關聯表 

(1)分別依關聯百分比權重，以及能力層次等級填寫。 

(2)分學年度填寫。 

(3)各課程對應之核心能力權重百分比總和為 100%。 

(4)能力層次等級參考照 Bloom 認知能力修訂分類。 

(5)先修課程以及低年級基礎課程，對應較低能力等級為原則。 

3.已完成各項職業與核心能力關聯表。 

4.已完成各項研究所升學與課程關聯表。 

本系配合學校規劃在網路上建置課程地圖系統，使學生透過學校網路平台

查詢。課程地圖可導引學生未來升學與就業的發展方向，讓學生瞭解系所之課

程規劃與未來職涯選擇之關連，以便學生自我生涯規劃，釐清職涯選擇，進而

改善學生的學習成就與提升學習興趣，並導引學生在未來升學、就業發展的選

課方向，以幫助學生達到自己未來發展目標。 

以下是本系『課程地圖』的架構： 

 課程規劃查詢：提供本系課程資訊查詢，可透過學年度、學制，呈現出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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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必修課程、以及專業選修課程之相關資訊。 

 能力推薦課程查詢：透過系訂八項核心能力，可以逐項查詢核心能力所需

修習課程列表，達成完整核心能力資訊連結。 

 升學推薦課程查詢：針對行銷、物流、企管等不同研究所，推薦可修習之

相關課程。 

 專業證照考試推薦課程查詢：針對國際行銷與物流相關證照，推薦可修習

之相關課程。 

 職業推薦課程查詢：針對不同產業名稱，或者是職業名稱，推薦可修習之

相關課程。 

本系在建置完成學系課程地圖後，由各班導師或各授課教師在開學之際必

須在介紹課程大綱時，說明學系的教育目標、核心能力以及該課程之教學目標

與所欲達成的核心能力。此外，並分別針對大學部與進修學士班學生召開大型

課程地圖說明會（如表 1-5-1），說明本系教育目標、核心能力、相關課程規劃與

設計以及課程地圖的使用等。 

表 1-5-1 大學部與進修學士班課程地圖說明會一覽表 

說明會對象 說明會時間地點 主講人 

大學部（1~4 年級） 101 年 10 月 4 日 17:30~16:30 國際會議廳梅 20A 葉純志 

大學部（1~4 年級） 101 年 11 月 23 日 12:00~13:00 開 317 葉純志 

進修學士班 (1~4 年級) 101 年 11 月 29 日 20:50~22:00 開 208 葉純志 

詳參：附件 1-5-2  

1-6 依據第一週期系所評鑑結果與建議，確定教育目標並擬定發展計畫 

1.依第一週期系所評鑑結果進行自我評鑑與改善 

本系於 96 年 8 月接受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第一週期系所評鑑。在收

到評鑑報告後，即透過本系系務會議針對評鑑報告結果與建議部分進行改善工

作(附件 1-6-1)。98 年至今的改善情形整理如「明道大學國際行銷與運籌學系第

一週期系所評鑑自我改善計畫與執行成果」【佐證資料 1-6-1 第一週期系所評鑑

自我改善計畫與執行成果】。 

2.依第一週期系所評鑑意見，再確定本系教育目標並調整發展計畫 

本系依第一週期系所評鑑意見與其後改善執行結果，分別針對目標、核心

能力、課程與教學、師資、招生等相關內容，透過系務會議、系課程會議等相

關組織，研議改進措施，送請系務會議通過後加以實施。有關建議將逐步完成，

並彙整自我改善結果表，調整本系的發展計畫。最新通過的系務發展計畫中包

括教育目標、分析現況、以及擬定本系未來發展重點【佐證資料 1-1-1 10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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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年度系務發展計畫】)。  

本系教育目標已經系務會議確認，為培育具有「永續發展概念與專業技術

能力之行銷與運籌人才」，並據此目標訂立八項核心能力，目前正朝此目標與核

心能力積極建構中，例如行銷專業實習教室之建立，學生至業界參訪，學生實

務實習及實務專題製作、鼓勵國科會大專生計畫，輔導學生考取國際物流助理

管理師(SOLE-DL)與行銷管理師（City & Guilds）證照等，均依系發展目標逐一

規劃推動執行中，這也是本系實踐與他校明顯差異化之利基點，本系之重點工

作均提報系務會議後執行（附件 1-6-2）。 

（二）特色 

本系自 95 年教育部核准設立以來，已邁入第 8 個年頭。全系師生兢兢業業，

努力 7 年來的辦學績效尚稱良好，其主要辦學特色如下： 

1. 結合理論與實務導向之教學：本系為達成教育目標與核心能力，採用各項特

色作法，培育學生達到本系設定的各項核心能力，提升學生就業競爭力，使

之成為具有永續發展概念與專業技術能力的行銷或運籌專業人才。以下分別

依據各核心能力說明特色作法。 

(1) 培育永續發展與國際商務能力：配合學校定位，開設永續物流管理實務、

有機產品行銷實務、綠色行銷管理實務等專業課程，並於課程中增加綠色

行銷、有機產品行銷與綠色物流等個案與議題之探討，透過商務英文會話

／寫作／簡報技巧，以及並於 101 學年度由學校統一訂定英文語文能力畢

業門檻，並於每週透過「快樂學英文」課程督促學生之閱讀能力，以提升

學生之語文溝通能力；同時課程規劃中加入國際化之課程，如國際溝通與

談判、國際貿易、國際行銷管理、國際運籌管理、國際通路管理等課程；

並在相關課程融入證照教學，輔導學生考取國際通用之「行銷與物流類證

照」，並於 101 學年度起設定考取本系相關證照為畢業門檻之一。 

(2) 創意思考與溝通協調能力：透過開設創意思考課程，培育學生創意思考能

力；教學方式強調理論講解分組演練相互觀摩反覆練習等，以增加

實際操作之創意思維與團隊溝通協調技巧；並透過東森得意購電視台、台

灣高鐵行控中心、台中港務局、光泉牧場、中智捷汽車股份有限公司與白

蘭氏健康博物館等相關企業之參訪，在學生與廠商問與答的互動交流中培

養實務經驗與溝通協調能力。 

(3) 培育企劃實務與邏輯分析能力：藉著對業界不同個案的探討、與業界產學

合作之實務專題、輔導學生申請國科會大專生研究計畫，以及軟體模擬實

習，增進學生企劃實務經驗與資訊解讀與分析之邏輯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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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培育基礎商管與專業知識能力：透過理論課程教授，如基礎商管課程、專

業的行銷與物流課程；邀請知名企業高階主管進行專業、多元且精采企業

講座；經由康軒文教集團、裕毛屋超市、燦坤企業等校外實習經驗，讓學

生可以理論與實務並重，以實務方式學習並驗證課堂所學。 

(5) 具有創意與實務導向的專題製作成果發表會：本系專題製作題目要求以實

務為導向，並融合本校定位發展與學系發展方向。本系專題製作不僅是完

成一份專題製作研究報告，並要求由畢業生組成專題製作成果發表籌備委

員會，籌辦專題製作成果發表會。本系專題製作成果發表會分為靜態發表

與動態發表兩種，首先必須進行靜態成果發表活動，透過創意的海報、空

間布置等方式呈現各組專題製作主題。其後，動態成果發表會著重創新與

創意的動態呈現方式。同時為使本系學生更了解外界人士對其專題製作的

評價，動態展演的評審委員均以邀請外系教師或企業界人士擔任為主。 

2. 配合本系教育目標、核心能力規劃完整之課程地圖：本系「選課地圖」架構，

根據教育目標訂定學生核心能力及發展方向，且與課程結合，可協助學生找

出與升學、證照、或企業人才需求特性之連結。本系「選課地圖」功能，可

幫助學生進行選課諮詢及學涯規劃，並作為班級學習導師對學生提供諮詢服

務的依據，有助於釐清個人生涯發展方向。 

3. 落實教學品質保證機制：本系配合本校已實施多年的教學品保制度，在大學

部與進修學士班訂有期中預警制度，由授課教師依照學生期中考表現狀況，

給予學習狀況不佳同學預警，並由授課教師給予輔導；此外，管理學院並於

期中考期間要求所有管理學院各系開設課程均必須進行期中教學調查，由授

課教師彙整後，並擬定改善策略後陳送學系與學院列案。 

（三）問題與困難 

1.本系教師均為助理教授級教師，欠缺副教授以上教師協助領導資淺教師發展整

體系務。 

2.大學部與進修學士班註冊率略低 

由於少子化影響，本系自 97 學年開始大學部學生註冊率逐年降低，99 學年度

註冊率達到最低點，經過改變招生策略，強化招生活動後，100 學年度才逐漸

往上提升，101 學年度已經提升到超過 70%。 

（四）改善策略 

1. 積極徵聘副教授以上教師或鼓勵專任教師升等，可以改善學系師資結構外，

並可領導學系發展工作。 

2. 照顧在校學生，並強化招生宣導活動：把在校學生照顧好就是最佳的招生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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略，本校總務處配合改善學生食衣住行各方面的需要，本系也積極輔導學生

在生活上之調適，並透過家長連絡適時反映及解決學生在生活及學業上之困

擾。同時系上在教學及課程設計上力求差異化以和其他學校作明顯之區隔，

以培育更符合企業所需之人才。其次，則是強化與高中職的合作，包括透過

專題演講、小論文指導、校園參訪等活動協助高中職學生認識本系。 

3. 申請更名：目前國際觀已經成為各大學各科系必備的素養或能力之一，所有

行銷相關科系均未特別在系名標示國際，但其教育目標均將國際觀或國際視

野列為重要項目。爰此國際行銷之系名反成為侷限。此外，在產業需求人才

上以「物流」人才主軸，因此綜合考量外在高教環境、產業需求等，向教育

部提出更名計畫，將本系系名調整為「行銷與物流學系」。本系更名申請案業

奉教育部 101 年 10 月 2 日臺高（一）字第 1010173436 號函核定自 102 學年

度起生效。 

（五）項目一之總結 

本系自民國 95 年設系，針對學系制度、教育目標、系務發展、課程規劃等

均已建立必要機制且均能正常運作。本系並依第一週期系所評鑑之改善建議報

告逐步進行修訂與調整工作。民國 100 年為配合本校綠能、有機、健康產學型

大學之新定位，本系依照嚴謹的機制進行教育目標調整工作，並發展適合各班

別的學生核心能力，以及相對應的課程設計，期望可以提供優質的課程，滿足

學生的學習需要。為讓學生清楚瞭解未來職涯發展以及應修習的課程，本系已

經完成建置課程地圖並辦理學生說明會。積極落實教學品質保證機制與建立畢

業門檻，確保學生學習成效可以達到本系所設定的教育目標與核心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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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二：教師教學與學習評量 
(一) 現況描述 

依照校、院發展方向與定位、系教育目標及核心能力規劃課程，並透過系

院校嚴格審查後，依課程需要聘請適任之專兼任教師進行授課，以達到本系培

育具永續發展概念與專業技術能力之行銷與運籌人才之教育目標。茲就現況說

明如下： 

2-1 專、兼任教師之數量與學術專長，符合系所教育目標及滿足學生學習需求之

情況 

從 99 至 101 學年專兼任老師數量與學生人數之統計表，顯示本系近三年生

師比均有滿足規定(如表 2-1-1)。 

表 2-1-1  99 至 101 學年度生師比一覽表 

學年度 99 100 101 

專任教師 6 7 7 

兼任教師 8 5 7 

教師合計 14 12 14 

大學部學生人數 193 139 124 

大學部生師比 24.13 16.85 14.17 

全系學生人數 313 246 222 

全系加權生師比 31.63 23.33 19.77 

註1：生師比的計算，根據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總量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之生師比計算方

式，將四位兼任教師算一位專任教師人數；加權生師比＝加權學生人數/（專任教師人數

+兼任教師人數*0.25）。兼任老師以實際有開課計算之。 

同時，依據本系課程規劃(附件 2-1-1 大學部課程規劃；2-1-2 進修學士班課

程規劃)【佐證資料 2-1-1 99 -101 學年度課程規劃表】新聘或它系轉入之教師專

長都有符合課程需求(附件 2-1-3 專任教師學經歷基本資料表)【佐證資料 2-1-2

專任教師名冊】，且依教師學術專長與可授課程進行必選修課程之配課(附件

2-1-4 專任教師學歷、主要專長及歷年來之任教課程)。此外，為維持教學品質和

均衡學生輔導與研究，故專任教師(未兼行政職)之授課時數以 10-15 學分為區間

(附件 2-1-5 專任教師 99 至 101 學年度授課鐘點數統計表)【佐證資料 2-1-3 99 至

101 學年度授課鐘點時數表】，部分課程聘請符合資格且有實務經驗或學術專長

之業界師資參與授課(詳附件 2-1-6 兼任師資學經歷資料表，附件 2-1-7 兼任教師

學歷、主要專長及任教課程)【佐證資料 2-1-4】，提供學生更多元的課堂知識。 

根據本系課程規劃，系專業課程分為基礎商學、行銷和通路運籌等三大領

域，並對照附件 2-1-3 及 2-1-6 專兼任老師學術專長可彙整出表 2-1-2，從下表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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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本系整體專兼任老師的專長與教學領域上分佈均等，並且符合本系教育目標。 

表 2-1-2 專兼任老師專長、課程教學領域與系教育目標對應狀況 

 姓名 
教學領域 系教育目標 

基礎商學 行銷領域 通路運籌領域 行銷人才 運籌人才

專任

教師 
(7 人) 

葉純志      
林村基      
林怡芯      
鄒鴻泰      
張又心      
李靜芳      
姚蕙漪      

比例 100% 86%(6 人) 86%(6 人)   

兼任

教師 
(7 人) 

陳立岳      
黃淑芬      
陳首全      
李俊慧      
黃怡婷      
施昌谷      
劉雅榛      

比例 100% 71%(5 人) 57%(4 人)   

總計 100% 79%(11人) 71%(10人)   

2-2 專任教師之結構與流動之情形 

本系 101 學年度專任師資共 7 位，皆具有博士學位，而 96 至 101 學年之教

師結構與流動情形如表 2-2-1（詳如附件 2-2-1）【佐證資料 2-2-1 近六年專任師資

名冊】。此外，自 97 學年度開始，校訂畢業門檻降為 128 學分後，本系專任教師

人數仍維持滿足開課需求。 

表 2-2-1  96 至 101 學年之教師結構與流動情形 

學年度 96 97 98 99 100 101 
教授 0 1 1 0 0 0 
副教授 3 3 1 0 0 0 
助理教授 3 7 8 6 7 7 

性別 
男 4 9 9 4 4 3 
女 2 2 1 2 3 4 

合計 6 11 10 6 7 7 
新(轉)聘人數 3 5 1 2 2 1 
離職人數 0 0 2 6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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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教師依據課程所要培育之核心能力，進行教學設計與應用多元教學方法之情形 

每學期各科目授課老師需重新檢視課程大綱是否達到多元教學方法與核心

能力之適切性，並送交系課程委員會和院課程委員會審核通過後，各授課老師

即透過教師資訊系統上傳課程大綱 (如附件 2-3-1)。經彙整本系 101 學年第一學

期大學部及進修學士班開課之課程核心能力與教學方法得出核心能力與多元教

學對應關係(如表 2-3-1，附件 2-3-2 和附件 2-3-3)【佐證資料 2-3-1】。 

表 2-3-1 核心能力與多元教學之對應關係 
核心能力 
部別 

商業管理

基礎能力 
永續發展

基礎能力 
行銷物流

管理能力

企劃實務

能力 
溝通協調

整合能力

邏輯分析

能力 
創意思考

能力 
國際商務

能力 

大學部 

講述法 
分組討論 
個案討論 
成果發表 

講述法 
分組討論 
影片賞析 
企業參訪 

講述法

分組討論

個案討論

個案解說

分組報告

時事簡報

實例演練

成果展

企業參訪

個案解說

分組報告

個案簡報

講述法

個案報告

專題製作

時事分享

個案分析

講述法 
分組討論 
個案討論 
分組報告 
企業參訪 

分組討論 
分組報告 
個案討論 

講述法

個案討論

個案分析

分組討論

分組報告

企業參訪

進修 
學士班 

講述法 
分組討論 
個案討論 
成果發表 

講述法 
影片賞析 
分組討論 

講述法

分組討論

個案討論

個案解說

分組報告

時事簡報

實例演練

個案解說

分組報告

個案簡報

講述法

個案報告

時事分享

個案分析

講述法 
分組討論 
個案討論 
分組報告 

分組討論 
個案討論 
分組報告 

講述法

個案討論

個案分析

分組討論

分組報告

從表 2-3-1 可發現，本系課程培養學生核心能力除講述法外，也採用其它教

學方法來加強學生學習成效，如：企業參訪(附件 2-3-4)【佐證資料 2-3-2 企業參

訪】、實務講座(附件 2-3-5)【佐證資料 2-3-3 實務講座】、個案分析、個案討論、

專題報告或成品展演(附件 2-3-6)【佐證資料 2-3-4 成品展/專題製作】等等來達

到學習之完整性。 

2-4 教師自編講義、編製數位媒材做為教學輔助，提升學生學習成效之情形 

本系教師以部分自編講義為主，而完全自編教材【佐證資料 2-4-1 自編講義

與教材之課程】也有逐年增加，同時搭配學校購置影片、線上相關個案影片、

公播版教學影片、線上相關網站或資料庫網站、以及本系購置之教學軟體作為

輔助教材(如表 2-4-1)。 

整體而言，本系在自編講義和數位媒材有逐年增加之趨勢，反應在學生教

學評量的回饋上有相對應的提升(如表 2-4-2)，顯示本系在此部分成效良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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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1 各類教材使用之授課科目數佔總授課科目數之百分比 

學期 
自編講義 數位媒體教材 

全部

自編 
部份

自編 
ppt 教學 影片教學 

線上網站

(資料庫) 
軟體教學 

99-1 7% 93% 100% 33% 7% 11% 
99-2 8% 92% 100% 32% 4% 4% 
100-1 16% 84% 100% 24% 4% 12% 
100-2 10% 90% 100% 32% 6% 10% 
101-1 20% 80% 100% 28% 4% 12% 
101-2 13% 87% 100% 23% 7% 10% 
平均 12.3% 87.7% 100% 29% 5% 10% 

 
表 2-4-2  99 至 101 學年度教學評量 

學年度 
部別 

99-1 99-2 100-1 100-2 101-1 101-2 

大學部 4.63 4.94 4.99 4.91 5.08 4.89 

進修學士班 5.16 5.25 5.19 5.26 4.88 5.29 

2-5 教師依據課程所要培育之核心能力，設計學習評量之情形 

根據本系大學部及進修學士班課程大綱，彙整得出 5 個構面 16 種評量方

式，分別為行為評量、紙筆評量、檔案評量、口語評量和實作評量等五個構面，

同時，從表中顯示本系透過多元評量方式來評量學生達到核心能力情形(如表

2-5-1；附件 2-5-1、2-5-2)【佐證資料 2-5-1】。 

表 2-5-1 核心能力與多元評量之對應關係 
核心能力 

 
評量方法 

商業管

理基礎

能力 

永續發

展基礎

能力 

行銷物

流管理

能力 

企劃實

務能力

溝通協

調整合

能力 

邏輯分

析能力 
創意思

考能力 
國際商

務能力

行為

評量 

出席         

課堂表現         

學習態度         

紙筆

評量 

個人作業         

分組作業         

紙筆測驗         

檔案

評量 

個人書面報告         

分組書面報告         

專案報告         

口語

評量 

個人口頭報告         

分組口頭報告         

分組報告         

課堂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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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能力 
 
評量方法 

商業管

理基礎

能力 

永續發

展基礎

能力 

行銷物

流管理

能力 

企劃實

務能力

溝通協

調整合

能力 

邏輯分

析能力 
創意思

考能力 
國際商

務能力

(含個案) 

個案研究/分析         

實作

評量 
案例賞析         

創意實作         

2-6 依據教學評鑑結果，協助教師改進教學設計、教材教法與多元學習評量方法

之情況 

教師教學評鑑經過兩種模式進行追蹤與檢討，第一種作法由學院統籌，實施

時間於期中考時由授課教師透過開放式記名或不記名方式進行調查，將質化資料

回收、分析、彙整和提出改善作法，並送交系辦公室和院辦公室列管。第二種作

法由教務處統籌，實施時間於預選下學期課程時搭配實施之，透過網路系統進行

不記名封閉式問卷調查，並將問卷結果量化提供給教師、學系和學院參考。 

此外，於學期中系主任會叮嚀教師時時注意學生學習狀況並適時提供建議與

追蹤改善成效，並根據學生反應提供教師改善建議，而需改善之教師亦需適時回

報改善狀況。根據前述可概分為三個階段，簡要彙整如表 2-6-1(流程圖如附件

2-6-1)。 

表 2-6-1 教學評鑑執行與追蹤方式 
階段 時間點 管道 改善作法 備註 

第
一
階
段 

整
個
學
期 

1. 透過課堂觀察

方式 
2. 外部回饋 -系
辦公室、班級

導師、學生 

1. 針對系辦公室提供之學

生意見於課堂中與學生

討論改善作法 
2. 系主任或導師提供改善

作法 
3. 教師自行擬訂改善作法 

系辦公室針對學生之意見列

管並追蹤老師改善成效 

第
二
階
段 

期
中
考 

教師於期中考

週自行調查 

1. 針對學生回饋之意見進

行彙整 
2. 重複性問題應自己提出

改善意見或補強作法 
3. 尋求系主任或班級導師

之意見 

1. 系辦公室針對學生之意見

列管並追蹤老師改善成

效； 
2. 相關資料繳交系及院辦公

室列管並提出改善策略 
3. 系辦公室追蹤執行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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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 時間點 管道 改善作法 備註 

第
三
階
段 

期
末
考
前 

搭配學生下學

期選課時，透過

系統全校性的

量表式調查 

1. 單一課程問卷中，單一

問項或整體分數低於設

定標準(4.5 分，滿分 6
分)時，需提出具體改善

意見 
2. 參加學校成立之夥伴教

學團(由教學評鑑優等教

師或學院推薦之資深教

師擔任傳授者教師)(如
附件 2-6-2) 

可申請校內教學相關計畫 
(1) 教學型研究計畫 
(2) 改進教學計畫 

自 97-2 開始管理學院為強化學生學習成效和讓老師可適時調整教學設計、

教材和評量方式，故於期中考時要求各科老師需辦理期中教學評量，並將資料

彙整後提出具體改善做法(如附件 2-6-3)【佐證資料 2-6-1 期中教學意見表】，透

過學生的立即回饋與適時修改教學方式，也因此至期末校統一調查時，不管在

大學部或進修學士班整體的教學評量滿意度均有所上升(如表 2-6-2)【佐證資料

2-6-2 期末教學評量】。 

表 2-6-2  99 至 101 學年度教學評量 
學年度 

部別 
99-1 99-2 100-1 100-2 101-1 101-2 

大學部 4.63 4.94 4.99 4.91 5.08 4.89 

進修學士班 5.16 5.25 5.19 5.26 4.88 5.29 

此外，學校也會定期舉辦教師教學相關研習活動，除透過優良教師教學經

驗分享外，亦有一些教學品質和教學互動等研習活動(如附件 2-6-4)【佐證資料

2-6-3 教師成長研討會】，同時亦成立夥伴教學團來提升整體教學品質(如附件

2-6-2)。 

(二) 特色 

本系在課程設計與教師教學評鑑項目下，具有如下特色： 

1. 因應學生需求，採取多元教材和多元評量，以增進學習效果 

本系透過此一系列多元教材(影片欣賞、軟體教學、成品展等)和多元評量方

式(專題報告、分組討論、學習態度、創意實作成品等)之課程設計，培育學生擁

有系院校之核心能力和具有行銷與運籌之專業能力。此外，透過一學年之行銷

與物流專題研究之課程，強化學生活用行銷與運籌專業知識，同時，透過靜動

態展進行成果報告以提升學生實作能力和學習成效。 

2. 提供學生非正式課程的多元學習，充實實務理論學習之深度及廣度 

四年課程規劃採用多元教學法，除一般課內理論課程外，亦進行專家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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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參訪、實習課程、專題展或成品展等模式來增強學生學習更貼近實務面。

其中，專題製作除要求實務性題目外，亦要求經過三次不同考核方式以提高學

生四年所學的應用能力，並採用靜動態方式呈現專題結論與展示成果，目的希

望讓學生多發揮創意與實務操作與應用能力。 

(三) 問題與困難 

根據前面的評鑑項目資料，本系面臨的問題與困難有： 

1. 多數學生都利用下課時間立即詢問和討論課堂問題，但下課時間短暫往往無

充裕時間詳加說明，而會利用 office hours 或額外約定時間到教師研究室詢問

課業之學生相對較少。 

2. 本系目前尚無副教授級以上之教師。 

(四) 改善策略 

1. 為讓學生有更多管道詢問課業，並能仔細且隨時詢問，故透過教學助理在定

時和定點的方式，方便學生可以立即詢問，同時，也透過教學助理協助老師

輔導學習成效不佳之學生。 

2. 徵聘副教授以上教師或鼓勵教師升等。 

(五) 項目二之總結 

本系教師專長與授課科目相結合，能滿足課程及學生學習之需求。教師具

有教學服務熱忱，和學生互動良好。教師亦能依據各科目核心能力指標規劃課

程內容，透過教學及評量的多元化，幫助學生有效學習及增進實務應用知能。 

此外，本系各課程因應學生需求與學習狀況適度調整教學模式並採用多元

教學模式，增進學生學習效果，使學生都能獲得充足的學習機會。同時，本系

亦積極提供與鼓勵學生非正式課程的多元學習，擴充學習之廣度及深度。 

因此，就優點與特色而言，本系一直積極努力並自我期許帶領學生參與課堂外

之學習活動(如：實務實習、校外競賽、主辦校際比賽等)，並參與實務專題講座

與企業參訪。因此本系採行多元教學方式，以培育學生之核心能力，並促進其

認知拓展與表達應用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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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三：學生輔導與學習資源 

（一）現況描述 

以下描述項目三之現況，分為 3-1 提供學生學習輔導之作法；3-2 提供學生

之學習資源及其管理維護機制；3-3 提供學生課外學習活動之作法；3-5 學系提

供學生生活輔導之作法；3-6 學系提供學生生涯輔導之作法。並綜合歸納本系本

項目特色，提出問題與困難，改善策略，最後作一總結。 

3-1 提供學生學習輔導之作法 

本系對學生學習輔導區分為三大特色-【修課輔導】、【課業輔導】和【學習

輔助工具】，不論在軟硬體方面皆有完善的輔助，詳如下圖 3-1-1 所示。 

 
圖 3-1-1 本系學生學習/課業輔導流程圖 

1. 修課輔導： 

本系每學年初均舉辦「新生座談會」，會中宣導並輔導學生選課方式及課

程架構，簡介師資、資源設備及獎助學金，提供新生完備之資料並在新生入

學前給予詳盡的「選課輔導」。同時亦落實任課教師於學生選課前完成教學大

綱上網，教學大綱內容包括教學目標、先修科目、教材內容、教學方式、參

考書目、教學進度、成績評量方式、講義位址等項目，期能讓學生預先對課

程有所概念，並有助於其選課的決定。除了教務處提供每位學生紙本的選課

手冊外，亦於每學期初學生預選課程時，由導師透過教師資訊系統，提供學

生相關選課評估與建議，並針對學生總學分數異常者進行了解與輔導，以期

及早發現學生之問題或困境。此外，透過導生晤談【佐證資料 3-1-1 導師晤

談紀錄表】或班會時間【佐證資料 3-1-2 班會紀錄簿】作為學生選課輔導之

補充機制，確保學生選讀之專業課程與通識課程符合校、院、系所欲培養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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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之基本素養與核心能力；在導師的輔導時間之餘，亦有系上全職助理可供

諮詢。 

2. 課業輔導： 

本系專任教師課餘時段，每週至少排定四小時實施教師課輔(Office 

hours)，並公告於網站，以利學生查詢；學生可與授課教師約定時間面談(如

附件 3-1-1 99 至 101 學年度專任教師 office hours)，以協助解決學生學習問

題，提高學習成效。亦運用教學助理(TA)在固定的時間進行課業輔導(如附件

3-1-2 明道大學教學助理甄選及考核辦法及服務時間表)。每學期期中教師亦

可藉由學生填答之教學建議，得知學生對於教學的感受與建議，回饋各項學

習成效，充分反映學生意見【佐證資料 3-1-3 期中意見表】。 

為使家長瞭解學生學習狀況，本校從 101 學年度開始建立線上查詢功

能，家長可透過網際網路查詢子弟缺曠課狀況。學務處亦於學期中將缺曠課

30 堂以上的學生通知家長瞭解（如附件 3-1-3 缺課 30 節以上家長通知信）。

此外，本系依據「明道大學預警制度實施辦法」（如附件 3-1-4）實施期中預

警制度，針對學習狀況異常之學生，建立涵蓋任課教師、導師、系主任、教

務處以及家長在內的通報與輔導系統，以期深入瞭解學習成效不佳之原因，

並尋求改善，輔導紀錄如「預警輔導紀錄表」【佐證資料 3-1-4 預警輔導紀錄

表】。 

3. 學習輔助工具： 

對於本系的專業課程，如：零售管理／實務、行銷研究、商業設計…等

課程，亦備有電腦／專業教室與教學設備，可供學生上機實作；此外，本校

所有教室皆備有 e 化講桌，老師上課時可採用各種多媒體教材，讓上課的內

容與呈現方式更多元，有助於學生理解與吸收，提昇學習成效。此外，本校

諮商輔導中心資源教室有專業諮商師、以及志工老師輔導身心障礙學生，以

提供學生優質無限制的學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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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提供學生之學習資源及其管理維護機制 

本系重要的學生學習資源有五項： 

(1) 行銷專業模擬教室 

本系學習資源的特色為【行銷專業模擬教室】，建置於開悟 302 教室，內有

電腦共 61 台，並安裝專業軟體，如圖 3-2-1 所示。其主要規劃以國際行銷及全

球運籌領域發展趨勢為主軸而成立的，除提供學生紮實之理論基礎外，此專業

教室之教學模式以企業行銷與運籌實務案例，並配合目前企業操作的軟體 (POS, 

VBR, VBM, Marketing Winner, DMS 等軟體)，使學生能深入瞭解行銷與零售領域

的發展。 (表 3-2-1 本系專業模擬軟體)。 

表 3-2-1 本系專業模擬軟體 

 
 
 

圖 3-2-1 本系專業模擬教室 

(2)每間教室設置 e 化講桌：教師上課時可直接連線，方便上網查詢及善用網路

資源於教學活動。 

(3)提供校內實習場所：設於開悟 406 教室之網路商城，提供學生電子商務之實

作場所(圖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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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2 學生實習網路商城 

(4)圖書館購置行銷與運籌相關書籍供學生借閱 

    圖書期刊方面，由學校圖書館統一管理。本系 97 至 101 年度圖書經費如表

3-2-3 所示。此外，校內圖書館內之期刊、電子期刊及資料庫，學生皆可借閱或

上網使用。跨校圖書館際之合作服務，亦是學生可利用之資源。另外，由於館

際合作共享資源、圖書資源採購經各系所圖書委員篩選適用專業圖書與期刊，

以達有效經費利用，且經由各界圖書捐贈（例：俄亥俄洲大學 Ockerman 教授捐

書 3 萬 6 千冊）、以及加入聯盟爭取更佳優惠等方式，以維持同等之師生優良教

學品質與資源。 

表 3-2-2 明道大學 97 至 101 學年度館藏總數量與經費分配表 

項目 
館藏總數量 

97 學年度 98 學年度 99 學年度 100 學年度 101 學年度

中文圖書（冊數） 
外文圖書（冊數） 
中西文期刊（種數） 
電子書  （種數） 
視聽資料（種數） 
資料庫（種數） 

208,896 
17,755 

790 
1248 
1,895 

82 

212,741 
19,528 

834 
17,808 
2,203 

97 

218,552 
52,648 

867 
24,372 
3,400 

93 

220,752 
53,048 

842 
29,319 
3,496 
104 

221,275 
53,048 

741 
32,876 
3,520 
100 

訂購圖書經費（元） 5,300,000 4,500,000 3,300,000 2,300,000 2,300,000 

訂購期刊經費（元） 3,700,000 3,500,000 3,000,000 1,800,000 1,700,000 

訂購電子資料庫經費（元） 2,500,000 2,000,000 800,000 2,050,000 2,100,000 

訂購視聽資料經費（元） 500,000 580,000 700,000 100,000 200,000 

購置館藏總經費預算（元） 12,000,000 10,580,000 7,800,000 6,250,000 6,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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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3 本系 97 至 101 學年度圖書經費分配表 

年度 外文圖書 中文圖書 外文期刊 中文期刊 

97 133,167 28,957 -- -- 

98 150,721 61,230 108,330 56,520 

99 112,413 27,878 89,930 44,965 

100 19,570 32,617 26,094 

101 20,288 32,123 25,361 

(5)教學輔導室：於系辦設置學生專用電腦，以方便學生使用。 

上述各專業教室及儀器設備均訂定管理維護辦法，由專職之行政人員（系

助）或教師負責管理並記錄使用情形，如：儀器設備借用流程及借用登記表(附

件 3-2-1)【佐證資料 3-2-1儀器設備借用登記表】、校內實習場所登記簿(附件 3-2-2)

及專業模擬教室設備使用日誌(附件 3-2-3)【佐證資料 3-2-2 行銷專業模擬教室設

備使用日誌】等。此外，圖書、器材、軟體財產使用權若屬本系教職員個人所

有，則由財產使用人負責保管與維護，若屬全系共有財產，主要管理人員為本

系行政人員與參與服務學習之學生，負責處理登記借用、歸還、維修、報廢等

工作。每學期末皆由總務處會同本系教職員、系助，盤點個人與本系保管之財

產一次(財產盤點流程如附件 3-2-4)。 

有關獎助學金部分，本系配合校務運作提供學生由學校統一獎勵班上前三

名的書卷獎，亦提供學生證照通過獎助金(獎助名單如附件 3-2-5)、以及畢業專

題績優獎助金(獎助名單如附件 3-2-6)。工讀金配合本校人力資源室行政學員及

學務處實施的弱勢服務學習。本系學生獲得工讀資訊的管道主要可從導師所提

供的工讀資訊、學校人力資源室的行政學員招聘、或是透過系上建立的 Facebook 

(行銷系聯繫交流) 平台得知。此外，本系亦積極利用各種宣傳管道，包括網頁、

電子郵件、系學會及班會活動等，告知學生各類獎助學金與工讀機會，並協助

學生完成相關申請程序與資料填寫。目前本系工讀獎助學金如表 3-2-4 所示。 

表 3-2-4 本系工讀金性質 

性質 工作內容 對象 備註 

弱勢服務學習 

文書處理、美工製

作、場所管理、行政

助理或協助教師所

要求事項等 大學部、 
進修學士班 

依學校規定進行申請，由學

務處進行分配各單位工讀。

行政學員 
依學校分配 
單位所需 

由人力資源室公告工讀生

需求人數，經審委會審核，

錄用相當名額，分配各單位

工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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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提供學生課外學習活動之作法 

 本系為鼓勵學生實踐服務學習理念和充實大學生活體驗，提供學生各種相關

的課外學習與活動參與機會。目前，本系提供學生各種相關課外學習與活動內容

如下： 

(1) 企業參訪：為了讓學生與相關企業或產業有更進一步的交流機會，安排學生

進行校外企業參訪 (附件 3-3-1 99至 101年度企業參訪活動)【佐證資料 3-3-1

企業參訪】。 

(2) 企業講座：專家演講，演講議題從行銷到物流更擴及到人資部分，讓學生多

方面聽取實務相關運作方式。此外，每學期均舉辦多場企業講座（附件 3-3-2 

99 至 101 學年專題講座表）【佐證資料 3-3-2 企業界專題演講】，邀請台灣知

名產業業者或專家蒞校現身說法，讓學生能更深入理解現況。 

(3) 學術專題計畫、研討會、校外競賽：本系教師除聘任本系學生擔任研究助理

參與各項教師執行之國科會計畫與產學合作計畫，亦指導學生申請國科會之

「大專生專題研究計畫」（附件 3-3-3 99 至 101 年度國科會大專生專題研究

計畫），此外，亦鼓勵學生參與研討會(如表 4-3-5 學生參與研討會一覽表)，

同時，99 至 101 年度學生參加校外競賽活動計有 3 案(如表 4-3-4 學生參加

校外競賽活動一覽表)，系上亦於 101 年度舉辦「2012 綠能有機健康產品行

銷企劃競賽」【佐證資料 3-3-3】，這些參賽經驗與研究成果皆得以作為學生

升學與就業之重要經歷。 

(4) 系學會活動：迎新、公益拍賣、聖誕活動、蘋果傳情、歌唱比賽、系烤肉大

會、漆彈比賽、3 對 3 籃球比賽等活動等 (附件 3-3-4 本系系學會活動成果)，

【佐證資料 3-3-4 系學會活動與實習活動】。 

(5) 國外短期研修交換學生：為使學生能與國際接軌，與不同文化學生交流互

動，本校廣收國外短期研修交換生，其中共有 4 名韓國/大陸交換生來本系

就讀【佐證資料 3-3-5 國外短期研修交換學生申請資料】。 

(6) 校內實習：以網路商城（圖 3-3-2）」提供實務實習之環境。網路商城隸屬於

行銷系之學生校內實習商店，為獨立運作的商店並有專業經營團隊 (3~5 人) 

負責營運。本系大三及大四學生安排至此學習內外場專業行銷與銷售技能。

本系藉由虛擬商店（網路商城）營運之實務操作經驗，結合學生校內所習得

之行銷與銷售專業知識，以達到理論與實務相結合之目的(附件 3-3-5 99 至

100 年度行銷系實習活動表)【佐證資料 3-3-4】。並將陸續規劃網路商城與網

路行銷等相關課程搭配，或邀請相關經驗業師讓學生可以實際建構網路販售

平台。本系亦提供學生各種相關課外學習活動，種類如表 3-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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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1 本系課外學習活動 
項目 

活動種類 
目標 效益 訊息管道 

系學會 
1. 提升活動規劃與執行

能力 
2. 培養領導統禦能力 

1. 提升人際溝通、領導

統禦能力 
2. 習得正當的休閒活動 

系網頁、導師 

校內各系與校際課外

學習活動 
增進跨系同學之情誼 

1. 提升人際溝通與團隊

合作精神 
2. 資訊交流與多元化態

度 

系網頁 
校網頁 

校外課外學習活動 
發掘知識深度與廣度，

以及增進跨校同學之情

誼 

1. 校際寒暑假遊學團 
2. 校際研討會 

系網頁 
校網頁 

本系系學會皆安排指導老師，會長或幹部有任何問題可即時向指導老師或

系主任反映。原則上，本系的立場是協助與支持系學會的運作。系學會活動是

否可執行，仍以學業與專業為優先考量。基本上，所有的相關課外學習資訊皆

可由系網頁或校網頁取得。此外，導師亦於班會時宣導，做為輔助工具，以利

於學生資訊之即時傳播。而本系針對專業性學習活動，是以系經費補助，最主

要的目的是要讓學生感受業界的競爭與發展趨勢。 

3-5 學系提供學生生活輔導之作法 

    本系基於以學生為本位的教學態度，對於學生生活輔導部分積極規劃出其

輔導機制 (如圖 3-5-1)，此生活輔導機制為三大部分-導師制度、系學會和學生問

題反應管道。 

  
圖 3-5-1 本系學生生活輔導機制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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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導師制度： 

本系積極推動導師制度，各學制各年級均安排專任教師擔任導師，原則上隨

班四年專責該班級事務。亦提供班級學生校園生活與課業學習各方面之關心與輔

導，以建立師生間深厚信任與情誼，而本系專任教師配合校院規定，必須排課四

天，而且每位老師至少會有 4 小時的 office hours 以及導師時間每週 2 小時。因

此，教師皆有充裕的時間與學生進行課後討論以及導師生活輔導活動，設身處地

瞭解學生家庭與生活，聆聽同學心事與困難【佐證資料 3-1-1 導師晤談紀錄表】，

學期間亦會透過迎新、餐敘、或聚會等活動培養感情，師生互動良好。由各班導

師定期與學生的晤談資料紀錄分析顯示，晤談的主題主要包括學業學習、校園生

活適應、意見反映、困難解決、人際互動、休退學輔導等。此外，導師亦會到宿

舍或是學生賃居處關心學生的作息與居住環境之安全，尤其著重宣導校外租屋之

人身安全與契約關係【佐證資料 3-5-1 宿舍與校外賃居訪視】。 

本校亦主動提供缺曠課紀錄異常學生清冊予導師，作為加強輔導之預警指

標。此外透過本校「校園資訊服務網」，導師亦可隨時查詢學生缺曠紀錄，作為

輔導或主動聯繫家長之依據。每一學期本系導師均參與學校之導師研習活動，

以及諮商中心舉辦之輔導知能研習活動，以交換輔導工作經驗；每學年亦甄選

優良導師乙名，公開表揚。 

2. 系學會和學生問題反應管道： 

本系高度重視學生意見，建立學生意見反映與回饋之機制，學生經由多種

管道隨時反映意見且回饋機制完備，例如本系各學期均舉辦期初與期末大會，

讓學生能針對各項問題暢所欲言，而師長則針對學生問題提供協助與解決方

案；學生平時亦可透過導師、班會、系主任、系助、系學會幹部反映意見，學

生代表亦參與系務相關會議。 

除了上述機制外，亦藉由學校教官們的協助，以最迅速與最有效率的方式，

讓學生在校外遇到交通、租賃或是其它相關事故時，能得到最大之幫助。同時

亦透過諮商輔導中心的專業協助，除能提供特定的生活諮商輔導相關課程外，

身心有困難之學生，亦可請諮商輔導中心提供專業之諮商輔導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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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學系提供學生生涯輔導之作法 

 

圖 3-6-1 本系應屆畢業生就業輔導機制流程圖 

本系學生生涯輔導的特色從本校生輔組職涯輔導工作、市場就業趨勢、產

業人士與系友建議及系所發展規劃與家長會意見進行輔導步驟，其流程透過定

期追蹤系友之就業或升學狀況，對有需要本系協助者，則透過導師與系主任共

同協商有效的方法幫助有生涯困難的畢業校友渡過難關。對應屆畢業生的就業

輔導機制如圖 3-6-1 所示。 

    此外，本系提供學生物超所值的教育，豐富學生的求職履歷表，為避免學生

畢業前的恐慌與茫然，針對即將畢業的同學進行專題製作展演、校外實習、就

業與升學輔導，以期能將同學的恐慌心理降到最低，並能自信的踏出校門邁入

職場。針對專題製作展演，本系教師常利用課餘時間或寒、暑假期，要求學生

進行實際廠商訪談、田野調查等實務性工作，以提早了解產業脈動 (如表 3-6-1)。 

表 3-6-1 專題製作展列表 

年度 專題製作 

98 2010~學生創業家大賞 

99 2011~誰是接班人-我要哪張紙 

100 2012~夢想起飛-Dream High 

101 2013~與未來擊掌~High Future  

102 2014~轉動商機品牌再提升~GO GR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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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為了培養學生就業競爭力，鼓勵學生考取行銷與物流等相關證照，

並列入畢業門檻（畢業門檻之行銷與物流相關證照表列如附件 3-6-1），並且提供

獎助學金，學生皆有不錯之成績，如表 3-6-2 (學生名單如附件 3-6-2)【佐證資料

3-6-1 明道大學行銷與物流學系獎助學金設置要點及補助名單】；亦鼓勵學生考取

英文多益證照，舉辦校園多益考試、提供免費課程、講座、以及獎勵競賽等(如

附件 3-6-3~3-6-6)。而教師亦提供所需資料幫助畢業學生進行就業與升學輔導的

準備。為強化本系與畢業校友交流網絡，每年辦理「行銷系畢業校友聯誼會」，

除聯繫系上與畢業校友間情感，前後期校友也可交流就業資訊，分享工作或創

業經驗。此外，本系輔導學生修習輔系或雙學位，增強就業職場的競爭力。本

系針對畢業輔導講座與升學輔導分述如下：  

表 3-6-2  99 至 101 學年度證照通過人數表 

證照名稱 學年度 通過人數 

美國 SOLE-CPL 物流助理管理師證照 

99 16 

100 18 

101 6 

英國 City & Guilds 行銷管理師(銷售)證照 
99 19 

100 19 

英國 City & Guilds 衝突管理國際專業人才證照 100 7 

英國 City & Guilds 顧客關係管理師證照 100 8 

保稅工廠保稅業務人員 
99 16 

100 21 

保稅倉庫、免稅商店及物流中心自主管理專責人員
99 16 

100 22 

1. 畢業輔導講座：每學期邀請業界人士至本系演講，讓應屆學生對於業界的實

際工作狀況有更深的認識，以協助學生進入職場前之各種心理準備。表 3-6-3

為本系邀請業界講師進行之畢業生輔導講座【佐證資料 3-6-2 畢業生輔導講

座】。 

表 3-6-3 畢業生輔導講座 

年度 場次 主題 時間 

99 3 

畢業前的就業與學習規劃，瑞達成長企劃有限公簡

志達執行副總 
99 年 10 月 13 日 

畢業生研究所推甄模擬面試，行銷系葉純志主任、

李孝安老師、鄒鴻泰老師 
99 年 11 月 20 日 

畢業生自我行銷，遠見企管顧問公司吳建宏總經理 99 年 12 月 15 日 

100 3 打造職場競爭力，京城銀行財富管理部吳家德經理 100 年 10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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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度 場次 主題 時間 

職業訓練與就業服務，行政院勞委會職訓局王總守

博士 
101 年 3 月 23 日 

莘莘學子進入汽車職場應有的認識與準備，中智捷

汽車股份有限公司黃旭生總經理 
101 年 5 月 4 日 

101 3 

輪胎業的就業市場-在地產業全球運籌，正新橡

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劉灶生協理  
101 年 10 月 20 日 

畢業生研究所推甄模擬面試，行銷系葉純志主任、

林村基老師、鄒鴻泰老師 
101 年 11 月 15 日 

從外商看人才，奕力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張

鴻鈺總經理  
102 年 3 月 26 日 

2. 升學輔導：本系鼓勵應屆畢業同學參加「升學輔導講座」或「升學模擬面試」，

協助通過碩士入學考試。表 3-6-4 為本系 99~100 學年度畢業生升學名單。圖

3-6-2 為本系替畢業生辦理之研究所模擬面試。 

表 3-6-4  99 至 101 學年度畢業生升學名單 

學年度 姓名 學校 

101 林寰宏 靜宜大學-企業管理學系研究所 

101 林采吟 明道大學產業創新與經營學系研究所 

101 林彥同 明道大學產業創新與經營學系研究所 

101 黃苡筑 明道大學產業創新與經營學系研究所 

100 黃淑卿 國立高雄海洋科技大學海洋產業管理研究所 

100 張筱琪 國立中興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100 王文興 明道大學產業創新與經營學系研究所 

99 陳峻豪 輔仁大學餐旅管理學系研究所 

99 蔡雅琪 國立台中科技大學企業管理系事業經營碩士班 

99 洪煜婷 國立宜蘭大學應用經濟與管理學系經營管理研究所 

99 何佳潔 朝陽科技大學企業管理系研究所 

99 林宏偉 義守大學企業管理學系研究所 

99 陳禹含 嶺東科技大學-行銷與流通管理研究所 

99 許長裕 明道大學產業創新與經營學系研究所 

99 洪煜婷 大葉大學國際企業管理學系研究所 

99 卜沛綺 嶺東科技大學-行銷與流通管理研究所 

99 鄭峻彰 亞洲大學經營管理學系碩士班 

99 黃姵瑄 義守大學企業管理學系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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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2 本系升學輔導講座暨研究所模擬面試 

3. 就業輔導：由本系教師與業界特聘師資共同輔導升學、求職與創業。此外，

本系對應屆畢業生之就業輔導機制除了配合本校畢輔組的就業職涯輔導 

(如：職能 (面談) 輔導、就業輔導座談會、校園徵才活動等，求職面談技巧

與求職信撰寫案) 外，也會為本系辦理畢業生就業輔導講座如圖 3-6-3。  

 

 

 

 

 

 

 

 

圖 3-6-3 本系畢業生就業輔導講座 

（二）特色 

1. 導師輔導機制： 

    本系學生自新生至畢業期間原則上由同一位師長擔任導師，藉由「導師輔

導系統」之「導師晤談紀錄表」、「導師訪問學生住校紀錄表」與「賃居生住處

安全訪視調查表」等作業機制，建立師生之間信任與情誼，藉此掌握學生校園

生活與課業學習狀態，適時介入輔導，教師亦須定期參與本校舉辦之「新生班

暨新任導師輔導知能研習」與「鐸韻論語」，以及諮商輔導中心舉辦之研習活動，

藉此增進輔導技巧與心得交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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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課業輔導機制： 

    本系依據學生學習適性發展，區分基礎與專業課程，讓學生可以充份的修

習。此外，為有效督促學生學習狀況，亦建立線上查詢功能，讓家長可透過網

際網路查詢該子弟缺曠課狀況；並將缺曠課 30 堂以上的學生通知家長瞭解。此

外，針對學習狀況異常或有學習落後的學生，建立涵蓋任課教師、導師、所長、

教務處以及家長在內的通報與輔導系統，以期深入瞭解學習成效不佳之原因，

填具「預警輔導紀錄表」，予以適時解決，另輔以事後稽查，對於課業成績不佳

之學生，經「課業輔導制度」之協助後，需進行追蹤、了解輔導之成效。 

3. 課外學習機制： 

本系為讓學生與相關企業或產業有更進一步的交流機會，鼓勵學生實踐服

務學習理念和充實大學生活體驗，提供學生各種相關的課外學習活動參與機

會。例如：企業參訪、專題講座、實習機會、招收國外短期研修交換學生、指

導學生申請國科會之「大專生專題研究計畫」、參與研討會、參加國內外行銷競

賽。這些參賽經驗與研究成果皆得以作為學生升學與就業之重要經歷。另外，

亦透過系學會舉辦相關活動，讓學生能夠更融入校園生活，增進學系向心力。 

4. 生涯輔導機制： 

本系學生生涯輔導的特色從校到系的輔導，兼具產業的趨勢，教學與規劃

強調理論與實務並重的學習模式，如個案討論、實務學習、專題研究與動靜態

展等，加強學生學習經驗的完整組合，構築學生商管職能的生涯基礎。此外，

亦透過升學講座、就業輔導、模擬面試、企業參訪、鼓勵學生考取行銷與物流

相關證照等多元方式，協助學生進行生涯規劃，發揮學以致用之教育功能。 

5. 充實軟硬體設施： 

對於本系的專業課程，如：零售管理／實務、行銷研究、商業設計…等課

程，備有「行銷模擬專業教室」與軟硬體教學設備，可供學生上機實作；此外，

本校所有教室皆備有 e 化講桌，老師上課時可採用各種多媒體教材，讓上課的

內容與呈現方式更多元。另外，亦提供校內實習場所(網路商城)、相關行銷與

物流書籍、期刊、電子資料庫、視聽資料供學生參閱，有助於學生學習上的消

化與吸收，降低學生的學習障礙。本系除行政必要經費外，皆用以改善教學軟

硬體設備，提升教學品質。 

（三）問題與困難 

1.部分學生在學習上若有碰到困難時，仍未能主動積極在教師 office hours 或在

教學助教時間內尋求解決課業問題。 

2.行銷與物流為跨領域的學習，對於學生而言具有較大的挑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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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改善策略 

1.本系積極宣導學生運用教學助理(TA)來進行課後輔導，於系網或臉書班級討論

區提供 TA 課輔時間表，以供學生運用；針對成績不理想者，由各科授課教師

要求學生於固定時間接受課業輔導，並請該學生與成績較佳同學一起研讀課業

以提升學習成效。 

2.為協助學生有效學習行銷與流通領域的知識技能，本系透過以下多元教學方

式，以達跨領域學習目標: 

(1) 個案研究：藉著對業界不同個案的探討，增進學生實務經驗。  

(2) 企業參訪：每學期固定安排校外企業參訪，以了解行銷與運籌的趨勢。 

(3) 學生產學專題製作：透過教師專業的訓練與校內實習體驗，依據教師專長

領域與學生興趣，發展符合產業趨勢的專題以進行探討。 

(4) 校內軟體模擬實習：行銷企業模擬軟體。  

(5) 國際通用的黃金證照：在相關課程融入證照教學，輔導學生考取「行銷類

證照」、「物流類證照」與「英文檢定」等證照。  

(6) 專業經理人或企業講座：邀請知名企業高階主管進行專業、多元且精彩企

業講座，讓學生獲益良多。  

（五）項目三之總結 

    為利本系學生實現「永續企業、樂活人生」，培養先期職場競爭力，本系結

合各種行銷與物流業界，辦理各項專題演講、實習活動、企業參訪等，重視學生

參與各類活動的學習歷程，鼓勵學生擴展專業知能、提升社會適應與強化語文能

力。而本系師生互動密切，亦師亦友，藉由導師晤談、學生住宿訪視等行動，實

地瞭解學生學習與生活動向，聽取學生問題與建議，適時反映並提供必要的支持

與協助。學生參與社團活動與志願服務者不在少數，系學會活力四射，舉辦各類

聯誼與競賽活動更是熱鬧非凡，呈現本系學生熱情活潑的一面。 

    綜合以上所有資料與例證，可以得知本系在「學生學習輔導」、「學生學

習資源」、「課外活動」、「生涯輔導」、以及「生活輔導」等多元化皆有具

體之績效呈現，足以佐證為本系師生共同努力經營的成果。本系全體教職員將

持續秉持一貫之教育專業理念，為學生提供更盡完善之學習輔導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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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四：學術與專業表現 

(一) 現況描述 

項目四之參考效標原有五，因本系並無碩士班，故僅有 4-1 教師學術研究

表現、4-2 教師專業服務表現、及 4-3 學士班學生專題研究能力表現等三個參考

效標，茲將此三項之現況描述如下： 

4-1 教師學術研究表現，包括參與國科會研究計畫、發表期刊論文、發表研討會

論文等三方面，分述如下： 

1. 參與國科會研究計畫 

本系教師參與國科會研究計畫，99 至 101 年度計有 10 案，如下表，明細如表

4-1-1。 
年度 99 100 101 

合計
類別 主持人 協同主持人 主持人 協同主持人 主持人 協同主持人 

件數 3 1 3 1 2 0 10 

表 4-1-1 教師參與國科會研究計畫一覽表 
年度 主持人 內             容 

99 鄒鴻泰 
計畫名稱：公司間共同發展能力對電子化服務產品與流程創新之影響---
內外部技術整合機制觀點 
執行起迄：2010/08/01~2011/07/31    總核定金額：416,000 元  

99 林村基 
計畫名稱：衡量廠商投入擁擠之新方法--鐵路運輸之實證 
執行起迄：2010/08-2012/07(計畫編號：NSC 99-2221-E-451 -009 -MY2) 

99 
林村基 
(協同) 

計畫名稱：整合式模糊資料包絡分析之推演與其在運輸績效評估之應用 
執行起迄：2009/08-2012/07(計畫編號：NSC 98-2221-E-451 -013 –MY3) 

99 葉純志 
計畫名稱：「建立物流運輸公司駕駛員之行車肇事風險多層次模式:探討組

織與個體跨層次影響關係」，NSC99-2410-H-451-005 
執行起迄：2010/08/01~2011/07/31    總核定金額：388,000 元 

100 葉純志 
計畫名稱：由多層次觀點探討汽車客運公司組織層次因子對其司機員個

人肇事風險影響之研究，NSC100-2410-H-451-007，  
執行起迄：2011/08/01~2012/07/31    總核定金額：395,000 元 

100 鄒鴻泰 
計畫名稱：透過知識整合機制探討企業合作能力與夥伴一致性對電子化

服務商品創新之影響：以金融業為例 
執行起迄：2011/08/01~2012/07/31    總核定金額：344,000 元  

100 
林村基 
(協同) 

計畫名稱：整合式模糊資料包絡分析之推演與其在運輸績效評估之應用 
執行起迄：2009/08-2012/07(計畫編號：NSC 98-2221-E-451 -013 –MY3) 

100 林村基 
計畫名稱：衡量廠商投入擁擠之新方法--鐵路運輸之實證 
執行起迄：2010/08-2012/07(計畫編號：NSC 99-2221-E-451 -009 -MY2) 

101 鄒鴻泰 
計畫名稱：從科技、組織與環境之開放性觀點探討共同生產與數位資源

準備度對公司績效之影響 
執行起迄：2012/08/01~2013/07/31    總核定金額：327,000 元  

101 張又心 
計畫名稱：我國高科技創業之成功營運模式 
執行起迄：2012/08/01~2013/07/31    總核定金額：427,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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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發表期刊論文 

本系教師發表期刊論文，經統計 99 至 101 年度計有 27 篇，如下表，明細如表

4-1-2。 

類別 99 100 101 合計 

I 級 3 3 4 10 

其他 5 7 5 17 

合計 8 10 9 27 

註：I 級包括 SSCI, SCI, TSSCI, EI. 

表 4-1-2 教師發表論文於學術期刊之成果明細表 
年度 論    文 期刊 

2012 

Lin, Erwin T.J., Lawrence W. Lan and YC. Shih (2012), “Using 
Bayesian Stochastic Frontier Analysis to Examine Province-based 
Productive Efficiencies in China,” Journal of Asia Pacific Business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Management, vol. 2, 47-62 

□SCI  □SSCI
□TSSCI □EI 
▉其他 

2012 

Lin, Erwin T.J., Lawrence W. Lan and JC. Chang (2012), 
“Measuring Railway Efficiencies with Consideration of Input 
Congestion” Journal of Transportation Technologies, 315-323. 
( NSC 99-2221-E-451 -009 -MY2) 

□SCI  □SSCI
□TSSCI □EI 
▉其他 

2012 

Cheng, C. C., Chen, J. S.*, and Tsou, H. T. (2012), 
“Market-creating service innovation: Verification and its 
associations with new service development and customer 
involvement,” Journal of Services Marketing, 26 (6), 444- 457 
(SSCI, IF: 0.615), (NSC 100-2410-H-451-006)  

□SCI  ■SSCI
□TSSCI □EI 
□其他 

2012 

Tsou, H. T.* (2012), “Collaboration competency and partner match 
for e-service product innovation through knowledge integration 
mechanisms,” Journal of Service Management, 23 (5) October, 
640-663. (SSCI,IF:0.8/5-yearIF:0.8) (NSC: 100-2410-H-451-006)  

□SCI  ■SSCI
□TSSCI □EI 
□其他 

2012 
Tsou, H-T. and Chen, J-S.* (2012), “The influence of interfirm 
codevelopment competency on e-service innovation,” Information 
& Management, 49 (3/4) May, 177-189. 

□SCI  ■SSCI
□TSSCI □EI 
□其他 

2012 

Chen, J. S.* and Tsou, H. T. (2012), “Performance effects of IT 
capability, service process innovation, and the mediating role of 
customer service,” Journal of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Management, 29 (1), 71-94. 

□SCI  ■SSCI
□TSSCI □EI 
□其他 

2012 
Yao, Hui-I and W. K. Khong, (2012), 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Is it still relevant to Commercial Banks in Taiw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usiness Management, Vol. 7, No. 1 

□SCI  □SSCI
□TSSCI □EI 
▉其他 

2012 
鍾健平，李靜芳，陳耀茂，吳東洋（2012）。以商品企劃七工

具及約略集合分析企劃計程車新型服務，長庚人文社會學報，

5(1)，197-226。 

□SCI  □SSCI
□TSSCI □EI 
▉其他 

2012 
李孝安、林怡芯、鄭維皓(2012)，『建構民宿業者行銷通路評選

模式-以清境地區為例』，區域與社會發展研究，第 3 期，第

143-166 頁。【通路運籌領域】 

□SCI  □SSCI
□TSSCI □EI 
▉其他 

2011 
Chen, J. S.*, Tsou, H. T., and Chin, R. K. H. (2011), 
“Co-production and its effects on service innovation,” Industrial 
Marketing Management, 40 (8), 1331-1346. 

□SCI  ■SSCI
□TSSCI □EI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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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度 論    文 期刊 
(SSCI, IF: 1.69/5-year IF: 2.78) 

2011 
Hsu, H. Y. S. and Tsou, H. T.* (2011), “Understanding customer 
experiences in online blog environmen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31(6), 510-523 

□SCI  ■SSCI
□TSSCI □EI 
□其他 

2011 

Chang-Ghun Tsai, Sherman H.A. Li*, Ching-Wen Hsu, Tzu-Sheng 
Hung, (2011), “An Analytical Modelling with Fuzzy Multiple 
Objectives Programming for a Fire Station Allocation Problem” 
Proceedings of the 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d 
Computer Theory and Engineering, ASME PRESS (EI Indexed), 
pp. 353-359.  

□SCI  □SSCI
□TSSCI ■EI 
□其他 

2011 
Hsu, H.Y. S. and Tsou, H. T.* (2011), “The effect of website 
quality on consumer emotional states and repurchase intention,” 
African Journal of Business Management, 5(15), 6195-6200. 

□SCI  □SSCI
□TSSCI □EI 
▉其他 

2011 

Yao, Hui-I, and K. W. Khong, (2011), Effectiveness of 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on Customer Satisfaction in the 
Commercial Banks of Taiwan, Contemporary Management 
Research, Vol. 7, No. 2, 105-116. 

□SCI  □SSCI
□TSSCI □EI 
▉其他 

2011 

Tseng, M.L., Wu, W.W., and Lee, C.F. (2011) Knowledge 
Management Strategies in Linguistic Preferences, Journal of Asia 
Pacific Business Innovation & Technology Management, 1(2), 
60-73. 

□SCI  □SSCI
□TSSCI □EI 
▉其他 

2011 
徐暄淯*、鄒鴻泰、晁瑞明，「信任度、回饋度與知識性質探究

知識分享關聯性之研究-以電子資訊產業為例」，中華管理評

論，2011 年 2 月，第 14 卷，第 1 期。 

□SCI  □SSCI
□TSSCI □EI 
▉其他 

2011 
林怡芯、李孝安、呂英瑞，大學生對數位音樂願付價格之初探 ，
醒吾學報，45，293-309【行銷領域】 

□SCI  □SSCI
□TSSCI □EI 
▉其他 

2011 
李孝安、林怡芯、鄭維皓，建構清境地區民宿經營者選擇禮券

發行方法決策架構，區域與社會發展研究，2，363-384 

□SCI  □SSCI
□TSSCI □EI 
▉其他 

2011 
李靜芳，鄭琇文，陳耀茂（2011）。以 P7 及約略集合分析企劃

3C 連鎖量販店新型服務，高雄應用科技大學學報，40，175-196。 

□SCI  □SSCI
□TSSCI □EI 
▉其他 

2010 

Lin, Erwin T.J., Lawrence W. Lan and Cathy S.T. Hsu (2010), 
“Assessing the On-road Route Efficiency for an Air-Express 
Courier,” Journal of Advanced Transportation, Vol. 44, 256-266 
(SCI), IF=1.027. 

■SCI  □SSCI
□TSSCI □EI 
□其他 

 
2010 

Lin, Erwin T. J., Lawrence W. Lan and Agnes K. Y. Chiu (2010), 
“Measuring Transport Efficiency with Adjustment of Accidents: 
Case of Taipei Bus Transit,” Transportmetrica, Vol. 6, No. 2, 79-96. 
(SSCI), (SCI Expanded), IF=2.038. Ranked 2/18 in 
Transportation, Ranked 4/26 in Transportation Science & 
Technology. 

□SCI  ■SSCI
□TSSCI □EI 
□其他 

2010 

Li, Sherman H.A., Tserng, H.P., Yin, Samuel Y.L., and Hsu, C.W. 
(2010), “A production modeling with genetic algorithms for a 
stationary pre-cast supply chain”, Expert Systems with 
Applications, 37(12), pp. 8401-8416, First Author (Recorded in 
SCI, Impact Factor: 2.908 in 2010). 

■SCI  □SSCI
□TSSCI □EI 
□其他 

2010 李靜芳，林寒琦，陳耀茂，鍾健平（2010）。企劃國道客運新
□SCI  □SSCI
□TSSCI □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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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度 論    文 期刊 
型服務之實證研究，明道學術論壇，6(4)，3-24。 ▉其他 

2010 
鍾健平、李靜芳、陳耀茂、劉琇月、劉雙意(2010)。高科技產業

競爭策略之決策分析‐以手機產業為例，明道學術論壇，6(4)，
87-114。 

□SCI  □SSCI
□TSSCI □EI 
▉其他 

2010 
林村基，劉盈禎 (2010)，「以資料包絡分析法評估郵局之技術效

率」，台灣企業績效學刊，vol. 4, no. 1, 97-123 

□SCI  □SSCI
□TSSCI □EI 
▉其他 

2010 
劉峰旭*、鄒鴻泰，「發展體驗行銷策略的過程—以一家 A 公司

為例」，商管經濟學刊，2010 年 12 月，第 3 卷，第 2 期。(行銷

期刊) 

□SCI  □SSCI
□TSSCI □EI 
▉其他 

2010 
李靜芳，劉孟瑜，陳耀茂，鍾健平（2010）。企劃國際觀光旅館

新型服務-以永豐棧麗緻酒店為例，弘光學報，61，85-99。 

□SCI  □SSCI
□TSSCI □EI 
▉其他 

3. 發表研討會論文 

除上開期刊論文外，教師並積極將研究成果發表於國內及國際學術研討會，經

統計 99 至 101 年度計有 63 篇，如下表，明細如附件 4-1-1。 
類別 99 100 101 合計 

國內 11 13 9 33 

國際 15 5 10 30 

合計 26 18 19 63 

4-2 教師專業服務表現 

本系教師投入教學與研究之餘，亦積極參與產學合作計畫及校內外各項專業服

務，專業服務績效卓越，茲將專業表現分兩方面來說明。 

1. 參與產學合作計畫 

配合本校產學型大學之定位，本系教師參與產學合作計畫不落人後，經統計

99 至 101 年度參加產學合作計畫共有 16 案，如下表，明細如附件 4-2-1。 
年度 99 100 101 合計 

件數 3 7 6 16 

2. 校內外專業服務 
本系教師於教學研究之餘，秉持專業，積極投入校內外服務工作，茲將各師長

校內及校外專業服務分別整理如表 4-2-1 及 4-2-2，項目明細如附件 4-2-1【佐證

資料 4-2-1 教師專業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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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  99 至 101 學年度校內專業服務 
類別/學年度 審查委員 產學顧問 演講/主持人 指導/口試類 其他 

99 學年度 12 1  19 2 
100 學年度 25 1 3 12 8 
101 學年度 5  1 7 6 

合計 42 2 4 38 16 

表 4-2-2  99 至 101 學年度校外專業服務 

類別/學年度 審查委員 產學顧問 演講/主持人 指導/口試類 其他 

99 學年度 6  2 5 3 
100 學年度 2  1 4 4 
101 學年度 5 1 3 2 3 

合計 13 1 6 11 10 

4-3 學士班學生專題研究能力之表現 

本系學士班學生專題研究能力之表現，可以由參與專題製作、參與國科會

專題研究計畫、參加校外競賽活動、發表成果於研討會等四方面呈現，敘述如

下： 

1. 學士班學生參與專題製作 

依據課程規劃，本系學生畢業之前，必須組隊完成專題製作，以整合所學，

實際應用於實務，並激發同學同心協力、合作無間的團隊精神，為完成專題，

學生不僅須製作書面報告，並且須完成布展(成果展)、舞台展演(成果發表，

含簡報、短劇、走秀等)，專題製作分兩學期，每學期 2 學分，列入必修課程。

自 98 學年(第一屆)開始實施以來，每年均設定主題(活動名稱)，並訂定競賽

辦法、邀請校內外專家學者評審、優勝者頒發獎金鼓勵，已形成本系之特色，

各學年度專題製作活動名稱整理如表 4-3-1，99 至 101 學年度學生已完成之

專題名稱詳如表 4-3-2。舉辦盛況如圖 4-3-1(靜態)與圖 4-3-2(動態)所示。專題

課程實施要點如附件 4-3-1【佐證資料 4-3-1 專題製作】。 

表 4-3-1 各學年度專題製作活動主題(活動名稱)一覽表 

學年度 專題製作活動主題(活動名稱) 

98 2010~學生創業家大賞 

99 2011~誰是接班人-我要哪張紙 

100 2012~夢想起飛-Dream High 

101 2013~與未來擊掌~High Future  

102 2014~轉動商機品牌再提升~GO GR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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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2  99 至 101 學年度學生已完成之專題名稱一覽表 

年度 組別 專題名稱 指導老師 

99 

1 微型創業歷程之探索性研究-以織襪品銷售為例 葉純志 

2 廣告對微型創業之效益-以保養品為例 林怡芯 

3 大學生『素』世代之創『衣』行銷 鄒鴻泰 

4 社群網路進行團購服務之經營歷程-以 FaceBook 為例 林怡芯 

5 不同類型化妝品對大學生行銷組合策略規劃專案 李孝安 

6 定型化契約之行銷組合專案規劃-以旅遊禮券為例 李孝安 

7 行銷組合策略與經營績效之影響-以環保生活用品為例 陳立岳 

8 珠寶盒網路微型創業 鄒鴻泰 

9 E 化物流: 傳統貨運的新契機 林村基 

100 
 

1 工藝創作品之行銷規劃專案－以 string 為例 李孝安 

2 二手電腦的國際行銷 林村基 

3 台灣與印度貿易實況調查 林村基 

4 Adidas 運動品牌行銷與規劃 鄒鴻泰 

5 有機咖啡包裝行銷之探討-以自創咖啡品牌「舞山咖啡」為例 鄒鴻泰 

6 比較網拍平台差異-以 Yahoo 拍賣及露天拍賣作比較 林怡芯 

101 

1 自創品牌之創意行銷以 Fairy Tale 為例 鄒鴻泰 

2 建立潮流服飾 Sugar 品牌權益之行銷策略 張又心 

3 VESPA 品牌行銷企劃 林怡芯 

4 年輕女性保養品市場之行銷規劃研究-以 ACCENA 為例 林怡芯 

102 

1 通用設計概念之整合行銷推廣-以台灣為例 鄒鴻泰 

2 台灣輪胎廠的全球運籌：正新為例 林村基 

3 企劃中草藥保健飲品創新產品之研究 李靜芳 

4 
國內外消費者對茶飲購買動機之研究-以統一茶裏王(台灣)和
Oishi 綠茶(泰國)為例 

姚蕙漪 

 

  

圖 4-3-1 專題製作成果展     圖 4-3-2 專題製作發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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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學士班學生參與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99 至 101 年度計有 9 案，如下表，詳

細資料如表 4-3-3【佐證 4-3-2 大專生國科會計畫】。 

年度 99 100 101 合計 

件數 7 1 1 9 

表 4-3-3 國科會大專學生參與專題研究計畫一覽表 
年度 學生 指導教授 計  畫  內  容 

99 蔡佩津 林怡芯 
計畫名稱：消費者對數位音樂之願付價格-以大專生為例 
執行起迄：2010/07/01~2011/02/28    核定金額：44,000 元：  

99 張筱琪 林怡芯 
計畫名稱：數位音樂平台策略聯盟之效益分析-以 ezPeer＋為例 
執行起迄：2010/07/01~2011/02/28    核定金額：44,000 元 

99 曹瑜珊 鄒鴻泰 
計畫名稱：消費者決策型態與網上轉賣行為關係之研究 
執行起迄：2010/08/01~2011/02/28    核定金額：47,000 元 

99 洪煜婷 鄒鴻泰 
計畫名稱：企業廣告理念影響消費者對產品態度、企業形象認知

與購買意願之探討-以屈臣氏為例 
執行起迄：2010/08/01~2011/02/28    核定金額：47,000 元 

99 薛嬨媗 鄒鴻泰 
計畫名稱：宅經濟發燒下台灣消費者購買決策型態與價值觀影響

之研究 
執行起迄：2010/08/01~2011/02/28    核定金額：47,000 元 

99 何奕旻 李孝安 
計畫名稱：影響高中生對大學選系關鍵因素之探討 
執行起迄：2010/07/01~2011/02/28     核定金額：47,000 元 

99 盧鈺涵 李孝安 
計畫名稱：化妝品線上購物對購買行為與滿意度之研究—以18
至29歲年輕女性為例 
執行起迄：2010/07/01~2011/02/28     核定金額：47,000 元 

100 賴瑞君 李孝安 
計畫名稱：民宿經營者行銷通路選擇模式之研究 
執行起迄：2011/07/01~2012/02/28     核定金額：47,000 元 

101 江驊蓁 鄒鴻泰 
計畫名稱：從部落格體驗探討其對口碑傳播與衝動性購買之影響

-以 7-ELEVEN BLOG 為例 
執行起迄：2012/07/01~2013/02/28    核定金額：47,000 元 

3. 99 至 101 年度學生參加校外競賽活動計有 4 案，詳細資料如表 4-3-4【佐證

4-3-3】。 

表 4-3-4 學生參加校外競賽活動一覽表 

年度 學生 指導教授 內        容 

101 
郭欣明 
黃祺鉦 
林筱旂 

鄒鴻泰 

活動名稱：2013 年 第三屆 TBSA 全國大專創新企劃競賽創業企

劃組佳作(此次比賽共 141 隊參加，其中 46 組入圍獲得佳作) 
主辦單位：社團法人台灣商務策劃協會 
競賽主題：創新企劃競賽創業企劃 

100 林傳傑 鄒鴻泰 

活動名稱：2011 年首屆海峽兩岸暨第四屆大陸地區大學生網絡

商務創新應用大賽兩岸賽區(季軍) 
主辦單位：中國互聯網協會、中國台灣網 
競賽主題：網絡商務創新應用 

100 林傳傑 鄒鴻泰 
活動名稱：2011 年首屆海峽兩岸暨第四屆大陸地區大學生網絡

商務創新應用大賽大陸賽區 (非商務類組第一特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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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度 學生 指導教授 內        容 

主辦單位：中國互聯網協會、中國台灣網 
競賽主題：網絡商務創新應用 

100 
謝依庭 
張雅棋 
姚柏宇 

林怡芯 
活動名稱：2010 醒吾技術學院企業管理研討會暨學生專題競賽

主辦單位：醒吾技術學院大學企業管理學系 
競賽主題：專題海報競賽(第二名) 

4. 99 至 101 年度大學部學生發表成果於研討會如下表所示。 

表 4-3-5 學生參與研討會一覽表 
年度 參與學生 指導老師 題目與研討會名稱 

100 
謝依庭 
張雅棋 
姚柏宇 

林怡芯 
廣告對保養品於校園市場之效益評估，2010 醒吾技術學院企

業管理研討會暨學生專題競賽，新北市：醒吾技術學院，2011
年 1 月 7 日。 

100 
蔡佩津 
張筱琪 

林怡芯 
消費者對數位音樂之願付價格-以大專生為例，2010 醒吾技術

學院企業管理研討會暨學生專題競賽，新北市：醒吾技術學

院，2011 年 1 月 7 日。 

101 
林寰宏 
陳雅萍 

林怡芯 
國內自行車產業供應鏈體系之演進-以美利達公司為例，2012
年彰化研究學術研討會-產業文化的變遷與發展，彰化縣：建

國科技大學，2012 年 9 月 22 日。 

(二) 特色 

1. 本系教師參與國科會研究計畫計 10 案，發表之論文 3 年合計為 90 篇，其中

期刊論文 27 篇，研討會論文 63 篇，以專任教師 7 人計，平均每人約 13 篇，

學術與專業表現之質量，均能符合學校發展定位、班制結構、及所屬學門普

遍認可之學術成果。 

2. 自 98 學年第一屆畢業生開始實施「專題製作」以來，每年均設定活動名稱，

不同於所屬學門之其他校系，本系規定學生參與「專題製作」，除必須完成書

面報告、現場簡報外，且必須有靜態布展、動態(舞台)展演，並邀請校內外

學者、企業界主管擔任評審，頒發優勝者獎金，學生均兢兢業業、熱烈參與，

已形成本系之特色。 

3. 本系對於學生參與國科會大專生專題研究計畫一向極為重視，除積極鼓勵

外，並由教授熱心指導，於 99 學年度達到 7 件，整體而言，3 年合計為 9 案，

較上一評鑑週期(96~98 學年)顯著成長，足以彰顯學生專題研究能力之表現。 

4. 鼓勵學生參加校外競賽活動，成果斐然，尤其 2011 年參加首屆海峽兩岸暨第

四屆大陸地區大學生網絡商務創新應用大賽，獲得大陸賽區非商務類組第一

特獎。另，學生參與 2013 年第 3 屆 TBSA 全國大專創新企劃競賽創業企劃組

亦獲得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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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問題與困難 

  學生參與國科會大專生專題研究計畫近兩年通過件數有降低趨勢，探究原

因可歸於學系學生入學管道多元，素質參差不齊，另，本系學生絕大多數以就

業為導向，以至於近兩年學生參與專題研究計畫意願較低，影響辦理成效。 

(四) 改善策略 

針對上述學生參與專題研究計畫意願降低情形，施以輔導，鼓勵學生踴躍

參與國科會大專生專題研究計畫，已於 102 年 1 月份辦理「如何撰寫研究計畫」

之課後輔導課程。除施以輔導外，當研議建立獎勵機制，以提高學生參與及教

師指導之誘因。 

(五) 項目四之總結 

整體而言，本系師生大抵均能體會學術研究之重要性，並積極參與，以教

師發表研究成果為例，99 至 101 年平均每人發表約 13 篇，成效斐然，學生參與

國科會計畫亦有 9 案，與國內相同或相當之學系比較，應屬平均之上。 

在專業表現方面，全體教師於教學、研究之餘，積極參與社會服務工作，

包括校內、校外多項兼職，以奉獻所學，服務桑梓。 

本系實施學生「專題製作」課程，學生除完成書面報告、現場簡報外，並

且必須完成專題成果靜態布展、專題成果發表動態(舞台)展演，學生均兢兢業

業、熱烈參與，充分應用所學，同心協力完成「專題製作」，已形成本系之特色。 

    綜上所述，本系學術與專業表現之質量，均能符合學校發展定位、班制結

構、及所屬學門普遍認可之學術成果。當然本系不能以此為已足，今後當繼續

精進、追求卓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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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五：畢業生表現與整體自我改善機制 

項目五「畢業生表現與整體自我改善機制」，包含六項次效標，分別為： 

5-1 畢業生生涯發展追蹤機制落實之情形為何？ 

5-2 研擬學生學習成效評估機制之情形為何？ 

5-3 自行規劃機制或結合學校之機制，蒐集內部利害關係人、畢業生及企業雇

主對學生學習成效意見之情形為何？ 

5-4 根據內部利害關係人、畢業生及企業雇主對學生學習成效意見之分析結果，

進行檢討修訂核心能力之設計、課程規劃與設計、教師教學與學習評量，

以及學生輔導與學習資源提供之情形為何？ 

5-5 行政管理機制運作與定期自我改善之情形為何？ 

5-6 針對第一週期系所評鑑之改善建議，進行品質改善之計畫與落實的情形為何？ 

以下針對現況描述、特色、問題與困難、改善策略等進行本系過去三年之

執行概況說明。 

(一) 現況描述 

5-1 畢業生生涯發展追蹤機制落實之情形 

本系針對畢業生生涯發展追蹤機制，自本系第一屆畢業生起，每屆均成立

系友會選拔會長定期舉辦聚會，相關花絮及照片（如附件 5-1-1）。本系並成立明

道 大 學 國 行 銷 與 物 流 學 系 聯 繫 交 流 平 台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143697962341982/）以供畢業生與在校生進行

交流及佈達各項即時資訊。此外，配合本校每學年度定期舉行之畢業生就業狀

況與滿意度調查、畢業校友雇主滿意度調查問卷，及畢業生家長問卷調查等進

行畢業生生涯發展追蹤。除以上機制外，本系系辦公室及各班原任導師也積極

參與各項畢業生活動，並關心學生畢業後之生涯發展。創系以來，大學部在 98

學年度有第一屆畢業生，進修學士班在 99 學年度有第一屆畢業生。 

本系歷年來入學及畢業生人數名冊如【佐證資料 5-1-1】，入學人數統計如表

5-1-1，畢業人數統計表如表 5-1-2。本系畢業生詳細就業單位、職業、薪資統計

整理如【佐證資料 5-1-2】。其中，以業務專員、門市人員、行政人員、行銷企劃

人員為主。此外，本系畢業生畢業後 1 年教育部流向調查資料整理如表 5-1-3 及

5-1-4 所示。而截至 2013 年 8 月份全系最新資料之流向調查，則整理如表 5-1-5

所示，163 位有效回答此問項畢業生中，工作中有 107 位(66%)，在學中有 15 位

(9%)，服役中有 18 位(11%)，待業中僅有 23 位(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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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1 入學人數統計表 

入學學年度 大學部 進修學士班 

95 48 - 

96 92 58 

97 80 44 

98 31 42 

99 16 21 

100 36 21 

101 49 26 

 
表 5-1-2 畢業人數統計表 

畢業學年度 大學部 進修學士班 

98 26 - 

99 82 29 

100 63 26 

101 23 29 

 
表 5-1-3 大學部畢業生流向調查 

畢業學年度  工作中 在學中 服役中 待業中 其它 總計 

98  
人數 16 3 3 3 0 25 

百分比 60.77% 13.08% 13.08% 13.08% 0% 100% 

99 
人數 27 11 27 11 4 80 

百分比 33.75% 13.75% 33.75% 13.75% 5% 100% 

100 
人數 11 5 12 21 6 55 

百分比 20.00% 9.09% 21.82% 38.18% 10.91% 100% 

 
表 5-1-4 進修學士班畢業生流向調查 

畢業學年度  工作中 在學中 服役中 待業中 其它 總計 

99  
人數 13 0 9 2 2 26 

百分比 50.00% 0% 34.62% 7.69% 7.69% 100% 

100 
人數 11 0 7 1 7 26 

百分比 42.31% 0.00% 26.92% 3.85% 26.92%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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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5-1-5 全系畢業生流向調查 

就業資料 畢業學制 
畢業學年度 總計 

(百分比) 98 99 100 101 

服役中 
大學部 2 2 8 3 15 

進修學士班 0 1 2 0 3 

小計 2 3 10 3 18(11%) 

在學中 大學部  4 9 2 15 

小計  4 9 2 15(9%) 

待業中 
大學部  5 10 6 21 

進修學士班  0 2 0 2 

小計  5 12 6 23(14%) 

工作中 
大學部 7 17 56 16 96 

進修學士班 1 7 3 0 11 

小計 8 24 59 16 107(66%) 

5-2 研擬學生學習成效評估機制之情形 

本系對學生皆訂有修課規定，學生畢業之前除必須滿足各項修課要求外，

同時在畢業之前必須完成專題製作的撰寫，以整合貫通四年所學之專業。本系

對學生學習成效評估機制，簡要說明以下： 

第一、畢業修課規定：本系各項修課與畢業規定均於入學時清楚讓學生了

解本系課程所需要修習的課程規定，並詳細規劃課程地圖，讓學生有所依循，

循序漸進完成課業。 

第二、專題製作：專題製作課程主要目的在協助本系學生，有效整合所學，

應用行銷與運籌專業知識於實務個案，以達到理論與實務結合之目的，並能展

現專業態度與精神以發揮所長，成為「專業能力」與「敬業態度」兼具之人才。

為了有效執行專題製作的課程，本系訂有「明道大學國際行銷與運籌學系專題

課程實施要點」與相關學習評量標準(如附件 5-2-1)，從學生分組、指導教授選

擇、專題選定、專題評分，與專題發表方式等，都予以詳細規範，讓學生有完

整的規範可以遵循。本系專題製作不僅要求學生必須撰寫專題報告，同時必須

將專題成果以動態及靜態方式呈現，以能充分呈現行銷系學生學習成果的特色

【佐證資料 5-2-1】。 

第三、行銷與物流專業證照：本系師長鼓勵學生參與各項行銷與物流專業

證照的訓練，並協助辦理相關考試在校舉行，讓學生方便考試，舉辦以來成效

良好。主要在物流方面的專業證照為美國國際物流管理證照(SOLE)；在行銷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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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為行銷管理師(City & Guilds)；在國際貿易與運籌方面為管理學院所舉辦的保

稅工廠保稅人員訓練及測驗；在語言方面則為管理學院所舉辦多益英語測驗

(TOEIC)。各項證照考試與訓練學生通過名單及證書(如附件 5-2-2)【佐證資料

5-2-2】。本校自 101 學年度入學新生起，制定之畢業要求需通過相當於多益 550

分之各項英文檢定。本系自 101 學年度入學新生起，制定之畢業要求需考取至

少 1 張相關專業證照。 

第四、進行學生學習成效問卷調查：本系編製「明道大學國際行銷與運籌

學系畢業生就業狀況與滿意度調查」(如附件 5-2-3)，並定期進行問卷調查。其

中針對本系學生核心能力程度進行調查，分析調查資料得表 5-2-3。總計有效填

答本題項人數有 108 位畢業生，其中填答非常具備、具備、尚可、不具備、非

常不具備之分數依序為 5、4、3、2、1。各項核心能力平均分數除國際商務能力

為 3.26 分外，均在 3.5 分以上，可了解本系畢業生具備相當程度之核心能力。 

 表 5-2-1 您所具備核心能力程度 
 問卷題項 人數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數 標準差 

商業管理基礎能力 108 2 5 3.61 .798 
永續發展基礎能力 108 2 5 3.50 .815 
行銷與物流管理能力 108 2 5 3.70 .727 
企劃實務能力 108 1 5 3.57 .867 
溝通協調整合能力 108 1 5 4.00 .927 
邏輯分析能力 108 1 5 3.58 .991 
創意思考能力 108 2 5 3.62 .883 
國際商務能力 108 1 5 3.26 .970 

5-3 自行規劃機制或結合學校之機制，蒐集內部利害關係人、畢業生及企業雇主

對學生學習成效意見之情形 

自創系以來，大學部在 98 學年度有第一屆畢業生，進修學士班在 99 學年

度有第一屆畢業生。本系編製「明道大學國際行銷與運籌學系畢業生就業狀況

與滿意度調查」(如附件 5-2-3)、「明道大學國際行銷與運籌學系畢業校友雇主滿

意度調查問卷表」（如附件 5-3-1），「明道大學國際行銷與運籌學系畢業生家長問

卷調查」(如附件 5-3-3)。本系定期進行以上問卷調查，以獲得各種意見來做為

持續改進本系訓練課程內容與品質，以提升學生能力，提供本系學生學習成效

意見之參考。 

本系持續進行「明道大學國際行銷與運籌學系畢業生就業狀況與滿意度調

查」(如附件 5-2-3)、「明道大學國際行銷與運籌學系畢業校友雇主滿意度調查問

卷表」（如附件 5-3-1），「明道大學國際行銷與運籌學系畢業生家長問卷調查」(如

附件 5-3-2)。並根據調查最新資料整理分析，以供本系做為對學生學習成效意見

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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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有關畢業生滿意度調查結果【佐證資料 5-3-1】，整理調查結果分析如表

5-3-1 所示。總計有效填答本題項人數共有 181 名畢業生，其中非常滿意、滿意、

尚滿意、不滿意、非常不滿意之分數依序為 5、4、3、2、1。平均分數均在 3.5

分以上，顯示畢業生對本系的滿意度良好。 
表 5-3-1 本系學生滿意度調查 

問卷題項 人數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數 標準差 

1. 對於本系提供的課程，您滿意的程度 181 1 5 3.85 .909 

2. 對於本系提供的就業輔導，您滿意的

程度 
181 1 5 3.55 1.035 

3. 對於本系的師資專業，您滿意的程度 181 1 5 3.99 .806 

4. 對於學校或本系提供的語言課程，您

滿意的程度 
181 1 5 3.50 1.073 

5. 對於在校期間專業以外的課程（如通

識課程），您滿意的程度 
181 1 5 3.75 .973 

6. 對於在校期間的活動經驗（如社團活

動），您滿意的程度 
181 1 5 3.69 .958 

7. 對於學校的學習資源(如圖書、設備

等)，您滿意的程度 
181 1 5 3.93 .879 

8. 對於學校和系友聯繫的相關服務，您

滿意的程度 
181 1 5 3.66 .896 

9. 在學時所受的專業教育讓您順利找

到工作 
181 1 5 3.53 1.038 

10. 目前的工作與您在本系所學的專業

課程非常相關 
181 1 5 3.52 1.070 

11. 在學期間學習到的專業知識符合您

就業的需求 
181 1 5 3.57 1.047 

12. 整體而言，在校所受的教育對您的就

業很有幫助 
181 1 5 3.67 .992 

有關畢業校友雇主滿意度調查問卷表結果【佐證資料 5-3-2】，整理調查結果

分析如表 5-3-2 所示。總計填答問卷雇主人數有 14 名，雇主對各項目表示滿意

或非常滿意的意見居多，顯示對本系畢業生的滿意度極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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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2 雇主對本系畢業生的滿意度調查 

問卷題項 
1 非常不

滿意(人/
百分比)

2 不滿意

(人/百分

比) 

3 尚滿意

(人/百分

比) 

4 滿意

(人/百分

比) 

5 非常滿

意(人/百
分比) 

1. 對本系畢業生在貴公司的

工作態度 
0 0 0 0 0 0 12 85.7 2 14.3

2. 對本系畢業生在貴公司的

出勤狀況 
0 0 0 0 0 0 13 92.9 1 7.1

3. 對本系畢業生在貴公司的

人際關係 
0 0 0 0 1 7.1 10 71.4 3 21.4

4. 對本系畢業生在貴公司的

專業知識之表現 
0 0 0 0 2 14.3 8 57.1 4 28.6

5. 您對本系畢業生在貴公司

的團隊合作之表現 
0 0 0 0 1 7.1 10 71.4 3 21.4

6. 您對本系畢業生在貴公司

對企業倫理（含服從領導）

之表現 
0 0 1 7.1 1 7.1 6 42.9 6 42.9

7. 您對本系畢業生在貴公司

對解決問題能力之表現 
0 0 0 0 3 21.4 7 50.0 4 28.6

8. 您對本系畢業生在貴公司

創新能力之表現 
0 0 1 7.1 2 14.3 9 64.3 2 14.3

9. 您對本系畢業生在貴公司

整體之表現 
0 0 0 0 2 14.3 9 64.3 3 21.4

有關畢業生家長問卷調查結果【佐證資料 5-3-3】，整理調查資料如表 5-3-3

所示。總計填答問卷家長人數有 8 名，未來將加強以電話聯絡調查。8 位對大部

分項目大部分表達很同意、同意的看法，顯示對本系的認同感極高。值得商討

的是針對項目 15 貴子女外語能力有所進步一項，表達不同意及很不同意的家長

共有 3 人，顯示本系應針對學生外語能力培育做加強，因此本系已加強同學外

語能力培訓，自 100 年度起入學大一新生每週由導師輔導進行「快樂學英文」

課程輔導，大二進行每週閱讀英文輔導，並於學期末參加會考，此外，由 101

學年度起入學新生增列考取外語證照為其畢業門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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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3 畢業生家長問卷調查問卷調查結果 

選     項
問     題 

很
同
意 

同
意 

沒
意
見 

不
同
意 

很
不
同
意 

1.明道大學對貴子女的專業訓練有助於就業及升學。 3 2 2 1 0 

2.貴子女能發揮在校所學，處理生活上的問題。 3 4 1 0 0 

3.貴子女擁有表達自己想法的能力。 6 2 0 0 0 

4.明道大學課程幫助貴子女塑造成熟人生觀與負責態度。 2 4 2 0 0 

5.明道大學鼓勵貴子女參與活動，培養團隊合作精神。 2 3 3 0 0 

6.明道大學培養貴子女主動學習態度。 1 5 2 0 0 

7.貴子女經大學生涯後，更有體貼及考慮他人想法的能力。 2 3 3 0 0 

8.貴子女經大學生涯後，更成熟懂事。 3 5 0 0 0 

9.明道大學鼓勵貴子女考取專業證照。 2 4 2 0 0 

10.您與明道大學的溝通管道暢通。 2 5 1 0 0 

11.對貴子女在明道大學的成績表現滿意。 3 3 2 0 0 

12.貴子女經明道大學教育後，能主動幫助家人。 2 3 1 1 1 

13.貴子女具備良好的溝通能力。 4 4 0 0 0 

14.明道大學的通識課程，如體育、音樂、語言等設計完善。 2 2 4 0 0 

15.貴子女外語能力有所進步。 2 2 1 2 1 

16.明道大學校園設備齊全、環境安全，有助學生學習。 3 4 1 0 0 

17.明道大學教師給我的子女很多意見與幫助。 4 3 1 0 0 

018.明道大學用心於師生關係的經營。 3 3 1 1 0 

19.明道大學反應家長問題迅速。 2 2 4 0 0 

5-4 根據內部利害關係人、畢業生及企業雇主對學生學習成效意見之分析結果，

進行檢討修訂核心能力之設計、課程規劃與設計、教師教學與學習評量，以及

學生輔導與學習資源提供之情形 

1. 本系之內部利害關係人，主要意見蒐集管道乃透過每學期期中及期末之

學生教學意見調查。透過期中意見調查，了解學生學習現況，並即時提

供授課師長參考，以改善師長後續授課之教材與教法。而透過期末之意

見調查，可讓師長作為未來教學改善之參考依據。 

2. 本系根據內部利害關係人在校學生意見，定期舉辦畢業生輔導講座，近

期活動整理如表 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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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1 畢業生輔導講座 

學年度 場次 內容 

99 3 

99 年 10 月 13 日，畢業前的就業與學習規劃 
瑞達成長企劃有限公簡志達執行副總 
99 年 11 月 20 日，畢業生研究所推甄模擬面試 
行銷系葉純志主任、李孝安老師、鄒鴻泰老師 
99 年 12 月 15 日，畢業生自我行銷 
遠見企管顧問公司吳建宏總經理 

100 3 

100 年 10 月 18 日，打造職場競爭力 
京城銀行財富管理部吳家德經理 
101 年 3 月 23 日，職業訓練與就業服務 
行政院勞委會職訓局王總守博士 
101 年 5 月 4 日，莘莘學子進入汽車職場應有的認識與準備 
中智捷汽車股份有限公司 黃旭生總經理 

101 3 

101 年 10 月 20 日，輪胎業的就業市場-在地產業全球運籌，

正新橡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劉灶生協理  
101 年 11 月 15 日，畢業生研究所推甄模擬面試，行銷系葉純

志主任、林村基老師、鄒鴻泰老師 
102 年 3 月 26 日，從外商看人才，奕力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張鴻鈺總經理  

3. 本系定期邀請學者專家、在校生、畢業生、畢業生雇主等列席參與本系

課程委員會，會議紀錄本文如附件 5-4-1，完整含附件之會議紀錄如【佐

證資料 5-4-1】所示。此外，本系具有透過課程檢討回饋機制流程（如圖

5-4-1），依所蒐集之相關成效意見，檢討修訂課程規劃與設計機制。實際

案例如：學生家長建議會計（二）、會展行銷應納入課程規劃中，本系經

課程委員會開會決議，會計（二）納入 101 學年度、會展行銷納為 102

學年度選修課程，導師晤談紀錄表如附件 5-4-2。 

 
圖 5-4-1 課程檢討回饋機制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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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系根據家長意見（如附件 5-4-3），宜提供學生學習出缺席資訊狀況，

以供查詢。經學系反應學校，現已建置完成線上系統以供家長查詢。 

5-5 行政管理機制運作與定期自我改善之情形 

本系行政管理機制如圖 5-5-1，運作主要奠基在最高為系務會議，下設系課

程委員會、系教師評審委員會、學生專題製作委員會，以及系務所需的任務編

組。有關系務會議規則、系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 (如

附件 5-5-1、5-5-2、5-5-3)。 

 
圖5-5-1 本系行政管理機制 

  以下針對系務會議、系課程委員會，及系教師評審委員會進行相關說明。 

1. 系務會議：系務會議為本系行政管理機制運作的核心，本會議成員由本系專

任教師組成，必要時得邀請相關人員列席。本會議審議下列事項：系務發展

計畫及預算、與系務相關之各項提案，學校交議事項。本會議以每月舉行一

次為原則，必要時得召開臨時會議。 

2. 系課程委員會：本委員會規劃及審議本系開設之各項課程、規劃各課程之大

綱及內容、協調本系各專任教師任課及排課等事項、定期實施課程之檢討或

修正，審議與本會議有關之各項提案。本委員會置委員 7 至 10 人，系主任

為當然委員並擔任主席，其餘委員由系專任教師互相推選，學生代表、校內

外專家學者、產業界代表及畢業生代表各一名。主席因故不能出席時，由委

員互推一人擔任臨時主席。本委員會以每學期至少開會一次為原則，必要時

得召開臨時會。 

3. 系教師評審委員會：其職掌教師聘任、聘期、升等、解聘、停聘、不續聘、

違反學術倫理、延長服務及資遣原因認定等事項之審議；教授申請休假研究

之審議；教師申請進修、研究及講學之審議；其他依法令應經教評會審（評）

議之事項。本會置委員三至七人，由下列人員組成之：系主任為當然委員兼

召集人；其餘委員由系主任自本系副教授以上教師中提名，經系務會議以無

記名投票方式選舉產生。委員任期一年，連選得連任。若副教授以上教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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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不足教評會組成之人數時，不足部份由系主任建請院長聘請校內、外副教

授以上之學者專家擔任委員或本系專任助理教授聘任之。 

除上述三個委員會外，本系另依照任務需要組織任務編組，由專任教師負

責以強化各項行政管理機制之運作。簡要說明如下： 

課程與教學方面，另外組織學生專題指導委員會，負責學生專題製作製作

之指導與審查工作；實習輔導小組負責學生實習相關議題的審議與指導；行銷

專業模擬教室管理委員會負責行銷專業教室課程教學安排與軟硬體更新與維護

等。學生輔導方面：指派系學會指導老師負責系學會運作之指導；學生畢業輔

導老師擔任畢業學生之輔導。產學方面：成立產學合作委員會負責系產學工作

的洽商與執行協調等事宜。 

至於定期自我改善的機制，本系亦建立下列機制，以發現與解決問題。 

1. 課程部分：本系除建立課程委員會，由本系專任教師、校外專家，與學生代

表，共同定期審視課程與社會發展、產業需求的符合性，並視需要每年修正

學生修課規定，整併學程，提供學生更多選修課程。此外逐步制定課程地圖、

制定新的課程大綱，並通過課程委員會的審查，以求更切實從課程規劃開始

改良課程內容。最重要的是本系在民國 100 年配合學校進行全系課程檢視，

由全系老師就其任教科目進行課程、教材，與教法的檢討，並對改進方法進

行檢視，以期能夠從基礎的課程、實際的教材，與教法進行深入檢討，以提

供學生更完整的課程與教學內容。 

2. 教學方面：本系配合管理學院對每一個科目進行期中教學意見的調查，並要

求任課教師依據學生的教學建議，提出改善作法，以期能在期中即可發現教

學問題，提早解決問題，達到提升教學品質的目的；此外對每一科目進行期

末教學評量，了解每一位上課學生對該科教學的滿意度，教學評量分數不佳

的教師必須提出教學改善計劃以改善教學問題。此外本系亦鼓勵教師參與學

校所舉辦各項教學研習營，以更精進教學專業。 

3. 學生輔導方面：本系建有完備的導師制度，透過學生晤談、賃居訪視，與班

會等不同的形式，來進行學生輔導的工作，期望能從各方向協助學生解決生

活與學習等問題。此外本系也透過全系之期初系大會與期末系大會，與學生

進行面對面的溝通，能夠了解學生更多的需求，並進一步輔導與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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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針對第一週期系所評鑑之改善建議，進行品質改善之計畫與落實的情形 

本系針對第一週期系所評鑑之改善建議，進行品質改善之計畫與落實，並

依規定時間將自我改善計畫與執行成果陳報評鑑中心，歷次自我改善計畫、執

行成果紀錄，佐證資料 5-6-1。以下摘要列述第一週期系所評鑑之改善建議與落

實之情形。 

1. 項目一改善建議與落實改善情形 

(1) 改善建議：宜依該系教育目標，集中資源凸顯特色，實踐差異化。 

落實改善情形：本系已透過歷次系務會議與課程委員會等重要系所機制，

確認本系教育目標，並朝此目標積極發展中，例如行銷專業實習教室之建

立、具特色的學生實務專題製作、業界實務參訪等，均依系發展目標逐一

規劃推動執行，且各項工作執行策略與步驟均在系內各項重要會議詳細討

論，依其結論據以執行，成效良好。 

(2) 改善建議：宜積極輔導學生通過專業證照考試，以落實該系強調專業及理

論實務結合的精神。 

落實改善情形：本系已依據改善建議積極輔導學生取得專業證照，本系 99

至 101 學年度相關證照通過人數統計如表 5-6-1 所示。取得美國國際物流

管理(SOLE)證照計 40 人，英國 City & Guilds 行銷管理師證照計 38 人，英

國 City & Guilds 衝突管理國際專業人才證照計 7 人，英國 City & Guilds

顧客關係管理師證照計 8 人；保稅工廠保稅業務人員證照計 37 人，保稅

倉庫、免稅商店及物流中心自主管理專責人員證照計 40 人。本系並鼓勵

學生參與管理學院所舉辦之多益英語測驗(TOEIC)，以取得與本系專業有

關之行銷、物流、語言等專業證照證明，以強化就業競爭力。 

表 5-6-1  99 至 101 學年度證照通過人數表 

證照名稱 學年度 通過人數 

美國 SOLE-CPL 物流助理管理師證照 

99 16 

100 18 

101 6 

小計 40 

英國 City & Guilds 行銷管理師(銷售)證照 

99 19 

100 19 

小計 38 

英國 City & Guilds 衝突管理國際專業人才證照 100 7 

英國 City & Guilds 顧客關係管理師證照 10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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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照名稱 學年度 通過人數 

保稅工廠保稅業務人員 

99 16 

100 21 

小計 37 

保稅倉庫、免稅商店及物流中心自主管理專責人

員 

99 16 

100 22 

小計 40 

(3) 改善建議：自評可採一階段作法，邀請他校資深教授、畢業生，及業界高

階人員，設計為期兩天的深入訪評行程以獲致具體建議，並確實據以改善。 

落實改善情形：依改善建議辦理自我評鑑，並邀請他校資深教授、畢業生，

及業界高階人員參與深入訪評行程以獲致具體建議，並確實據以改善。 

(4) 改善建議：宜擴大「商管領域研討會」的參與人員及層面，隨時自我檢視

與高等管理教育、經濟、社會，與國家發展相調適。 

落實改善情形：本系目前各項系務會議與課程委員會等重要會議已依議題

需要邀請業界專業人士、學生代表等列席共同討論，以提供業界需求，並

規劃擴大辦理「商管領域研討會」，以自我檢視與高等管理教育、經濟、

社會，與國家發展相調適。 

2. 項目二改善建議與落實改善情形 

(1) 改善建議：宜整合行銷與運籌相關之課程或學程，以提高課程區塊之整體性。 

落實改善情形：根據改善建議，本系已自 99 學年度起整合行銷與運籌相關

課程規劃，以提高課程之整體性。 

(2) 改善建議：宜聘請產業界專業人士參與課程委員會，以加強學術與實務的結

合，提升學生未來就業能力。 

落實改善情形：根據改善建議，本系已修正本系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於第

三條後段增訂：「本委員會必要時得邀請校內外學者專家、產業界，及畢業

生代表參加會議，以提供諮詢」。並據以執行，已多次邀請產業界專家參與

本系課程委員會，相關課程委員會紀錄，請參考附冊資料。 

(3) 改善建議：因該系為國際行銷與運籌學系，且教育目標為培養具有國際觀的

專業人才，建議能夠增設外語課程，或是鼓勵學生參與英語認證，以提升學

生語文能力。 

落實改善情形：為提升學生英文能力，本系已配合管院政策，鼓勵學生參加

ETS 來校舉辦之 TOEIC 測驗，以提升學生語文能力。此外，配合管院將「管

理英文」課程納入 98 年度入學適用之課程規劃中。更進一步本系將針對大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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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生開設商用英語簡報、寫作，與會話等系列課程，提升國際商務競爭力。 

(4) 改善建議：諮詢顧問宜納入行銷領域的學者專家，以提供行銷領域發展的合

適建議。 

落實改善情形：本系課程委員會已多次邀請益張實業邱大瑋總經理、維力食

品陳首全經理等行銷領域實務專家，參加本系課程委員會等重要會議，諮詢

行銷實務界專家對課程與教學的看法，以改良本系行銷領域課程，與實務接

軌，提升學生競爭力。 

(5) 改善建議：教學評量完成後，宜確實進行教師教學評鑑或設計具體的教學改

進措施。 

落實改善情形：本系針對教學評量分數較低的老師進行下列改善作法：教學

評量分數過低的老師需撰寫自我改善表繳至管理學院列案，如下次同課程教

學評量仍不佳，將取消教授此課程之優先權。此外專任教師教學評量結果列

入教師績效評估內，兼任教師列入是否續聘之具體做法。 

(6) 改善建議：宜增加選修課程數，提高學生選修課之自主性。 

落實改善情形：本系已自 99 學年度起整合行銷與運籌相關課程規劃，取消

學程修課要求限制，提高學生選修課之自主性。 

3. 項目三改善建議與落實改善情形 

(1) 改善建議：宜提出務實措施，加強學生的英文能力。如第二外國語言的推

動，宜待大部分學生英語水平提升至適當程度後再進行。 

落實改善情形：本系提升學生英語能力做法如下：大一配合學校通識課程與

每周一篇英文閱讀；大二大三提供管理英文相關課程，大四提供學生商用英

語簡報、寫作，與會話等系列課程，從大一至大四全程提升學生英語能力。 

(2) 改善建議：專業證照對於私立大學學生就業有明顯幫助，在幫助學生取得

證照方面，宜有具體有效的做法。 

落實改善情形：本系已依據改善建議積極輔導學生參與行銷管理師(City & 

Guilds)、美國國際物流管理證照(SOLE)之考試；並鼓勵學生參與管理學院

所舉辦之多益英語測驗(TOEIC)、保稅工廠保稅人員訓練及測驗，以取得與

本系專業有關之行銷、物流、語言等專業證照證明，以強化就業競爭力 

(3) 改善建議：英語是溝通的工具，亦為國際觀重要的部分。建議該系除加強

英語訓練外，亦宜思考如何提升學生的國際觀。 

落實改善情形：本系每學期均帶領學生參訪國內舉辦的國際展銷活動，如

2008 年台灣國際連鎖暨加盟大展、2009 年台灣國際蘭展等活動；並且邀請

跨國企業之主管或是具有國際行銷經驗的專業人士，搭配課程進行專題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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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例如服務物流管理實務課程邀請 FedEx 聯邦快遞陳勇至先生蒞校演講。

此外本系亦開有國際行銷、國際運籌、國際貿易等介紹國際事務的課程，以

奠定國際事務基礎，並擴大學生國際觀。 

(4) 改善建議：九十六和九十七學年度的零售行銷與運籌實習室，及該系規劃

的大四三明治教學，宜持續推動和執行，俾形成該系特色。 

落實改善情形：本系持續強化及更新行銷專業模擬教室軟硬體設備，讓學

生能夠真正使用該教室。在三明治教學部分，本系除提供學生每學期至企

業參訪的活動、邀請實務專業人士搭配課程專題演講，並規劃各項校內與

校外實習的模式，讓學生得到多元的實務經驗，目前改進三明治教學，依

學生自主意願，於大四選修實務實習課程。 

(5) 改善建議：建議加強宣導大學部學生之研究生課輔制度。 

落實改善情形：本系研究生課輔制度配合管理學院共同執行，且透過本系

公佈欄和電子郵件通知舉行方式，課輔排班時間表如附件 5-6-1。 

4. 項目四改善建議與落實改善情形 

(1) 改善建議：新進與資淺教師宜有 Mentoring 制度，由研究優良之資深教師引

導，培養接棒之研究與專業師資。 

落實改善情形：本系配合管理學院「推動大鵝帶小鵝」政策，鼓勵新進教

師與研究優良之資深教師合作，除共同申請國科會研究計畫外，並將研究

成果聯名於學術研討會或學術期刊發表，具體成果如下： 

(a) 97年度由林村基助理教授與藍武王教授合作辦理本校先期性專題研究計

畫，計畫名稱：「考慮投入擁擠與非意欲產出之績效評估」。 

(b) 上開計畫指導兩名碩士班研究生進行研究，並已將研究成果於中央研究

院經濟研究所主辦之研討會發表。 

(c) 98 年度國科會計畫：「整合式模糊資料包絡分析之推演與其在運輸績效

評估之應用」，由藍武王教授與林村基助理教授合作申請。 

(d) 98 年度國科會計畫：「以貝氏隨機前緣分析法衡量鐵路運輸之績效」，由

林村基助理教授與藍武王教授合作申請。 

除國科會計畫外，行政院勞委會職業訓練局之就業學程計畫亦由有執行

經驗之師長帶領新進教師共同申請。 

(2) 改善建議：師資人數宜再增加，以避免教學與服務輔導工作負荷過重，影

響研究績效。 

落實改善情形：管理學院致力於管控每位老師鐘點數，以高於基本學分數 4

學分為最高上限，本系排課亦以每位老師 12 學分為目標，且以重複的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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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原則，以降低教師備課與上課的負擔。此外，本系亦致力於降低日校生

師比，以降低教師服務輔導的負擔。 

(3) 改善建議：該系系名強調國際化，因此在行銷與運籌領域之國內外具外審

制度期刊論文發表宜大幅加強。 

落實改善情形：本系於第一週期評鑑時為新設學系，草創時期教師較少，

且投入較多心思構建課程、制度，與管理等。於 97 年系內各項制度逐步健

全且增加師資員額後，本系老師積極於國內外具外審制度期刊論文發表文

章，相較於初創的前兩年(95,96)大幅增加很多，本系教師於 99 至 101 學年

度計有國內外學術期刊、研討會論文 90 篇。 

(4) 改善建議：對新進教師之研究設備軟體之補助宜大幅提高，並包含整套研

究設備。 

落實改善情形：針對新進教師之研究設備，除配置新進教師個人筆記型電

腦外，尚於系辦公室提供各項列印設備及耗材(紙張與列印墨水)等，提供教

師免費的列印服務。 

(5) 改善建議：學校宜研擬合宜之獎勵措施，以鼓勵教師爭取國科會或其他機

構產學合作等計畫，以提升其研究成果。 

落實改善情形：為獎勵本校專任教師執行研究計畫及爭取產學合作案，本

校設有一系列獎勵措施，如減課程鐘點數、產學合作案獎勵辦法、主導性

專題研究計畫補助等。 

(6) 改善建議：研究期刊發表論文獎勵辦法似過於嚴苛，建議改以不同領域期

刊之百分比排名為基準。 

落實改善情形：本校研發處已根據委員建議制定獎勵辦法並已開始實施，

獎勵辦法如附件 5-6-2。本辦法實施後本系 99 至 101 年度獲獎勵教師如表

5-6-2。 

表 5-6-2  99 至 101 年度期刊補助名單 

年度 教師 論文題目 Impact 
factor

期刋類別 獎勵 

99 

林村基 Assessing the on-road route efficiency for 
an air-express courier 

0.727 SCI 15,000 

李孝安 
A Production modeling with genetic 
algorithms for a stationary pre-cast supply 
chain 

2.908 SCI 25,000 

100  鄒鴻泰 Understanding customer experiences in 
online blog environments 

1.554 SSCI 15,000 

101 鄒鴻泰 
The effect of interfirm codevelopment 
competency on the innovation of the 
e-service process and product:the 

0.7 SSCI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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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度 教師 論文題目 Impact 
factor

期刋類別 獎勵 

perspective of internal/external technology 
integration mechanisms 

鄒鴻泰 The influence of interfirm codevelopment 
competency on e-service innovation 

2.21 SSCI 25000 

(二) 特色 

1. 本系針對畢業生生涯發展追蹤機制，成立系友會選舉會長定期舉辦聚

會。成立明道大學行銷與物流學系聯繫交流平台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143697962341982/）以供畢業生與在校

生進行交流及佈達各項即時資訊。此外，配合本校每學年度定期舉行之

畢業生就業狀況與滿意度調查、畢業校友雇主滿意度調查問卷，及畢業

生家長問卷調查等進行畢業生生涯發展追蹤。除以上機制外，本系系辦

公室及各班原任導師也積極參與各項畢業生活動，並關心學生畢業後之

生涯發展。 

2. 本系對每一年度入學學生皆訂有修課規定，學生畢業之前除必須滿足各

項修課要求外，同時在畢業之前必須完成專題製作的撰寫，以整合貫通

四年所學之專業，並建立學生學習成效評估之機制。 

3. 本系建立完整就業輔導機制，定期追蹤系友之就業或升學狀況，對有需

要本系協助者，則透過導師、系主任與學校就業輔導中心共同協商有效

的協助方法以幫助有生涯困難的畢業校友渡過難關。 

4. 本系之內部利害關係人，主要意見蒐集管道乃透過每學期期中及期末之

學生教學意見調查。透過期中意見調查，了解學生學習現況，並即時提

供授課師長參考，以改善師長後續授課之教材與教法。而透過期末之意

見調查，可讓師長作為未來教學改善之參考依據。 

5. 本系針對畢業生及企業雇主進行訪談問卷調查，邀請畢業生及業者列席

參與本系課程委員會，家長透過導師反應學習意見。將所蒐集之相關成

效意見，透過課程檢討回饋機制流程，檢討修訂課程規劃與設計。 

6. 本系根據家長意見，宜提供學生學習出缺席資訊狀況，以供查詢。經學

系反應學校，現已建置完成線上系統以供家長查詢。 

7. 本系針對第一週期系所評鑑之改善建議，進行品質改善之計畫與落實，

並依規定時間將自我改善計畫與執行成果陳報評鑑中心。 

(三) 問題與困難 

  本系畢業生就職後工作繁忙，因此連繫與追蹤輔導較為不易。同時，蒐集

畢業生雇主或家長對本系畢業校友的表現或提供教學建議亦較為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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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改善策略 

1. 本系設立系友會與網路社群交流平台，透過這些方式加強與系友的聯繫，加

強系友與系的聯絡網。 

2. 本系配合學校所成立之家長聯誼會，加強對家長意見的蒐集。 

(五) 結語 

為因應市場趨勢與人力需求能力，本系積極努力提升學生畢業後的競爭

力，對應校、院發展方向與定位，建立課程檢討回饋機制流程，制定本系欲培

養之核心能力。在學生輔導與學習資源提供方面，本系對學生學習輔導區分為

三大特色-開課及修課輔導、課業輔導和學習輔助工具，不論在軟硬體方面皆有

完善的輔助。 

本系定期進行利害關係人的問卷或座談調查，以獲得各種意見來做為持續

改進本系訓練課程內容與品質，以提升本系學生之最佳能力，提供本系學生學

習成效意見之參考。並建立對應屆畢業生的就業輔導機制，定期追蹤系友之就

業或升學狀況。 

  以上各項機制均經妥善規劃建置，並由系務工作穩定推動發展，配合本系

核心能力希望學生進入本系暨畢業後透過生涯探索輔導，儘早找出人生的進

路，配合本系的課程設計與輔導，成為一個具有永續發展概念與專業技術能力

之行銷與運籌人才。 

 



65 

總結 

本系自 95 年設系起，均能運用適合的分析策略，及依據第一週期系所評鑑

結果與建議，確定教育目標並擬定發展計畫；並依據系教育目標與結合大學人

才培育功能與國家產業人才需求，訂定本系學生核心能力計有八項：商業管理

基礎能力、具永續發展基礎能力、行銷與物流管理能力、企劃實務能力、溝通

協調整合能力、邏輯分析能力、創意思考能力、國際商務能力。並透過各種正

式與非正式管道宣導系教育目標與核心能力，提升本系師生對其的瞭解程度；

本系並循系、院、校等三級課程委員會審議本系依據確認的核心能力進行課程

規劃與設計的結果；本系並配合學校建置課程地圖系統，積極鼓勵學生使用。

配合社會環境變遷，並於 102 學年度獲准更名為「行銷與物流學系」。 

本系教師專長與授課科目符合，能滿足課程及學生學習之需求。教師具有

教學服務熱忱，與學生互動良好。教師亦能依據各科目核心能力指標規劃課程

內容，透過教學及評量的多元化，幫助學生有效學習及增進實務應用知能。此

外，本系各課程因應學生需求與學習狀況適度調整教學模式，增進學生學習效

果，使學生都能獲得充足的學習機會。 

因此，就優點與特色而言，本系一直積極努力並帶領學生在課堂學習外，

並積極充實實作能力，因此本系對於學生專業能力的培養，採取更多元與適性

方式，並能促進其認知拓展與表達應用能力。 

本系在「學生學習與學生事務」方面，具有「多元教學與評量」、「學習輔

導多元化」和「多元發展」等多項特色。但上述之具體績效呈現，足以佐證為

系師生共同努力經營的成果。本系全體教職員將持續秉持一貫之特殊教育專業

理念，為學生提供更盡完善之學習輔導服務。 

學術與專業表現方面，本學系師生大抵均能體會學術研究之重要性，並積

極參與，以教師發表研究成果為例，99 至 101 年平均每人發表 13 篇，成效斐

然，學術與專業表現之質量，均能符合學校發展定位、班制結構、及所屬學門

普遍認可之學術成果。 

為因應市場趨勢與人力需求能力，本系積極努力提升學生的競爭力，對應

校、院發展方向與定位，建立課程檢討回饋機制，制定本系之核心能力。本系

定期進行利害關係人的問卷調查或座談會，以獲得各種意見做為進行檢討修訂

核心能力之設計、課程規劃與設計、教師教學與學習評量，以及學生輔導與學

習資源提供之參考。並建立完整的就業輔導機制。 

配合本系核心能力與課程設計，希望學生畢業後均能成為一個具有永續發

展概念與專業技術能力之行銷與運籌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