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系主任的話

親愛的同學們

歡迎加入朝陽企管這個大家庭。這個大家庭的成員包含 20多位的師長、大學部、

研究所、博士班的同學以及短期來台研修的國際學生。我們是個熱情洋溢、充滿

創意與活動力的系所，就如同我們的系徽、校名：一群朝向陽光的太陽花。

由於大環境的改變，低薪與就業不易成為當代年青人的痛。整體環境的不好，老

師更要提醒同學把握學生生涯，減少沉溺 3C產品與降低非必要的打工，而把時

間投注於對未來職涯發展有益的學習活動上及可增進人脈及學習做事的社團活動。

老師對同學們具體學習上的建議如下:

1. 一年級通過 TQC Excel 進階級並學習網頁製作相關的程式語言。

2. 二年級透過修課，認識產、銷、人、發、財五管。

3. 三年級藉由畢業專題、參加中區個案競賽培訓及校外各式競賽，整合所學並學

習團隊合作。

4. 四年級透過 9 學分實習，提早認識產業。

5. 四年大學生涯持續精進英文能力並學習東南亞國家語言，充份把握學校交換生

計劃的資源，以增進視野與國際移動力。

祝大家有充實且愉快的大學生活

朝陽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

系主任 吳曉君

107.0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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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介紹 

本系於 83 年正式成立，設立有日間部四年制與二年制，由陳井星老師擔任創系系

主任，本系主要目標在於培育各類型組織，包含企業、政府、教育、非營利等機構之幕

僚與管理人才。目前在日間部及進修部各設立有日間部與進修部四年制、碩士班、碩士

在職專班及博士班，學制相當完整，師資優異。 

 

A. 本系歷任系主任： 

83 學年度：陳井星主任、李聲吼主任。 

84 學年度：劉興郁主任。 

86 學年度：劉興郁主任，龔昶元副主任。 

88 學年度：李南賢主任，龔昶元副主任。 

89 學年度：龔昶元主任，張少樑副主任。 

90 學年度：龔昶元主任，雷漢聲副主任。 

91 學年度：嚴國慶主任，徐茂練副主任。 

95 學年度：徐茂練主任，賴志松副主任。 

97 學年度：徐茂練主任，吳文貴副主任。 

99 學年度：楊文華主任。 

101 學年度：張純莉主任。 

103 學年度～：吳曉君主任。 

 
B. 企業管理系的象徵符號 

企業管理系的象徵符號為太陽花(sunflower)，太陽花本名向日葵（Helianthus annuus）

菊科，俗名日頭花、白葵子、天葵子、葵花、迎陽花。太陽花原產北美，1716 年後歐洲

栽培作油料作物。太陽花花朵明亮大方，適合觀賞擺飾，這嚮往光明之花，給人帶來美

好的希望。主要顏色為黃色，就心理學而言，明亮的黃色，可以使人產生愉悅的感覺。 

本校「朝陽科技大學」，有朝向陽光之義，太陽花符合這個義涵。太陽花的符號，

代表企業管理系活潑、愉快、充滿創意與希望的特性，朝陽是「朝向陽光」，企管系充

滿了陽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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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陣容 

電話：04-23323000 

編號 教師姓名 職  級 學         歷 專          長 分機號碼 研究室 

1 
吳曉君 副教授兼 

系主任 

雲林科技大學管理研究

所博士 
資訊管理、專利管理、科

技管理、資料探勘、資料

庫管理 

7731 
7061 

L-731 

2 鍾任琴 
（師培中心合聘） 

教授 政治大學教育研究所博

士 
非營利組織經營與管理、

心理學、溝通理論與實務 

4888 T2-417 

3 賴奎魁 教授兼副校長 
 

淡江大學管理科學研究

所博士 
設計思考與商業模式、智

慧資本與規劃、技術創新

管理、專案管理、多變量

分析、專利分析 

3928 T2-606.1 

4 嚴國慶 
（銀髮產業管理系

合聘） 

教授 清華大學資訊科學博士 策略性資訊管理、科技管

理、管理資訊系統、電子

商務 

4201 T2-1019 

5 黃勇富 
（行銷與流通管理

系合聘） 

教授 台灣科技大學管理博士 生產與作業管理、作業研

究、供應鏈管理、服務業

管理 

4377 T2-942 

6 王聖嘉 教授 中原大學工管所博士 管理與資訊科技之規劃

與整合、網路行銷、全球

運籌管理、存資管理模型

分析、TPM 應用研究、服

務業管理 

4379 T2-935 

7 程永明 教授 成功大學企業管理學系

博士 

策略管理、國際企業管理
、產業分析、行銷管理、 

企業評價 

4492 T2-916 

8 黃寶慧 教授 政治大學經濟學系博士 財務計量經濟學、公共經

濟學、總體經濟學、個體

經濟學、貨幣銀行學 

4494 T2-952 

9 
張純莉 副教授 

美國 Nova Southeastern
大學企業管理博士 

領導效能、組織溝通、人
力資源管理 4688 T2-957 

10 劉興郁 副教授 美國俄亥州州立大學成

人及工作教育博士 
溝通理論與實務、人力資

源管理、企業訓練、組織

行為 

4227 T2-915 

11 林孟璋 副教授 中興大學應用經濟研究

所運銷組博士 

零售業行銷、消費者行為 

物流管理、行銷管理與策

略、經濟分析 

4222 T2-927 

12 楊文華 副教授 台灣科技大學工管所博

士 
作業管理、排程管理、統

計分析 
4277 T2-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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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教師姓名 職  級 學         歷 專          長 分機號碼 研究室 

13 徐茂練 副教授兼 
行政教師 

交通大學經營管理研究

所博士 

科技管理、管理資訊系統 

創新管理、電子商務、顧

客關係管理 

4438 T2-937 

14 張鐵軍 副教授 中國文化大學國際企業

管理研究所博士 

商務談判、人力資源管理 

企業研究方法、國際企業

管理、經營管理實務、企

業策略管理 

4466 T2-936 

15 葛維鈞 副教授 美國休士頓大學企業管

理博士 
數量方法、行銷研究、策

略規劃、產業分析 
4213 T2-959 

16 陳悅琴 副教授兼 
行政教師 

中央大學企業管理博士 創業管理、國際貿易、策

略管理 

7736 L-736 

17 張健邦 副教授 紐約大學企業管理博士 財務計量、統計分析、財

務管理 

4882 T2-905 

18 黃淑琴 副教授 中正大學企業管理研究

所博士 
行銷管理、消費者行為研

究、企業公共策略管理、

創造力訓練 

4303 T2-931 

19 李宗政 助理教授 交通大學經營管理研究

所博士 
公司理財、衍生性金融工

具、投資決策分析、創業

管理 

4441 T2-929 

20 黃文星 助理教授 中興大學應用經濟研究

所博士 
行銷管理、經濟學、行銷

研究、消費者行為 
4316 T2-906 

21 周中理 助理教授 台北大學企業管理研究

所博士 
行銷管理、作業管理、全

面品質管理、航太科技與

軟體品保 

4478 T2-934 

22 吳文貴 助理教授 中正大學企業管理研究

所博士 
行銷管理、策略管理 

7688 T2-1038 

23 鄭安欽 助理教授 成功大學資源所資源管

理組博士 
新產品開發管理、資源管

理、模糊理論、系統動態

學、科技管理 

4686 L-721 

24 邱桂堅 
（通識中心合聘） 

講師 朝陽科技大學企業管理

系碩士 
網路行銷、媒體整合行 

銷/採訪編輯 

4852 R-210 

25 賴惠華 
助理教授級 
專案教師 

雲林科技大學財務金融

系博士 
市場調查與分析、金融風

險管理、客訴技巧與商務

談判、財富管理、公司財

管 

7068 T2-7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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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指引 

階段 學習重點 建議事項 

大一 設定方向  思考未來方向與所需技能。 

決定選修模組。 

大二 建立專業基礎 升學或就業之抉擇。 

選擇課程模組。 

專業知識的強化。 

大三 拓展專業應用 必選企業管理專題。 

參加個案、創業競賽、考證照。 

交換學生或學術交流。 

大四 信心建立與包裝 必修企業實習。 

參加個案、創業競賽、考證照。 

升學或就業的信心包裝。 

充實求職要領。 

共同事項 通識課程(含藝術與人文素養)。 

企業倫理。 

英文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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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課指引 

大學部 

大一 大二 大三 大四 

通識課程 

企業倫理 

英文能力 

基礎專業課程 課程模組 

跨院系特色學程 

學習輔導與補救 

專題 

競賽 

證照 

實習 

 
1. 校定或系定之必修、選修、通識等，必須符合學分數與及格之規定。 

 
2. 課程模組：為引導同學系統性地學習專業知能，滿足業界職能需求，將大二至大四選

修課程內容依特性予以分類，分成三大模組「創新經營模式」、「企業流程規劃」及

「行銷業務企劃」，本系日間部四年制學生在修業期間可依模組進行課程研習。 

 
3. 跨院系特色學程：目的在於同學能夠更聚焦於企業管理某一個領域的議題，對於企業

議題有更專精的規劃能力。本系規劃之跨院系特色學程有：「跨境電商學程」、「品

牌數學行銷學程」。詳細資料可至教務處網頁第二專長查詢。 

 
4. 企業管理專題與實習：大學部四技日間部同學企業管理專題為必選，實習為必修。 

 
5. 交換學生：學校每學期均提供多名至姊妹校交換學生及短期研習之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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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活動 

1. 迎新活動：迎新活動於新生入學前後舉行，迎新活動有兩個目的，一個是認識朝陽

企管系這個環境，一個是做出大學生活規劃安排的初步構想。 
 
 

妳是我的花朵［Flower］ 
 

作詞：伍佰  
作曲：伍佰  

編曲：伍佰&China Blue 
 

留心腳步 看得清楚 有很多可疑的因素 
呼喊妳 讓妳糊塗 考驗我愛的程度 

＃高樓電梯 霓虹深處 舞動在人群很拘束 
拉著我 不要飄走 我在妳背後擋風 

喔～妳是我的花朵 我要擁有妳 插在我心窩 
喔～妳是我的花朵 我要保護妳 一路都暢通 
喔～妳是我的花朵 就算妳身邊 很多小石頭 
喔～妳是我的花朵 我要愛著妳 不眠也不休 

Repeat ＃,＊ 
不管妳心充滿多少困惑 我絕對不會 對愛妳放鬆 
妳是我所有快樂源頭 我和妳將會 到達那開心樂園 

 
 
2. 迎新露營：迎新活動於新生入學前第一個學期舉行，讓新生有更進一步認識同學、

師長同學、學長(姊)的機會，並透過團體生活，建立革命情感。 
3. 啦啦舞競賽：啦啦舞競賽乃是學校校慶活動的重要項目之一，於每年三月份舉辦。

競賽由大一同學參加，並由師長、學長(姊)與系學會的指導，不但培養團隊精神、建

立本系的情感，也代表著企管系精神的傳承。 
4. 合唱比賽：透過學校舉辦的合唱比賽，調劑身心。 
5. 畢業典禮：於校定畢業典禮時間的前後舉辦，透過畢業典禮系列之活動，塑造大學

生活的美好回憶，讓同學帯著師長們的加持，為自己的前程打拼，並約定再會的日

程，共同檢視當年所許下的願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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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實習與學術交流 

A.企業管理專題： 

大學部四技日間部同學，必須組隊（6-7 人），必選「企業管理專題」課程，並參

加專題發表。 

 
B.實習機會：由本系產學合作委員會（暨學生實習）負責 

1. 產學合作：同學可參加由本系教師參與之產學合作、專題研究等計畫，擔任研究

助理等工作，提升理論結合實務能力。 
2. 產學合作企劃案：由廠商提供議題做為企劃案之對象，由本系同學組成「經營企

劃小組」(即由企管系大學部或碩士班學生或本系學生與他系學生共同組成，約 2
至 6 人為一組的「經營企劃小組」，並由本系教師擔任企劃案之指導老師)，針

對該議題撰寫企劃案，舉行競賽，由企業(或加上本系教師)進行競賽評審。 
3. 實習：大學部四技日間部同學，必修「企業實習」課程，由本系與海內外合作企

業簽定實習計畫，媒合同學參加實習。 

 
C.學術交流： 

1. 本系與中區靜宜、逢甲、東海等大學企管系定期舉辦碩士論文競賽與個案競賽。 
2. 管理學院與湖南省中南大學定期舉辦研習營等各項交流活動。 
3. 本校每學期提供多名姊妹校交換學生及短期研習之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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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陽科技大學企業管理系企業管理專題課程實施要點 
86 學年度系務會議訂定(86.5.27) 

87 學年度系務會議修正(87.11.24) 
98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5 次系務會議修正(99.05.11) 

100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5 次系務會議修正(100.11.15) 

103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1 次系務會議修正(104.06.23) 
106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修正(106.09.19) 
106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6 次系務會議修正(107.06.27) 

一、課程目的：為使本系企業管理專題課程能達到理論與實務結合之目的及客觀評估同學之表

現，特訂定本實施要點。 
二、實施時間：本專題課程為本系之畢業條件之一，應依課程規劃時間內實施。 
三、實施方式 

1.分組： 
分組以依學生興趣自由選擇為原則，但為求達到學習效果，老師可視實際情形依學生

課業成績表現為依據調整各組成員。每組以 6-7 人為原則，同一學制得以跨班，但不

得跨系及跨部。 
2.指導老師之選定： 

(1)專題指導老師應為本系專任教師。 
(2)每組專題指導老師以不超過兩位為原則。 

3.題目之決定與實施： 
各組成員確定後，可自行提出專題題目及實施計劃並經指導老師同意後實施。例如：

依興趣選定一企業或一行業為對象，就該企業經營方面(行銷、人力資源、財務、生產、

組織...等)之一部份或全部問題為專題之研究主題。 
4.評分原則：針對專題內容及同學表現，由指導老師評分之。 
5.實施時程： 

(1) 分組及選定指導老師應於該課程實施前一學期末完成。 
(2)畢業專題成果發表時間配合管理學院聯合成果發表會實施，並進行競賽觀摩。 

四、課程替代 
1.申請資格：本系學生為外籍學生、身心障礙學生（領有政府核發有效期限內身心障礙手

冊或教育部核發有效期限內之教育部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之特殊教育學生

鑑定證明書者）或出國修讀雙聯學位學生。 
2.申請時間：三年級上學期結束前提出申請。 
3.提送申請資料： 
（1）外籍學生或出國修讀雙聯學位學生：朝陽科技大學企業管理系企業管理專題課程

替代申請表。 
（2）身心障礙學生：朝陽科技大學企業管理系企業管理專題課程替代申請表、朝陽科

技大學企業管理系企業管理專題課程替代申請家長同意書、身心障礙手冊影本（或

教育部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之特殊教育學生鑑定證明書影本）。 
4.審查程序：前述申請文件提送系務會議審查。 

五、特別注意事項 
本課程如無法於畢業考前完成，則該組學生須延長修業年限半年。 

六、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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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管系日間部四技「證照畢業門檻」 
系訂證照一覽表 

105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7 次系務會議修正(106.06.20) 

1. 就學期間需考取證照 70 點，其中包含資訊類證照 30 點。 

2. 一年級下學期的「資訊資源管理應用」課程，將輔導學生通過資訊類證照門檻。修習

「資訊資源管理應用」課程後的學生若仍無法通過 TQC Excel 進階級認証(30 點)，始

可以 TQC Excel 實用級證照認列資訊證照畢業門檻。 

3. 入學前已具備 TQC Excel 進階級證照者，可以認列資訊類證照 30 點。 

 
證照 
種類 

證照名稱 主辦單位 點數 

資訊類 TQC 企業人才技能認證 Excel 進階級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金會 
30 

公務人

員考試 

會計師、公務人員高考一級、二級或乙等特考、

三等特考、高級員及相當之政府考試 
考選部等 200 

公務人員普考或丙等特考、四等特考、五等特

考、員級及相當之政府考試 
考選部等 150 

公務人員初等、五等特考、佐級、士級及相當之

政府府考試 
考選部等 100 

專業類 

人力資源管理師(國際證照-Level 4) 台灣國際專業管理師學會 90 

人力資源管理師(國際證照-Level 5) 台灣國際專業管理師學會 70 

人力資源管理師  中華人力資源管理協會 
70 

勞動法令管理師 中華人力資源管理協會 
70 

任用管理師 中華人力資源管理協會 
70 

訓練管理師 中華人力資源管理協會 
70 

福利管理師 中華人力資源管理協會 
70 

薪酬管理師 中華人力資源管理協會 
70 

績效管理師 中華人力資源管理協會 
70 

職能管理師 中華人力資源管理協會 
70 

生涯發展規劃暨諮商師 中華人力資源管理協會 
70 

e-HR 管理師 中華人力資源管理協會 
70 

員工關係管理師 中華人力資源管理協會 
70 

TTQS 管理師 行政院勞委會職業訓練局 70 

理財規劃人員 台灣金融研訓院 70 

銀行內部控制人員 台灣金融研訓院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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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照 
種類 

證照名稱 主辦單位 點數 

CFP 理財規劃師 Certified Financial Planner 台灣理財顧問認證協會 90 

CHFC 美國專業理財顧問師 美國學院 70 

證券商業務員 證期會 45 

證券商高級業務員 證期會 70 

證券投資分析人員 證期會 70 

個人風險管理師考試 中華民國風險管理學會 70 

企業風險管理師考試 中華民國風險管理學會 70 

全國技術士丙級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中部辦公室 35 

全國技術士乙級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中部辦公室 70 

全國技術士甲級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中部辦公室 90 

ERP 導入顧問師 中華企業資源規劃學會 70 

ERP 軟體顧問師-配銷模組 中華企業資源規劃學會 140 

ERP 軟體顧問師-財務模組 中華企業資源規劃學會 140 

ERP 軟體顧問師-生管模組 中華企業資源規劃學會 140 

ERP 軟體應用師-配銷模組 中華企業資源規劃學會 70 

ERP 軟體應用師-財務模組 中華企業資源規劃學會 70 

ERP 軟體應用師-生管模組 中華企業資源規劃學會 70 

初階 ERP 規劃師 中華企業資源規劃學會 45 

進階 ERP 規劃師 中華企業資源規劃學會 70 

供應鏈管理專業認證 中華企業資源規劃學會 70 

服務業品質專業師 中華民國品質學會 70 

品質管理師 中華民國品質學會 70 

PMP 國際專案管理師 美國專案管理學會 70 

CPMP 專案管理師 中華專案管理學會 70 

CPMS 專案規劃師 社團法人中華專案管理學會 45 

PMA 專案助理 
PMA+專案技術師 

社團法人中華專案管理學會 35 

貿易經營管理師 經濟部國際貿易局 70 

倫敦商工會(LCCI)系列證照 P 級 
英國倫敦商會考試局 (LCCI Examinations 
Board, LCCIEB)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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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照 
種類 

證照名稱 主辦單位 點數 

倫敦商工會(LCCI)系列證照 1 級 
英國倫敦商會考試局 (LCCI Examinations 
Board, LCCIEB) 

70 

倫敦商工會(LCCI)系列證照 2 級 
英國倫敦商會考試局 (LCCI Examinations 
Board, LCCIEB) 

90 

倫敦商工會(LCCI)系列證照 3 級 
英國倫敦商會考試局 (LCCI Examinations 
Board, LCCIEB) 

100 

倫敦商工會(LCCI)系列證照 4 級 
英國倫敦商會考試局 (LCCI Examinations 
Board, LCCIEB) 

100 

投資型保單業務員 保險事業發展中心 45 

人身保險業務員 壽險公會 45 

國際企業管理師 英國倫敦城市行業協會 70 

人力資源管理師 國際專案管理亞太年會 70 

祕書行政管理師 國際專案管理亞太年會 70 

顧客服務管理師 國際專案管理亞太年會 70 

商務企劃管理師 國際專案管理亞太年會 70 

公共關係管理師 國際專案管理亞太年會 70 

人力資源儲備管理師 中華人力資源管理協會 60 

金融市場常識與職業道德 台灣金融研訓院 15 

物流助理管理師 美國國際物流協會 70 

國際行銷初級人才認證檢定 中華民國外銷企業協進會 45 

TBSA 商務企劃能力初級檢定 社團法人台灣商務策劃協會 40 

TBSA 商務企劃能力進階檢定 社團法人台灣商務策劃協會 70 

零售營運分析師認證檢定 
(虛擬零售商經營模擬 VBR 認證) 

皮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5 

 單一級保母人員技術士 勞動部動力發展署技能檢定中心 35 

 Google AdWords 認證 Google 70 

 

Google Analytics 認證 Google 70 

Oracle Certified Master Professional(OCP) 
Oracle 資料庫 認證專家 

甲骨文 70 

MCDBA: Microsoft Certified Database 
Administrator 微軟資料庫管理 

微軟 70 

Microsoft 認證系統管理師 (MCSA) 微軟 45 

微軟認證系統工程師 (MCSE) 微軟 70 

Microsoft Certified Application Developer 
(MCAD) for Microsoft .NET credential 

微軟 90 

微軟認證解決方案開發工程師 (MCSD) 微軟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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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照 
種類 

證照名稱 主辦單位 點數 

微軟 Office 專家認證標準級(每項) 微軟 25 

微軟 Office 專家認證專家級(每項) 微軟 35 

微軟 Office 專家認證大師級(每項) 微軟 45 

MCAS（Microsoft Certified Application Specialist, 
MCAS） 

微軟 35 

Photoshop Adobe Certified Associate 35 

Illustrator Adobe Certified Associate 35 

語 
言 
類 

全民英檢初級 財團法人語言訓練測驗中心 35 

全民英檢中級 財團法人語言訓練測驗中心 70 

全民英檢中高級 財團法人語言訓練測驗中心 100 

全民英檢高級 財團法人語言訓練測驗中心 200 

全民英檢優級 財團法人語言訓練測驗中心 300 

TOEIC 10~215 分 教育測驗服務社（ETS®） 35 

TOEIC 220~465 分 教育測驗服務社（ETS®） 70 

TOEIC 470~725 分 教育測驗服務社（ETS®） 100 

TOEIC 730~855 分 教育測驗服務社（ETS®） 150 

TOEIC 860~990 分 教育測驗服務社（ETS®） 200 

TOEFL ITP 272~331 分 教育測驗服務社（ETS®） 35 

TOEFL ITP 331~430 分 教育測驗服務社（ETS®） 70 

TOEFL ITP 430~549 分 教育測驗服務社（ETS®） 100 

TOEFL ITP 549~588 分 教育測驗服務社（ETS®） 150 

TOEFL ITP 588~677 分 教育測驗服務社（ETS®） 200 

TOEFL iBT 0~17 分 教育測驗服務社（ETS®） 35 

TOEFL iBT 18~39 分 教育測驗服務社（ETS®） 70 

TOEFL iBT 40~78 分 教育測驗服務社（ETS®） 100 

TOEFL iBT 79~95 分 教育測驗服務社（ETS®） 150 

TOEFL iBT 96~120 分 教育測驗服務社（ETS®） 200 

IELTS 1~2 分 澳洲大學聯盟和英國教育文化部 35 

IELTS 2.5~4 分 澳洲大學聯盟和英國教育文化部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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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照 
種類 

證照名稱 主辦單位 點數 

IELTS 4.5~6 分 澳洲大學聯盟和英國教育文化部 
100 

IELTS 6.5~8 分 澳洲大學聯盟和英國教育文化部 
150 

IELTS 8.5~9 分 澳洲大學聯盟和英國教育文化部 
200 

大學校院英語能力測驗第一級 130~169 財團法人語言訓練測驗中心 
35 

大學校院英語能力測驗第一級 170~239 財團法人語言訓練測驗中心 
70 

大學校院英語能力測驗第一級 240~360 財團法人語言訓練測驗中心 
100 

 
競 
賽 
類 

競賽類點數計算如備註 

跨校

專業

研習

類 

訓練課程／學分班 台灣金融研訓院 備註 

訓練課程／學分班 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金會 備註 

訓練課程／學分班 勞委會各職訓中心 備註 

訓練課程／學分班 其他 備註 
 

備註： 

競賽類點數一覽表 

 國際型競賽 全國型競賽 區域型競賽 校內型競賽 

 點數 點數 點數 點數 

參賽且取得研習證明 45 35 25 15 
進入決賽或總決賽 100 70 45 25 
決賽或總決賽中獲得

佳作或優勝 
150 100 70 35 

決賽或總決賽中獲得

前三名 
200 120 100 60 

跨校專業研習點數 
1.修業時數達 54 小時。 
2.具有修業成績評量機制。 
3.具有修業證明。 
以上 3 項條件皆須符合給予 35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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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學會與社團指引 
A.企業管理系學會 

1. 宗旨：本會以聯絡感情、砥礪學行及培養互動合作會員精神為宗旨。 
2. 系學會組織：系學會設置行政執秘、活動執秘、服務股、活動股、總務股、美宣

股、文書股、公關股、體育股、資訊股、學術股，必要時加開幹部會議增減之。 

 
 
B.社團指引： 

社團為大專學生最基本的生涯規劃之一，透過團體運作與凝聚，參與社團的主

要目的有三，一為對自己身心拓展與自我成長，一為培養人際關係與溝通技能，一

為服務社會貢獻人群。不同類型的社團，又有其特定的目的，例如透過音樂與繪畫，

充實藝術氣息、舒展身心；透過服務性的社團，充實自我能力、服務人群等。本校

社團區分為(請洽學務處課外活動組網站)： 
1. 綜合性社團：包含日間部、進修部學生會與各系學會。 
2. 康樂性社團：包含吉他、熱音、國標、舞蹈、各項球類與其他運動等。 
3. 學藝性社團：包含手語、國樂、管樂、合唱、攝影等。 
4. 服務性社團：包含康輔、社會服務、文化服務、青年服務等。 
5. 聯誼性社團：包含畢聯會、各校友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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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的企管人學習建議 

A.專業企管人 

 
企業管理的專業就是管理學的知識與技能，這是我們在學生涯的主體，企業管理系

的課程設計，給了大家有系統而且豐富的專業知識，此處不必做太多的介紹，唯需提醒

各位同學，多注意管理學的歷史發展、管理學的經典作品、典型管理者的傳記以及企業

個案。由本校管理學院葛維鈞等老師編著的「管理學」(高立圖書)，是相當良好的入門

書籍。 

 
B.愛美企管人 

 
審美能力的提升，可以豐富情感、健全人格、美化人生；可以發揮創意，對於企業

管理人的培養，有其重要性。 

美從哪裡來？美有自然美、社會美與藝術美。自然美來自大自然，無論山川壯麗或

是身邊景觀，都存在有美，對於個人的氣質、外貌、身材、裝扮，也都屬於自然美。社

會美主要是工藝、產品設計或是追求自然知識的科學，也都包含許多美的成分，尤其是

設計之美，對於企業管理的研發、行銷管理，有莫大的影響。藝術美是指藝術創作、藝

術品、以及藝術欣賞的美，包含文學、繪畫、音樂、舞蹈、戲劇、影像、雕塑、建築、

藝術設計等。 

美要如何去追尋？需要您敏銳觀察週遭的事物，需要注意和諧、對稱、平衡、觀賞

的距離與想像，須注意本身對於美的事物的背景了解與內心體會。天下文化出版的「美

的學習」，強調美的學習的重要性，列舉許多台灣地區美的學習的例子，是很好的入門

書籍；蔣勳的兩本著作「美的覺醒」或「天地有大美」(均由遠流出版)，從日常生活開

始，如何觀察週遭美的事物，有平易近人的介紹；如果您在學期間能夠閱讀完凌繼堯所

寫的「美學的十五堂課」(繁體版由五南書局出版)，那真的是有到達一定的水平；如果

能閱讀一些美學專書，例如朱光潛的「談美」，那就更加令人讚賞了。 

參觀藝術展覽或音樂會等藝文活動也是重要的，首先介紹台中縣「港督藝術中心」

(位於清水鎮)，該中心不但造景漂亮，而且定期進行美術展覽以及各項藝文表演活動，

值得一試；其次，台中市文化局與國家美術館(位於五權路與英才路交界)，也是理想的

處所；就近的國立台灣交響樂團(位於霧峰中正路)，有相當高水準的音樂活動；最後，

本校設計學院各系，均有不定期的作品展出或活動舉辦，同學們可加以留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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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創意企管人 

 
創新是企業重要的競爭要素，不論是產品的研發、經營模式的設計、行銷方案的擬

定、甚至管理的制度，都需要許多的創新。創新的種子來自創意。 

創意的來源在哪裡？首先，創意來自豐富的生活，也就是審美的能力；其次，創意

來源可能包含總體環境的因素以及企業價值鏈與價值網絡的每一個點，杜拉克在「創新

與創業精神」(中譯本由臉譜出版)一書中，對於創新來源的敘述，相當廣為廣為運用，

包含意料之外的事件、不一致的狀況、程序需要、產業與市場結構、人口統計資料、認

知的改變、新知識等；就科技行銷的角度來說，創意來自市場拉動或技術推動。 

創意的產生也需要一些技巧的協助，例如腦力激盪法、水平思考法等，這類的書籍

非常多，簡單介紹幾本給大家。就純粹談創意方法的書籍，我們比較知道的有「創意激

發手冊」(日之昇文化)、詹宏志的「創意人」(臉譜)、莊淇銘的「就是要你學會創意」(天

下文化)，同學們的選擇，不必受此限制；賴聲川所著的「賴聲川的創意學」(天下雜誌

出版)是從編劇的角度來談創意，對於人類產生創意、加以落實的思考模式，提出相當

不錯的看法；如果專注於行銷方面的創意，科特勒的「水平行銷」(中譯本由商周出版)

有很好的整理，並列舉許多範例來說明；中譯本由天下文化出版的「藍海策略」，乃從

競爭策略要素的思考，提出策略或經營模式創新的方法，開拓市場空間，並擺脫原有的

市場競爭；寶鼎出版的「創意新貴」則是更深入且更多元地討論新經濟時代的創意。 

 
D.快樂企管人 

 
許多的快樂來自於對於自己生活的規劃與情緒的掌握，企管人在我們活力與熱情的

學習環境之下，自己也需要思考本身的現在與未來，如何快樂的生活以及追求成功的人

生。 

此處提供了一些資料給大家參考，首先是天下文化出版的「與成功有約」，該書敘

述如何有效掌握自己的人生規劃，往成功邁進，是不錯的勵志書籍。其次，如何有效的

過好每一天的生活，也是一個重要的議題，鄭石岩所著的「過好每一天」(遠流出版)，

是一本相當好的書，深入淺出地介紹我們生活上一些常見的觀念與態度，以及培養情緒

智商的方法，值得參考。快樂的企管人也需要有氣質與修養的表現，清華大學李亦園教

授所著的「文化與修養」(該書可能已經絕版，需要到圖書館借)，讓我們對於物質、精

神、倫理、群體文化有初步的認識，對生活環境背景有進一步的認知。 

快樂也是一種體驗，是一種內心的感覺，「快樂，從心開始」(譯本由天下文化出

版)乃是從「心流(Flow)」的角度來探討人生體驗的深度，是一本相當有程度的書籍，如

能加以閱讀，就是不簡單，尤其興趣在於行銷、人資，或是在於休閒體驗研究者，更有

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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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部畢業門檻審核表 

 

學號：      姓名：        班級：     日期：  年 月 日   

類別 證照名稱 檢附佐證資料 
系上認證 

（認列點數） 
備註 

語 

言 

類 

證 

照 

    

    

    

資 

訊 

類 

證 

照 

    

    

    

    

公務

人員

考試

及專

業類

證照 

    

    

    

    

    

競賽

類及

跨校

專業

研習

類 

    

    

    

    

（審核結果由系辦公室填寫） 

審核結果：□符合畢業門檻 

□不符合畢業門檻  原因：                  

 

承辦人簽核：            系主任簽核： 

本表欄位不敷使用，請自行複印。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下學期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上學期時數
學分

時數
學分

時數
學分

時數
學分

時數
學分

時數
學分

時數
學分

時數
學分

朝陽科技大學管理學院日間部企業管理系四年制課程規劃表

入學年度：107學年度適用

大一英文 大二英文 大二英文 涵養課群2-2 2-2 2-2 2-22-2 社會課群2-0外語能力輔導
課程

校訂 全民國防教育
軍事訓練課程
(二)

自然課群 運動與健康
(選項體育課
群)

1-0 2-2 2-21-0全民國防教育
軍事訓練課程
(一)

必修 人文課群 運動與健康
(選項體育課
群)

選項中文課群2-2 2-2 2-22-2大一英文

中文鑑賞與應
用

2-22-2人文課群

體育(體適能) 2-22-2體育(體適能)

時數
學分

9-8 6-6 6-6 2-2 0-0 0-02-29-6

經濟學 統計學 統計學 管理資訊系統 企業實習3-3 3-3 3-3 3-3 9-93-3 管理會計3-3經濟學

專業 管理學 行銷管理 財務管理3-3 3-3 3-3 3-3策略管理3-3企業概論

必修 作業研究 作業管理3-3 3-33-3商用微積分

人力資源管理 3-33-3邏輯思考與運
算

2-2企業社會責任
與服務學習

時數
學分

9-9 12-12 6-6 6-6 0-0 9-93-314-14

商事法 進階菁英商務
英語

服務業管理 產業競爭分析 金融風險管理 金融資產與理
財

3-3 3-3 3-3 3-3 3-3 3-33-3 智慧財產權法3-3商務英文溝通

財務會計 組織行為 金融機構管理 影像處理實務 顧客關係管理3-3 3-3 3-3 3-3 3-33-3 財務報表分析3-3初級會計學

資訊資源管理
應用

貨幣銀行學 企業訓練與發
展

金融市場 校外實習3-3 3-3 3-3 3-3 9-93-3 國際財務管理3-3溝通理論與實
務

管理心理學 國際貿易實務 稅務規劃3-3 3-3 3-33-3 國際企業管理

菁英商務英語 員工諮商與輔
導

3-3 3-33-3 企業商務談判

投資學 3-33-3 企業管理專題
(二)

資料收集與分
析

3-3

企業管理專題
(一)

3-3

創新經營模式專業選修

創意思考 創新產品開發
與管理

服務業創意行
銷

3-3 3-3 3-33-3 創新事業規劃

創新經營模式
之構思與開發

3-33-3 科技管理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下學期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上學期時數
學分

時數
學分

時數
學分

時數
學分

時數
學分

時數
學分

時數
學分

時數
學分

專業 企業流程規劃專業選修

選修 供應鏈管理 企業資源規劃
-配銷模組

企業經營診斷3-3 3-3 3-33-3 物流管理

3-3全面品質管理

3-3企業資源規劃
-生管模組

行銷業務企劃專業選修

零售業行銷 行銷研究 行銷企劃實務3-3 3-3 3-33-3 人員銷售與銷
售管理

消費者行為 廣告管理3-3 3-33-3 行銷通路管理

行銷規劃與策
略

整合行銷傳播3-3 3-33-3 國際行銷管理

3-3公共關係

3-3電子商務與網
路行銷

院訂選修

海外體驗學習
專題

體驗式學習專
題研討

銀髮樂活管理 數位管理 企業講座 生涯發展與自
我行銷

2-2 2-2 2-2 2-2 1-1 3-32-2 體驗式行銷

實用色彩學 實用邏輯 企業實務講座2-2 2-2 3-3 1-1微電影企劃與
製作

時數
學分

17-17 19-19 28-28 53-53 7-7 22-2244-449-9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下學期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上學期時數
學分

時數
學分

時數
學分

時數
學分

時數
學分

時數
學分

時數
學分

時數
學分

學期總時數學分 35-34 37-37 40-40 61-61 7-7 31-3149-4932-29

最低畢業學分數

可承認之非本系學分數上限

專業選修

校訂必修

專業必修

一、全校性規定：
　 (一)通識課程除表列課程外，日間部四技新生(含轉學生)入學後另安排第一學期「大學入門」與第二學期「創造力講座」課程修習。
　 (二)本國籍之日間部四技生(不含外籍生、身障生、雙軌旗艦專班及應用英語系學生)應通過本校『外語能力畢業指標實施辦法』中任一項標準，方得抵免「外語能力輔導課
       程」取得畢業資格。詳細內容請參閱全校法規-語言中心。
　 (三)修習通過語言中心開設之「菁英英文I」、「菁英英文II」校訂選修課程，可以分別替代通識英文必修課程(含應英系)，詳細課程內容及替代方式請參閱語言中心網站。
   (四)日間部四技生修習通識教育中心開設之「創造力」課程，通過者皆可認列為「專業選修學分」。
   (五)修習通過通識教育中心開設之「通識微學分Ⅰ」、「通識微學分Ⅱ」課程，可認列為自由學分，是否採計為畢業學分依各系規定辦理。
   (六)外籍學生之校訂必修中文課程可用語言中心開設之華語系列必修課程抵免(或認列)，華語為母語之人士以及馬來西亞華人除外，詳細抵免(或認列)方式請至語言中心
       網站查詢。
二、本系之規定：
   (一)系訂證照畢業門檻：本系日間部四技學生除外國學生、身障生、雙軌旗艦專班外，應於朝陽就學期間考取系訂證照70點(其中需含系訂資訊類證照30點)，皆須檢附
       佐證資料，方得畢業。詳細內容請參閱本系系訂證照一覽表。
   (二)「企業管理專題(一)」及「企業管理專題(二)」皆為本系必選修課程，學生必須自行選課。
   (三)「企業實習」課程分上、下兩學期開課（學號單號為上學期，學號雙號為下學期）。
備註：可承認之非本系學分數上限包含外系學分、課程規劃中未有之本系課程、超修的本系專業選修學分或校訂必修及選修學分。

13科目30學分

16科目59學分

最少應選修24學分

15 學分

128 學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