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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彰化師範大學商業教育學系自我評鑑之目的，旨在借重校外學者專家之協

助，提供本系自我改進之參考。評鑑過程為本系成員分工合作完成及敦聘校外

專家進行實地訪評。 
本系 100 學年度大學系所評鑑自我評鑑報告書之內容包含導論、自我評鑑

項目、總結及附錄四大部份。導論部分主要說明本系之歷史沿革及本系簡介。

自我評鑑項目主要分為：(1)目標、核心能力與課程設計；(2)教師教學與學習評

量；(3)學生輔導與學習資源；(4)學術與專業表現；(5)畢業生表現與整體自我

改善機制等五個向度，分別先就每項目之評鑑效標，逐一描述現況；次就該項

目的特色、問題與困難、及改善策略加以說明。總結部份，針對此次自我評鑑

項目提出整體彙整說明。由於評鑑相關資料與附件過於繁雜，有必要加以系統

性地彙整與呈現，因此外加附件部分，會將自我評鑑中各項之參考資料，彙整

成佐證附件，以利訪評委員參照之用。 
 



 

III 
 

目  錄 
 
 

摘  要 ...................................................................................................... I 

目  錄 ................................................................................................... III 

表次 ........................................................................................................ V 

圖次 ..................................................................................................... VII 

壹、導論 ............................................................................................................ 1 

貳、評鑑項目 .................................................................................................... 4 

項目一：目標、核心能力與課程設計 ..................................................... 4 

1-1 運用適合的分析策略以擬定發展計畫之結果為何？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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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 ........................................................... 10 
1-3 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之宣導機制與師生對其了解程度為何？ ...............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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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 ................ 17 
1-5 課程地圖建置與實施情形為何？ ............................................................... 20 
1-6 依據第一週期系所評鑑結果與建議，確定教育目標並擬訂發展計畫之

結果為何？ ................................................................................................... 23 

項目二：教師教學與學習評量 ............................................................... 27 

2-1 專、兼任教師之數量與學術專長，符合系所、學位學程及在職專班教

育目標及滿足學生學習需求之情形為何？ ............................................... 28 
2-2 專任教師之結構與流動之情形為何？ ........................................................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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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之情形為何？ ...........................................................................................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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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 ........ 38 
2-6 依據教學評量結果，協助教師改進教學設計、教材教法與多元學習評

量方法之情形為何？ ................................................................................... 42 
2-7 教師配合課程需求，進行實務教學之成果為何？(在職專班部份) .......... 45 

項目三：學生輔導與學習資源 ............................................................... 53 



 

IV 
 

3-1 提供學生學習輔導之作法為何？ ................................................................ 53 
3-2 提供學生之學習資源及其管理維護機制為何？ ........................................ 56 
3-3 提供學生課外學習活動之作法為何？ ........................................................ 60 
3-4 指導教授的研究生指導負擔與提供學習和生涯輔導之情形為何？ ........ 63 
3-5 系所提供學生生活輔導之作法為何？ ........................................................ 64 
3-6 系所提供學生生涯輔導之作法為何？ ........................................................ 66 

項目四：學術與專業表現 ....................................................................... 73 

4-1 教師研究表現之情形為何？ ........................................................................ 74 
4-2 教師專業服務表現之情形為何？ ................................................................ 75 
4-3 學士班學生（專題）研究能力或展演之表現為何？ ................................ 77 
4-4 碩、博士班學生之學術與專業表現為何？ ................................................ 78 
4-5 碩、博士班學生之數量與品質如何？ ........................................................ 90 
4-6 學生論文主題與實務應用結合之情形為何？ ............................................ 90 
4-7 學生參與國內實務應用或創新活動之情形如何？ .................................... 91 
4-8 學生之數量與品質如何？ ............................................................................ 91 
4-9 學生實務能力符合現職需求之情形為何？ ................................................ 92 

項目五：畢業生表現與整體自我改善機制 ........................................... 96 

5-1 畢業生生涯發展追蹤機制落實之情形為何？ ........................................... 97 
5-2 研擬畢業生整體學習成效評估機制之情形為何？ ....................................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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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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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1 
5-5 行政管理機制運作之定期自我改善的情形為何？ ................................. 103 
5-6 針對第一週期系所評鑑之改善建議，進行品質改善之計劃與落實的

情形為何？ ................................................................................................. 104 

參、總結 ........................................................................................................ 107 

 



 

V 
 

表次 
 

 
表 1-2-1  「商業教育學系(所)代表性工作所需能力」分析表 ................................................... 11 
表 1-2-2  商業教育學系(所)校院系三級核心能力對應表 ........................................................... 13 
表 1-4-1  課程目標與系教育目標、核心能力之關聯表 .............................................................. 19 
表 1-5-1  核心能力指標與課程雙向細目檢核表(大學部) ........................................................... 20 
表 2-1-1  100 學年度商教系生師比統計表 ................................................................................... 28 
表 2-1-2  歷年課程委員會成員一覽表 .......................................................................................... 29 
表 2-1-3  本系專任教師之學術專長及開課情形統計表 .............................................................. 29 
表 2-1-4  本系兼任教師之學術專長及開課情形統計表 .............................................................. 31 
表 2-2-1  商教系近 6 年來教師結構及流動情形 .......................................................................... 33 
表 2-2-2  商教系近 6 年師資結構統計表 ...................................................................................... 34 
表 2-3-1  本系舉辦企業參訪活動列表 .......................................................................................... 36 
表 2-4-1  本系教師 94~100 學年度數位教材製作暨遠距教學開課統計表 ................................ 38 
表 2-5-1  商業教育系（所）達成教育目標和核心能力之評估方式與執行成效檢核表 .......... 40 
表 2-5-2  課程期末評估表 .............................................................................................................. 41 
表 2-6-1  98 學年度教學知能輔導團成員名單 ............................................................................. 43 
表 2-6-2  99 學年度教學知能輔導團成員名單 ............................................................................. 44 
表 2-6-3  商教系教師專業成長研究會委員 .................................................................................. 45 
表 2-6-4  商教系舉辦之教師專業成長活動一覽表 ...................................................................... 45 
表 2-7-1  商教系 97-100 學年辦理工作坊情形 ............................................................................. 46 
表 2-7-2  商教系舉辦之專題演講活動一覽表 .............................................................................. 47 
表 3-1-1  本系 97-100 學年度各班導師分配情況表 ..................................................................... 54 
表 3-1-2  學術專題演講統計表 ...................................................................................................... 55 
表 3-2-1  硬體設備統計表 .............................................................................................................. 56 
表 3-2-2  軟體設備統計表 .............................................................................................................. 58 
表 3-3-1  「創新與創業管理」 學程活動統計表 ........................................................................ 60 
表 3-3-2  「金融證照與實務」學程活動統計表 .......................................................................... 61 
表 3-3-3  參加全國或國際競賽表現統計表 .................................................................................. 61 
表 3-3-4  96-100 年系學會活動統計表 .......................................................................................... 62 
表 3-4-1  97-99 學年度教師指導研究生人數相關資料表 ............................................................ 63 
表 3-5-1  個別諮商服務統計表 ...................................................................................................... 65 
表 3-5-2  班級輔導申請統計表 ...................................................................................................... 65 
表 3-5-3  諮輔中心與院系拜訪交流活動 ...................................................................................... 65 
表 3-6-1  職涯演講統計表 .............................................................................................................. 69 
表 4-1-1  95-100 學年度商教系教師發表之期刊論文統計表 ...................................................... 74 



 

VI 
 

表 4-1-2  95-100 學年度商教系教師發表之研討會論文統計表 .................................................. 75 
表 4-2-1  95 至 100 學年度商教系教師參與研究計畫成果統計 ................................................. 76 
表 4-2-2  95-100 學年度商教系教師發行的書籍及自編教材統計表 .......................................... 76 
表 4-2-3  95-100 學年度商教系教師參與學術服務統計表 .......................................................... 76 
表 4-2-4  95-100 學年度商教系教師參與社會服務統計表 .......................................................... 77 
表 4-3-1  95-100 學年度商教系大學部課程專題報告題目統計表(節錄) ................................... 77 
表 4-3-2  95-100 學年度商教系教師指導大專生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統計表 .......................... 78 
表 4-4-1  本系教師 95-100 學年度指導之碩、博士班學生論文 ................................................. 79 
表 4-4-2  95-100 學年度本系碩、博士班學生之學術期刊論文一覽表 ...................................... 82 
表 4-4-3  95-100 學年度本系碩、博士班學生之研討會論文一覽表 .......................................... 84 
表 4-7-1 97-100 學年度行管班學生參與之校外實務參訪活動 .................................................. 91 
表 4-8-1  97-99 學年在職行管班入學報到率 ................................................................................ 92 
表 4-8-2  97-99 學年在職行管班畢業率 ........................................................................................ 92 
表 5-3-1  95-97 學年度本系大學部畢業生至企業職場實習方案（第一階 ） ........................ 100 
表 5-3-2  96-99 學年度本系大學部畢業生至企業職場實習方案（第二階段） ...................... 100 
表 5-3-3  畢業生從事相關工作統計 ............................................................................................ 100 
表 5-3-4  畢業生證照統計 ............................................................................................................ 101 

 

 



 

VII 
 

圖次 
 

 
圖 1-1-1  商教系(所)SWOT 分析圖 ................................................................................................. 7 
圖 1-1-2  商業教育系(所)發展策略地圖 ......................................................................................... 8 
圖 1-2-1  「校院系(所)訂定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流程圖 ....................................................... 11 
圖 1-2-2  商教系大學部(碩士班)核心能力 ................................................................................... 15 
圖 1-2-3  商教系博士班核心能力 .................................................................................................. 15 
圖 1-4-1  本校課程發展與回饋機制圖 .......................................................................................... 17 
圖 1-4-2  系所課程規劃流程圖 ...................................................................................................... 18 
圖 1-4-3  系所課程修訂流程圖 ...................................................................................................... 18 
圖 1-5-1  商教系大學部課程地圖 ................................................................................................. 22 
圖 2-5-1  評量回饋課程調整模式 .................................................................................................. 39 
圖 3-1-1  三級學習介入模式 .......................................................................................................... 54 
圖 3-6-1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職涯輔導作業流程 .......................................................................... 68 
圖 5-1-1  商教系職涯進路規劃圖 .................................................................................................. 98 

 

 

 



 

1 
 

壹、導論 

一、系所之歷史沿革 

(一)發展沿革  

  
 

 

 

 

 

 

 

 

 

 

 

 

 

 

 

為提昇台灣地區商業教育師資之水準，及提供在職教師進修管道，本系成立

於民國六十三年，為當時國內首創且唯一之商業教育師資培育學系。 

本系歷經多年變革與發展，目前設有大學部四年制學程、研究所之碩士班、

博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暑期教學碩士班及行政管理碩士班)，涵蓋高等教育、技

職教育、回流教育等三大領域，可謂燦然大備。 

95 年所成立之數位學習研究所，為配合校務發展將於 101 學年度整併至技術

及職業教育學院之工業教育與技術學系為數位學習碩士班。 

本系亦預計於 102 學年度更名為「財務金融技術學系」，於 100 年 12 月報

教育部審查。 

(二)教學特色  

本系大學部、碩士班、博士班之課程設計以國際化、科技化、產學合作、及

獨立學習能力為原則，其教學設計則力求活潑性、互動性、時效性與實務性，除

能提高學生參與外，並將適時導入各學門之專業刊物內容為教材，且可結合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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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進行實作模擬競賽，使同學們能兼顧理論與實務；本系並加強官產學訓等

建教合作，落實實務教學，強化學生學以致用的能力。 

(三)教學目標 

本系之課程，教學朝國際化、科技化、產學合作及獲取專業證照四原則設計：

國際化的重點在強化學生的外語能力，科技化強調學生的電腦基本應用能力，產

學合作重點在與企業界建立夥伴關係，最後融合合宜之教學策略，培養學生獲取

專業證照的能力。 

 

 

 

 

 

 

 
 
 
 
 
 

 
 
 
 
 

1.大學部課程以財務金融為主，兼具資訊科技與教育學程，其目標為： 

(1)強調金融理論及公司財務策略規劃之整合學習，並結合專業理論與實務技

能之學習，使學生具備財務、金融素養及金融操作之技能。 

(2)培養同學具備電腦素養及網路科技能力，以促進管理效率的提昇。 

(3)持續更新各類專業學程及通課課程，使能配合金融環境之變革，培養具有

人文素養、邏輯分析、規劃統整及實務操作能力之現代化財務金融專業人

才。 

2.研究所課程：碩士班課程分為商業教育、財務金融等二大領域，並可視學生需求

外加教育學程；博士班課程分為商業教育、財務金融及人力資源管理等三大領

域。 

研究所之教學目標為： 

(1)依學生學習領域，加強各學門之專業技術，注重教學研討與專題製作，強

化學生「專題報告」撰寫能力，以培養學生獨立研究及發表論文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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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強化學生外語能力，使能因應各種學門之國際趨勢，並具備該趨勢之實務

操作能力。 

(3)加強各領域之教學與研究的發展創新，以因各領域日新月異的趨勢。 

3.產學合作 

產學合作主要借重企業界實務經驗，以有效規劃本系課程，達成理論與實務

兼顧之學習內容安排，同時借由企業界所提供之商業實習機會，營造“做中學”

之學習環境。本系積極與國內大型企業產學合作，藉由參觀訪問見習與校外實

習，提供學生實務經驗，落實「最後一哩」的教育目標。 

(四)進路發展 

本系之課程設計，能使畢業學生既能從事中等學校商科教師工作，亦能有效

規劃及執行財務金融相關工作、或進入相關研究所繼續深造。本系學生升學及就

業進路，分述如下： 

1.升學方面 

學生能攻讀國內、外之財務金融、保險、商業教育、人力資源等商學相關研

究所。 

2.就業方面 

本系強調商業教育與財務金融領域，畢業生具有寬廣的就業機會，其主要的

工作機會在於高中職商科教師工作、商業管理及財務金融，亦可參加國家考試以

取得公務人員的任用資格：  

(1)至政府部門或金融機構〈證券、期貨、保險、信託、投資顧問、銀行〉、

會計師事務所、私人企業等，從事財務、會計、人力資源管理等相關工作。 
(2)參加高中職學校教師甄試，擔任商科教師或繼續升學後應聘為大專院校教

師。 

(五)師資特色 

本系現有專任教師專長包含商業教育、財務金融、人力資源等學術領域，大

多數教師每年承接國科會或教育部研究案，並擔任技專院校評鑑委員、商科技藝

競賽命題及評審委員、企業評鑑委員或企業講師等工作。本系每學期並依課程需

求，聘請多位具豐富專業實務經驗之兼任教授，教授實務性課程。 

(六)發展方向 

1.成為台灣地區商業教育理論與實務研究中心  

2.成為台灣地區商業類科教師在職教育中心  

3.成為台灣地區財務金融教育中心 

4.成為台灣地區企業人力在職教育中心  

5.成為台灣地區人力資源培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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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評鑑項目 
項目一：目標、核心能力與課程設計 

評鑑內涵 確保學生學習成效機制之計畫面，包括系所設立之教育目標，達

成教育目標下學生畢業所應具備之核心能力，以及系所根據教育

目標與核心能力，所擬訂之課程規劃與設計。 

評鑑效標 1-1 運用適合的分析策略以擬訂發展計畫之結果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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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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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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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 
1-5 課程地圖建置與實施情形為何？ 
1-6 依據第一週期系所評鑑結果與建議，確定教育目標並擬訂發

展計畫之結果為何？ 
現況描述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秉持「創新、務本、專精、力行」之校訓，以追求「成

為兼具卓越教學、創新研究、永續服務的一流大學」為發展願景。並以「培育

專業與通識兼備之社會中堅人才，創造教學與研究並重之優質環境，開拓國內

與國際皆具之宏觀視野，成為具有國際競爭力之知名學府」為持續追求的目標。

本系成立於民國六十三年，為國內首創專責培育商業教育師資之學系。設

系之始，招收專科畢業生一班，修習三年課程；六十六學年度改招高商畢業生

一班，修習四年課程，並分設會計、國際貿易教學分組；七十九學年增設一班，

加設資訊管理教學分組；八十四學年成立研究所，招收碩士班學生；八十六學

年成立二年技術學系，修習三年夜間課程；八十八學年成立在職教師教學碩士

學位班；九十學年成立博士班、在職進修行政管理碩士學位班。另本系教學分

組之會計學程、國際貿易學程、資訊管理學程於八十九學年另行獨立為會計學

系、企業管理學系、資訊管理學系，隸屬管理學院。 
本系學士班九十六學年度起區分為商業經營領域及財務金融領域，碩士班

則區分為甲、乙二組招生，甲組主修人力資源與數位學習，乙組則主修財務金

融，博士班亦區分有財務金融、人力資源、及數位學習領域。九十八學年度起

碩士班甲組主修商業教育，乙組主修財務金融，博士班則分別主修商業教育及

財務金融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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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運用適合的分析策略以擬定發展計畫之結果為何？ 

一、清楚系所定位及發展目標 
全球金融環境迅速變遷，金融市場之國際化、自由化已蔚為潮流。由於我

國政府近年來推動亞太營運中心、全球運籌中心等政策，期藉由各種中心的發

展與金融制度的自由化、國際化，以突破經濟成長的瓶頸，維持我國經濟發展

奇蹟的美譽；另一方面由於國內大型企業對外投資案例日益增多、資金日趨龐

大，國際貿易亦趨繁榮，因此國內企業對匯率利率變動、資金規劃管理、金融

工具應用、規避風險等問題亦愈趨重視，故此，國內相繼成立眾多之證券商、

金融機構與保險公司，而其對高級財務金融專業人才之需求相當孔急殷切。在

我國政府戮力實行自由化與國際化的宏觀政策之下，財務金融領域是台灣近年

來發展最快速的一環。為因應國內環境之變遷與國際財金市場之潮流，不論是

政府機關、學術界與企業界，在財務金融領域均求才若渴。 
配合政府財經政策之發展以因應經濟環境變遷及市場人力需求，加上本系

教師同仁長期在財務金融領域方面的具體成效，清楚定位本系目前既有之發展

目標及特色以「財務金融」為主，並與現有課程設計及師資結構配合。原本之

師資培育學程仍予以保留，採外加方式進行，有興趣進行師培學生按照既定名

額，選讀教育學程並取得教師資格，不影響部分學生仍欲修習教育學程的機會。

此外，本系維持以高職生為主要學生來源，並配合院之發展，朝向科技學院的

目標來進行轉型。如此，在發展本系財務金融目標與特色下，亦維持原有之師

資培育功能。考量第一週期系所評鑑委員之建議，清楚定位系所名稱將使畢業

生未來職涯發展更加明確，避免學生在求職時讓業界常誤以為本系學生僅受師

資培育之訓練，而影響畢業生的出路，本系預計於 102 學年度更名為「財務金

融技術學系」，業經系、院、校務會議通過，於 100 年 12 月報教育部審查。 
二、校務發展重點及策略規劃 

本校已逐步轉型為綜合大學，財務金融學門為時下相當重要的學科，本系

於財務金融領域之課程規劃與發展，將使本校相關系所配置更為健全，與本校

朝向世界知名綜合大學發展之目標一致。 
本系配合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所設置之「金融證照與實務學程」，強調產學

合作，並加強實務教學及取得證照，使學生熟悉金融商品及投資工具實務，並

輔導及鼓勵學生取得國內外財務金融專業證照，是本系目前在積極進行的工

作。金融業目前注重之職業道德教育，本系從既有之商業教育出發，培養學生

具有財務金融專業知識與職業道德教育，可養成具有道德觀之專業金融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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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環境分析：運用 SWOT 分析策略檢視本系(所)內部情況與外部環境 

(一)優勢(Strength) 
1.師資結構：本系師資結構完善，專任教師專長涵蓋財務、商業教育、

管理及會計等領域，具培養財金整合分析及國際觀兼具的專業人才；

99 學年度新聘三位財務金融與會計教師，使本系課程的財金專業背景

更加穩固，且本系教師年輕，具備推動轉型之潛力。 
2.課程規劃：本系強調全方位課程規劃，除了強調財務理論的訓練與財

務實證的研討之外，配合教學卓越計畫設置之「金融證照與實務學

程」，強調產學合作，並加強實務教學，幫助學生取得財務金融證照，

致力於培養理論與實務兼具的專業金融人才。 
3.軟硬體設施：本系教學空間、硬體設備與圖書期刊充足，目前建置之

財金資料庫種類豐富，包括台灣經濟新報資料庫 TEJ(含大中華區)、時

報資訊、COMPUSTAT、ExecuComp 等國內外資料庫，資料庫內容涵

蓋全世界各主要國家股票、債券、期貨之交易資料、企業財務報表、

盈餘預測、創投及初次上市櫃等相關資料庫。 
4.創系時間：本系成立時間悠久，在學界、金融及證券業等擁有眾多校

友，校友凝聚力強。 
(二)劣勢(Weaknesses) 

過去商教系在商業教育領域位居領導的位置，基於高職商業類科教

師漸趨飽和，近年來本系積極朝財務金融方向轉型，相較於其他成立較

早的財金系所，本系之知名度不足，目前擬更改系名，以吸引更多優秀

的學者及學生至本校任教與就讀。 
(三)機會(Opportunities) 

1.經濟人才所需：國內經濟持續發展，金融相關產業面臨轉型，因此，

極需具有整合性財務金融知識之專才，本系所發展的全方位課程對學

生在未來就業提供更多的競爭優勢。 
2.地理位置：本校向來以替國家作育英才為己任，對於培養國家社會所

迫切需求的人才更是不遺餘力。本校身處中部地區經濟發展的重鎮，

也是彰化地區唯一的國立大學，鄰近的「彰濱工業區」、「中部科學工

業園區」為國內科技重鎮，並且緊鄰台中市；因此，未來產學合作機

會將日益頻繁。在優越精良之製造技術的背後，中部地區企業界與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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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金融業對財務金融人才需求殷切，以專業財務金融人才為其後盾，

來面對國際產業之競爭與挑戰。本系實有必要結合學校深厚之學術資

源，回饋於社會，擔負起培養優秀高級人才的任務並提供專業之訓練

服務。 
 (四)威脅(Threats) 

1.少子化：近年來國內出生率節節下降，大專院校則擴充快速，學生選

擇多元化，導致學校招生競爭日益激烈。 
2.競爭與挑戰：目前大學和技職院校財金領域競爭激烈，如何與已創立

多年的系所進行良性競爭並發展出本系特色，實為一大挑戰。 

 
圖 1-1-1  商教系(所)SWOT 分析圖 

四、商業教育學系(所)發展策略地圖 
本系(所)之整體發展乃從策略觀點出發，經由「系所定位及發展目標」、「校

務發展及策略規劃」及「SWOT 環境分析」，擬定本系(所)之發展願景、教育目

標、核心能力，及學生畢業後發展之重點行業、職務，及未來職涯方向，進而

規劃出執行策略、具體措施及成果目標；由上而下逐步展開，建構出本系(所)
之策略地圖(見圖 1-1-2)。 

(一)發展願景 
經由「國家經濟發展願景」、「產業人才需求」、「校務發展重點」之

內外在環境分析，建構出「兼具創新研究與永續服務之卓越教學單位」

之中長程發展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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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2  商業教育系(所)發展策略地圖 

(二)教育目標 
培養具備財金暨商管專業知識與能力、重視職業倫理與社會責任，

並能多元思考與終身學習的財務金融專業人才。 
(三)核心能力 

本系(所)之核心能力可分為三大類：專業多元、人文關懷與國際視

野，旨在培育出具備財金商管專業能力、資訊能力、問題解決能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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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能力、溝通協調能力、職業倫理觀念、社會責任觀念與語文能力的財

金專業人才，使學生「畢業即就業」。 
(四)執行策略及具體措施 

為有效達成本系(所)發展願景與教育目標，特擬定下列五大執行策

略及具體措施，並由各委員會負責推動與執行： 
1.策略一：專業課程 

(1)課程配合培育目標，兼顧產業需求 
(2)明訂學生核心能力，作為課程規劃方向 
(3)開設實務專業課程，提昇實務能力 
(4)滿足學生多元學習需求，設計選修課程 

2.策略二：專業教師團隊 
(1)師資配合發展願景、教育目標及課程規劃 
(2)依系務發展目標，增續聘任教師 
(3)依學識專長與業界經驗，聘任兼任教師 
(4)訂定獎勵辦法，激勵教師提昇實務及學術專長 

3.策略三：充足軟硬體設施 
(1)規劃充足學習空間，購置充分設備 
(2)訂定使用管理辦法，標準管理維護工作 
(3)定期維護保養，提高使用效率 
(4)依據發展需求，購置充足圖書期刊 

4.策略四：嚴控教學品質 
(1)適當授課鐘點，確保教學品質 
(2)明確教學大綱，即時上網公告 
(3)學習導師制度，全面學生關懷 
(4)教學評量調查，適時檢討改進 
(5)製作數位教材，落實 e 化學習 

5.策略五：產學支援教學 
(1)運用產官學資源，充實教學實習活動 
(2)教學與研究搭配，落實全方位產學合作教學 
(3)透過產學校外實習，提早體驗職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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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成果目標 
1.學生成就目標 

第一、透過「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學士學生外語能力畢業門檻實施辦

法」，由要求及提供鼓勵二個管道，透過本校語言學習中心之網路資源

及校園英語咖啡教學坊，協助同學強化外語能力；第二、藉由「國立彰

化師範大學資訊能力檢定畢業門檻實施辦法」，強化學生電腦資訊能

力，並提升社會競爭力及確保教育品質；第三、配合教育部教學卓越計

劃，本系於 97 年開辦「創新與創業管理學程」，100 年度開辦「金融證

照與實務學程」，依學程性質不同，本系常定期、不定期舉辦各種主題

活動與實務專題演講，以提供學生課外學習之成長機會。 
2.教師研究目標 

學校及本系提供了完善的研究環境與制度以激發教師研究潛能，鼓

勵教師積極從事研究，制定各類研究相關的獎勵補助辦法，以提升教師

研發能量與學術水準，請參閱表「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教師研究成果獎勵

辦法」、「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新進教師專題研究費補助辦法」以及「國立

彰化師範大學教師與研究人員參加國際學術會議或展演補助辦法」。 
(六)學生畢業職涯發展 

本系畢業生未來職涯發展大致可分為三大類：財務金融專業人才、

經營管理顧問師與商業經營科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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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 

本系(所)學生核心能力之訂立，是依據各學制學生未來之產業需求差異，以

及校院系三個層級的教育目標，就校院系三層級的分工與協調，以訂立學生之

核心能力指標。 
一、本系(所)訂立核心能力指標之具體做法 

本校依據「100 學年度教學卓越計畫 A21『建構全校課程回饋機制．落實學

生核心能力指標編製子計畫』於 2011 年 4 月間進行，於 2011 年 5 月提出「課

程規劃機制說明與既有課程分析報告」，報告指出本系學生核心能力之具體做法

為： 
(一)釐清課程機制之基本理念 
(二)應用課程機制進行系所課程分析之執行狀況 

1.進行校院系所核心能力之調整以建立校院系所三層級對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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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進行課程規劃與生涯發展之師生調查報告。 
3.蒐集國內外專業教育組織課程認證規範中關於專業知識領域與核心能

力資料。 
4.進行既有整體課程架構之初步分析。 
5.進行既有個別課程資料之初步蒐集。 

 

圖 1-2-1  「校院系(所)訂定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流程圖 
二、本系(所)人才培育目標 

本系(所)畢業生可從事的工作相當廣泛，依據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

「中華民國職業分類典」其代表性工作職稱可分為 3 大類：商業經營科教師、

財務金融專業人士及經營管理顧問師。在商業經營科教師部分：可投入職場之

職務大多為中等學校之商業概論、經濟學、會計學、及行銷學等職業科目授課

教師。財務金融專業人士部分：則以擔任證券分析師、理財規劃師、及財務部

經理為主。在經營管理顧問師方面，主要受企業之委託，接受諮詢或為企業做

診斷，做經營分析，提供改善方案，在方案實行中，對企業所屬員工施行教育、

援助、指導之人員屬之。在商業教育學系代表性工作所需能力分析，如表 1-2-1 
「商業教育學系(所)代表性工作所需能力」分析表所示。 

表 1-2-1  「商業教育學系(所)代表性工作所需能力」分析表 

代表性工作職稱 工作名稱 所需能力 

1.商業經營科教師 

1.商業概論教師 
2.經濟學教師 
3.會計學教師 
4.行銷學教師 

1.一般能力 
(1)各單位人際溝通與協調 
(2)電腦基本操作 
(3)問題分析與解決 

2.專業能力 
(1)提供學生諮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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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促使教育資源有效運用 

2.財務金融專業人士

1.證券分析師 
2.理財規劃人員 
3.信託業務員 
4.證券商高級業務員 
5.投信投顧業務員 
6.期貨商業務員 
7.財務部經理 
8.外匯交易員 
9.財務金融業匯兌員 
10.記帳士 

1.一般能力 
(1)專業道德層面能力 
(2)迅速確實之工作能力 

2.專業能力 
(1)具經濟學相關知識 
(2)具數量方法等相關概念 
(3)財務報表分析能力 
(4)公司財務分析能力 
(5)選擇性投資分析能力 
(6)權益證券分析能力 
(7)債務證券分析能力 
(8)投資組合管理能力 
(9)衍生性商品分析能力 
(10)績效評估及報告能力  

3.經營管理顧問師 

1.企業管理師 
2.生產顧問師 
3.資訊顧問師 
4.企業經營診斷師 
5.諮詢師 
6.輔導顧問師 

1.一般能力 
(1)跨部門溝通與協調 
(2)財務分析 

2.專業能力 
(1)內外部環境資訊分析 
(2)政策制定與策略規劃 
(3)經營與管理規劃 
(4)企業員工教育訓練 
(5)企業問題分析與診斷 

三、本系(所)教育目標之訂定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秉持「創新、務本、專精、力行」之校訓，以追求「成

為兼具卓越教學、創新研究、永續服務的一流大學」為發展願景。並以「培育

專業與通識兼備之社會中堅人才，創造教學與研究並重之優質環境，開拓國內

與國際皆具之宏觀視野，成為具有國際競爭力之知名學府」為持續追求的目標。

本系教育目標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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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學部課程以財務金融為主，兼具資訊科技與教育學程，其目標為： 
1.強調金融理論及公司財務策略規畫之整合學習，並結合專業理論與實

務技能之學習，使學生具備財務、金融素養及金融操作之技能。 
2.培養同學具備電腦素養及網路科技能力，以促進管理效率的提昇。 
3.持續更新各類專業學程及通識課程，使能配合金融環境之變革，培養

具有人文素養、邏輯分析、規劃統整及實務操作能力之現代化財務金

融專業人才。 
(二)碩士班課程分為商業教育與財務金融兩大領域，並可視學生需求外加教

育學程；博士班課程則分為商業教育、財務金融、人力資源等三大領域。

研究所之教學目標為：  
1.依學生學習領域，加強各學門之專業技術，注重教學研討與專題製作，

強化學生「專題報告」撰寫能力，以培養學生獨立研究及發表論文的

能力。 
2.強化學生外語能力，使能因應各種學門之國際趨勢，並具備該趨勢之

實務操作能力。 
3.加強各領域之教學與研究的發展創新，以因各領域日新月異的趨勢。

四、本系(所)校院系三級核心能力對應表 
表 1-2-2  商業教育學系(所)校院系三級核心能力對應表 

校素養 校核心能力 技職學院 
商業教育系
大學部、碩士
班、(博士班)

基本素養 核心能力 核心能力
A 
專 
業 
多 
元 

A1 專業知能    
A11 基本學習知能  
A111 基本語文能力
（含 CEF 檢定所需
能力） 

A111_1 語文能
力 

A111_1 語文與
資訊能力(1/2) 

 

A1113 專業英文之
閱 、寫作、簡報 

A1113_1 具備專
業英文閱讀能力
A1113_2 具備專
業領域英語論文
寫作之能力(博)

A112 基本資訊能力 
(含基本資訊檢定相
關能力）

A112_1 語文與
資訊能力(2/2) 

A112_1 具備數位
素養之能力 
   

A12 核心專業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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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28 瞭解與應用技
職專業知能 

A128_1技職專
業素養與教育
專業素養

A128_1專業知
能 

 

A1282 商學基礎 A1282_1 具備財
金 專 業 知 識
A1282_2 具備商
學研究與教學能
力(博) 
A1282_3 具備發
展教育訓練能力
(博) 

A13 實務應用與專
業整合 

A13_1 實務運
用與實踐 

A13_1 實務運
用與實踐能力 

A13_1 具備財金
專業技能 
A13_1 具備跨領
域知識整合的能
力(博) 
A13_2 具備財務
金融實務的能力
(博) 

A133 綜合多元理論
或實務取向（或典
範、模式、區域性潮
 、風格） 

A133_1 具備統整
財金資訊與財金
軟體運用 力 

A2 創新思考 A2_1 具備獨立研
究與資料分析之
能力(博) 

A21 科學精神/獨立
思考與判斷 

A21_1 具有多元
思考與分析解決
問題的能力

A22 創新/研發精神
與能力 

A22_1 創新與
研發

A22_1 創新與
實踐

  

B 
人 
文 
關 
懷 

B1 自我成長  
B11 自我學習 B11_1 自我成

長 
B11_1 終身學
習 

B11_1 具備終身
自我學習成長之
能力。 

B13 發展個人優勢
或特色 

B13_1 具備發展
正向個人特質 優
勢之能力。

B2 溝通合作  
B21 溝通協調 B21_1 溝通合

作 
B21_1 協調合作
與溝通表達之能
力 

B31 社會責任與專
業倫理 

B31_1 服務社
群之倫理與責
任

B31_1 服務社
群之倫理與責
任

B31_1 具有職業
倫理與社會責任
之觀念 

C C1 多元文化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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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際 
視 
野 

C11 國際/全球視野 C11_1 具備國際
視野、關心國際時
事 

C12 理解與尊重多
元文化 

C12_1 多元文
化參與

C12_1 多元文
化參與

C12_1 具備尊重
多元文化之態度。

五、本系(所)之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建立與修訂結果 
(一)教育目標 

培養具備財金與商管專業知識與能力、重視職業倫理與社會責任，

並能多元思考與終身學習的財務金融專業人才。 
(二)核心能力 

本系大學部、碩士班之核心能力如下圖 1-2-2 所示，而博士班之核

心能力則表如圖 1-2-3。 

圖 1-2-2  商教系大學部(碩士班)核心能力 

 

圖 1-2-3  商教系博士班核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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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之宣導機制與師生對其了解程度為何？ 

為協助本系師生充份瞭解本系之教育目標及核心能力，本系之宣傳機制的

實施對象包含了學生及教師二個群體，進行宣導，並且編制問卷，以本系師生

為對象，進行課程規劃與生涯發展之問卷調查，以提供對於師生瞭解程度的回

饋。 
一、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之宣導機制 

就學生而言，學生是教育目標的受益主體，也是培養核心能力的對象。對

於本系教育目標的宣傳機制，在學生入學之前，本系透過本系全資訊網站的招

生資料、招生考試的科系簡介、推甄簡章及考試簡章，進行書面的介紹。在新

生錄取後，則利用家長日、新生訓練向學生及家長進行宣導。 
在學生入學後，本系的任課教師，在教學大綱中，納入該課程所要培養的

核心能力，進行介紹。而教學內容、成績評量方式，亦由任課教師以本系「核

心能力指標與檢核機制及標準雙向細目檢核表」，選定成績評量方式，明定於教

學大網之中。 
二、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之回饋機制 

為衡量本系所教職員與學生對教育目標的認知與認同，系上設計問卷調

查。回收有效問卷包含博士班 5 份、碩士班二年級 23 份、碩士班一年級 30 份、

大學部四年級 36 份、大學部三年級 38 份、大學部二年級 34 份、以及大學部一

年級 34 份等共 200 份。問卷內容包括教學目標認知度、教學目標認同度、核心

能力認知度、核心能力認同度等問題。問卷登錄採李克特五等量表方式，非常

同意或非常滿意為 5、同意或滿意為 4，普通為 3、不同意或不滿意為 2，非常

不同意與非常不滿意則為 1。 
資料顯現本系大學部同學對於系概況、教育目標以及核心能力之認同度與

認知度皆以一年級最高，碩士班一年級在上述各項指標上也高於二年級學生；

此結果是否可能是因為自 100 學年度以來系內積極進行相關的宣導與舉辦相關

活動，因而增進新生對於各項資訊的認知，確實情況有待進一步觀察。 
在學生核心能力自我評鑑上，可看出年級愈高則該指標愈高，或許可解釋

為在經過系內或校內之學習後，學生自我肯定其核心能力確有提升。然另一方

面，學生對於核心能力之自我評鑑皆明顯低於認同度，顯示其對於同儕之評價

高於自己，此結果雖有可能出自於謙虛保守，但就客觀角度而言，或許本系學

生之核心能力評價可能較自我評鑑更高。統計結果顯示，各項指標之認知度與

認同度皆具有一定的正向關係，教育目標認知度與認同度更呈現高度相關，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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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本系概況、教育目標及核心能力等有愈多認知的同學，其認同度也愈高。換

言之，若能有效提升學生對於各項指標之認知，應也可連帶提昇其認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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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 

一、本系(所)課程規劃機制之基本理念 
本系依據校課程委員會所制定的課程發展與回饋機制圖，以及教務處、畢

輔室、工學院 IEET、教卓中心及各系所相關單位，形成「學生學習成效導向課

程規劃與檢核雙向機制圖，所建構之全校性課程發展與回饋機制具有(以下簡稱

雙向機制圖)兩個特色：(1)以學習者之學習成效為核心與(2)以多元關係人（學

生、畢業生、雇主、從業人員）意見作為回饋機制。 

 

圖 1-4-1  本校課程發展與回饋機制圖 
(一)計畫面：系所如何根據教育目標訂定學生畢業應具備之核心能力，並轉

化成具統整性與系統化之課程規劃與設計。 
(二)執行面：系所根據所定之核心能力及其對應之課程設計，在「教師教學

與學習評量」與「學生輔導與學習資源」之實際作為。 
(三)檢核面：系所在學術與專業之表現與畢業生表現之具體成效。 
(四)行動面：系所在整體運作過程中，檢核學生學習成效後發現之問題，如

何進行品質改善與改善之成效，以及針對第一週期系所評鑑結果的持續

性品質改善之作法與成果。 
「學生學習成效導向課程規劃與檢核雙向機制」包含四個部分，從左方沿

逆時針方向依序展開「校院系所規劃課程」、「內部迴圈：在校生學習成效之回

饋機制」、「外部迴圈：畢業生生涯發展能力之回饋機制」以及「校院系所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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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饋」（上方偏左紫色區塊）等四大階段，最後再回到「校院系所規劃課程」，

形成完整的規劃與回饋迴圈。 
二、本系(所)課程之規劃與修訂過程 

本系於 99 學年度第 1 學期，依據校院系核心能力之三級對應關係，進行本

系核心能力的整理，以對應「校院系所訂定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如圖 1-4-2
「系所課程規劃」流程圖。 

 

圖 1-4-2  系所課程規劃流程圖 
三、本系(所)課程規劃回饋修訂過程 

本系於 99 學年度第 2 學期依據本校教學卓越計畫的規劃，進行既有課程架

構之回饋與修訂，藉由邀請本系(所)任課教師填寫「課程綱要表_教卓」檔案，

蒐集任課教師對系所教育目標、核心能力以及專業知識領域的修改建議，以檢

視個別課程與教育目標、核心能力、專業知識領域之間的關聯程度是否合理，

並檢討本系的課程規劃是否達到本系的核心能力指標，以為本系未來課程架構

調整之回饋機制。 

 
圖 1-4-3  系所課程修訂流程圖 

四、本系(所)開設課程之課程目標與系教育目標及系核心能力關聯性 
為檢視本系(所)之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落實於本系(所)開設之課程中，任課

教師於課程大綱中完成開設課程之課程目標與系教育目標、核心能力關聯表，

並上傳至本校教務系統。「課程目標與系教育目標、核心能力關聯表」，舉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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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 1-4-1。藉由完成以檢視個別課程與教育目標、核心能力、專業知識領域之

間的關聯程度，本系課程委員會，依據本系之核心能力指標，建立核心能力與

本系課程之間的連結關係，進行後續之課程規劃與設計。 
表 1-4-1  課程目標與系教育目標、核心能力之關聯表    

科目名稱：金融創新專題 
  系教育目標 系核心能力 

課程目標 O1 O2 O3 
單項百

分比

(%) 
A1 A2 A3 A4 A5 A6 A7 

單項百

分比

(%) 
1.瞭解各種新金融

商品之原理與結構 
● 

  
14.29 ● 

      
6.67 

2.瞭解新金融商品

之發展趨勢及其設

計方法 
● 

  
14.29 ● ● 

     
13.33

3.瞭解新金融商品

之操作策略及風險

管理 
● 

  
14.29 ● ● 

     
13.33

4.具備閱讀新金融

商品相關重要期刊

論文之能力 
● 

  
14.29 ● 

     
● 13.33

5.具備進行新金融

商品相關研究之能

力 
● 

  
14.29 ● ● ● 

    
20.00

6.能清楚認知學術

倫理並完成課程作

業 
 

● 
 

14.29
   

●
 

● ● 20.00

7.能利用、老師、圖

書館及網路等資源

解決課程問題 
  

● 14.29
  

● 
 

● 
  

13.33

單項百分比(%) 71.43 14.29 14.29 33.33 20.00 13.33 6.67 6.67 6.67 13.33
合計 100.00 100.00 

系教育目標 
O1. 具備財金與商管專業知識與能力(71.43%) 
O2. 重視職業倫理與社會責任(14.29%) 
O3. 多元思考與終身學習(14.29%) 
系核心能力 
A1. 具備財金、商管專業知能(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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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具備統整財金資訊與財金軟體運用之能力(20%) 
A3. 具備多元思考與解決問題之能力(13.33%) 
A4. 具備團隊合作與溝通協調之能力(6.67%) 
A5. 具備終身自我學習成長之能力(6.67%) 
A6. 具備職業倫理與社會責任之觀念(6.67%) 
A7. 具備國際觀與外語能力(13.33%) 

 

1-5 課程地圖建置與實施情形為何？ 

課程地圖的建置目的，在建構本系課程之間的連結關係，以做為本系各學

期開課能否與本系期望達成之核心能力的檢視機制，因此，本系課程地圖的建

置過程，是依據下列步驟來進行。首先，本系課程委員會，依據本系之核心能

力指標，建構「核心能力指標與課程雙向細目檢核表」，以建立核心能力與本系

課程之間的連結關係，並規範課程需達成之教學目標。其次，為建立課程、核

心能力指標、檢核機制及檢核標準四項層級之間的連結，本系課程委員會進行

「核心能力指標與課程雙向細目檢核表」之建構與修訂，對於本系課程與核心

能力、核心能力指標、核心能力檢核機制，以及核心能力指標與檢核標準之間

的學習順序與邏輯，本系建立本系核心課程之間的學習順序關係，成為課程地

圖。 
一、本系核心能力指標與課程雙向細目檢核表 

本系核心能力與本系課程之間的對應關係，是透過「核心能力指標與課程

雙向細目檢核表」，如表 1-5-1 來表達。例如依據本系「核心能力指標與課程雙

向細目檢核表」之設計，統整財金資訊與財金軟體運用之能力之培養，是透過

財務經濟、計算機概論、電子商務、商業應用軟體、商業經營科教材教法、商

業經營科教學實習、商業教育概論、商科教材教法專題、不動產投資、期貨與

選擇權、財務理論、財務實證研討、國際財務管理、國際投資、公司治理、財

務管理、公司理財、投資組合分析、投資學、債券分析、財務報表分析等課程

來達成。 
表 1-5-1  核心能力指標與課程雙向細目檢核表(大學部) 

          
       核心能力 
 
 
 
對應課程 

A1 具

備 財

金 暨

商 管

專 業

知 識

與 能

A2 具備

統 整 財

金 資 訊

與 財 金

軟 體 運

用 之 能

力 

A3 具備

多 元 思

考 與 解

決 問 題

之能力 

A4 具備

團 隊 合

作 與 溝

通 協 調

之能力 

A5 具備

終 身 自

我 學 習

成 長 之

能力 

A6 具備

職 業 倫

理 與 社

會 責 任

之觀念 

A7 具備

國 際 觀

與 外 語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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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微積分、統計學 ●    ●    ●     
經濟學、個體經濟

學、總體經濟學 
●    ●    ●  ●   

貨幣銀行學 ●    ●         
財務經濟 ●  ●  ●         
計算機概論、電子商

務、商業應用軟體、

商業經營科教材教

法、商業經營科教學

實習、商業教育概

論、商科教材教法專

題 

●  ●  ●    ●  ●   

會計學 ●    ●  ●      ● 
管理會計、成本會計 ●    ●  ●  ●     
管理學、企業倫理、

行銷學、知識管理、

商事法、人力資源管

理、人力資源發展、

商業溝通、國際人力

資源管理、組織行為 

●    ●  ●  ●  ●  ● 

不動產投資 ●  ●        ●   
不動產財務分析 ●        ●  ●   
期貨與選擇權、財務

理論、財務實證研討 
●  ●  ●        ● 

國際財務管理、國際

投資 
●  ●  ●  ●  ●    ● 

公司治理、財務管

理、公司理財、投資

組合分析、投資學、

債券分析 

●  ●  ●  ●  ●  ●  ● 

財務報表分析 ●  ●  ●  ●  ●  ●   

二、本系(所)課程地圖 
以大學部課程地圖為例，如圖 1-5-1 所示。本系(所)課程地圖的目的，在檢

視本系核心課程之間的邏輯關係，希望透過不同年級、學期課程之間的學習先

後順序。對於學生學習而言，課程地圖提供了選修課程選課順序的建議，對於

師長開課而言，課程地圖可提供本系做為檢視各學期開設課程邏輯性、順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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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完整性的檢核機制。 

圖 1-5-1  商教系大學部課程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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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依據第一週期系所評鑑結果與建議，確定教育目標並擬訂發展計畫之結果為

何？ 

第一週期訪視建議，有關教育目標及發展計畫之建議計有三項，分別說明

後續改善執行情形如下： 
一、培育國際化與科技化知能係該系教育的重要目標，目前系上較強調課程規

劃方面提供這兩方面的知識與訓練，惟相關的具體配套措施仍可加強；例

如國際化的部分，可要求學生於就學期間通過相關的外語認證(如 TOEFL、
TOEIC、全民英檢等)；在科技應用方面，可輔導學生取得各項資訊技術證

照。 
本系採納建議，並採取下列管道以培育學生之國際觀與科技化知能： 

(一)外語認證 
英文檢定的門檻「多益(TOEIC)、全民英檢、托福(TOFEL)等)，已

於系務會議討論過，通過檢定者給予獎勵，並配合課程鼓勵學生利用圖

書館外語視聽器材，本系會具體落實以強化學生外語能力及國際觀。本

校於 99 學年度第一學期通過並訂立「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學士學生外語

能力畢業門檻實施辦法」（見附件），由要求及提供鼓勵二個管道，設法

提高同學的英語能力。並透過本校語言學習中心之網路資源及校園英語

咖啡教學坊，協助同學強化外語能力。 
此外，為加強學生英語能力，於 100 學年度全英語授課課程-碩士班

商業溝通、人力資源管理課程，以增進學生專業知能的說、寫、聽英文

能力。 
(二)科技應用 

配合本校於 96 學年度第二學期通過與訂立之「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資訊能力檢定畢業門檻實施辦法」（見附件），以強化學生電腦資訊能

力，並提升社會競爭力及確保教育品質。 
(三)協辦 2006 全球管理新環境國際學術研討會與 2011 全球管理新環境─綠

能環保國際學術研討會 
邀請國際學者蒞校演講與交流，以協助同學掌握國際財金、管理、

商業教育專業發展脈動。 
二、該系強調二數位與網路科技能力的培養，目前師資方面尚可支應課程上的

需求，但網路交易與電子商務課程似宜強化，以因應社會與時代的需求。 
(一)設備：運用在職進修之回饋款並努力爭取校內外經費購買相關設備，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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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鼓勵學生修習相關系所的課程，以加強此領域的能力。 
(二)師資：協商校內電子商務相關課相關領域老師至本系開課，且電子商務

亦於 96 學年度列為必修課程。 
(三)國際交流：99 學年度邀請德國柏林應用科技大學師生(姊妹校)至本系訪

問並參加數位科技能力座談，以師生互訪方式加強交流並協助學生吸收

此一領域新知。 
三、高職商業師資的需求逐漸降低，就業機會困難，該系定位問題宜及早定位，

作審慎的規劃，使系名與教學實質內容相一致。 
本系採納意見，提出並完成「一 0 二學年度申請更名『財務金融技術學系』

計畫書」，經系、院、校務會議通過，已報部提案申請之。本系基於以下三點理

由，本系更名為「財務金融技術學系」。 
(一)配合社會國家發展之需求。 
(二)更名為「財務金融技術學系」有助於畢業生未來出路之發展，並能減少

本系招生之困擾。 
(三)本系之師資、課程規劃、軟硬體設施已具備轉型為財務金融技術學系之

條件。 

特色 

本系(所)特色大致可分為五大項，一、專業與高素質之師資；二、豐富與多

元的課程設計；三、積極推動國際學術交流；四、優質之學習空間與環境及五、

完善之教學與研究獎勵措施。茲將各項特色整理分述如下： 
一、專業與高素質之師資 

本系專任教師專長涵蓋財務、商教、管理及會計等領域，以培養財金整合

分析及國際觀兼具的專業人才。對兼任師資之聘任，考量專長領域能與本系專

任師資互補為主，並借重兼任教師之業界實務經驗，與專任師資之學術專長互

相配合；專長涵蓋銀行、保險、證券、法律等財金相關領域的專業人士，均在

其專業領域涉獵極深，擁有豐富的實務經驗，以及對金融市場與經濟理論的透

徹瞭解，故其授課內容與本系培育目標及課程要求相符，學生在其中學習，有

助於養成全方位專業知識的財金人才。99 學年度陸續增聘三位財務金融與會計

專任教師，使課程安排更具完整性。 
二、豐富與多元的課程設計 

本系進行全方位課程規劃，除了強調財務理論的訓練與財務實證的研討之

外，配合教學卓越計畫設置之「金融證照與實務學程」，強調產學合作，並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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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教學，幫助學生取得財務金融證照，致力於培養理論與實務兼具的專業金

融人才。原本之師資培育學程仍予以保留，採外加方式進行，有興趣進行師培

學生按照既定名額，選讀教育學程並取得教師資格，不影響學生仍欲修習教育

學程的機會。在發展本系財務金融目標與特色下，亦維持原有之師資培育功能。

三、積極推動國際學術交流 
為擴展與國際間知名學府之學術交流，將朝國際化方向努力，目前與大陸

北京林業大學、德國柏林應用科技大學等締結合作關係(加入北京林業大學曹芳

萍 &金笙兩位客座教授、Professor Jurgen Sieck 去年 3 月來訪的資料、溫玲玉教

授 99 學年度教授研究休假至兩校擔任客座教授，且目前為北林大的特聘教授)，
本所之國際學術交流活動十分頻繁，多次獲得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國科會等

多項補助。辦理國際型會議，鼓勵師生積極參與國際研討會與參訪，促進國際

化之推展。為培育具備國際視野之專業人才，本所尤其強調國際學術交流。 
四、優質之學習空間與環境 

為提供學生討論與研究空間，於本校進德與寶山校區皆設置研究室、研討

室。同時配合學生的需求，不斷地更新資訊設備，保持相關器材良好的使用狀

態。 
本系目前建置之財金資料庫種類豐富齊全，包括台灣經濟新報資料庫

TEJ(含大中華區)、時報資訊、時訊避雷針 IDM 資料庫、情報贏家-財經資料庫、

COMPUSTAT（含 Global Vantage）、Wall Street Journal、ExecuComp 等資料庫，

資料庫內容涵蓋全世界各主要國家股票、債券、期貨之交易資料，及財務報表、

盈餘預測、創投、初次上市櫃等相關資料庫。 
五、完善之教學與研究獎勵措施 

有鑒於國際專業證照時代來臨，促進本系學生們對特許財務分析師（CFA）

及風險管理師（FRM）等國際財金專業證照之重視與報考；另本系獲教育部教

學卓越計畫之補助，成立「金融證照與實務學程」，提供本系及校內他系學生之

財金證照輔導機制與考照管道，增進學生未來就業之競爭力。本系亦訂定考照

補助，提供金融業實習及產學合作機會，使學生在課堂上財務理論求知之餘，

更能與金融相關企業培養良好之互動關係。 
問題與困難 

1. 過去商教系在商業教育領域位居領導的位置，基於師資培育法的改變以及高

職商業類科教師漸趨飽和，加上少子化衝擊，使得本系畢業生在教職方面求

職困難度提高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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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承接上述問題，近年來本系積極朝財務金融方向轉型，相較於其他成立較早

的財金系所，本系之知名度不足，如何吸引更多優秀的學者及學生至本校任

教與就讀，並發展出本系特色，實為一大挑戰。 

改善策略 

本系擬更改系名為「財務金融技術學系」，強調財金與實務之結合，且保

留師資培育之功能。加上本系目前師資結構專長涵蓋財務、人力資源、商業教

育及會計等領域，具備培養財金整合分析及管理兼具的專業人才。此外，99 學

年度新聘三位財務金融與會計領域教師，顯示本系教師年輕，具備推動轉型之

潛力。 

總結  

本系強調校院系連貫之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在課程設計上符合校院系三

級核心能力之對應，反應課程發展與回饋機制，培養具備財金與商管專業知識

與能力、重視職業倫理與社會責任，並能多元思考與終身學習的財務金融專業

人才。 
本系強調全方位課程規劃，除了強調財務理論的訓練與財務實證的研討之

外，配合教學卓越計畫設置之「金融證照與實務學程」，強調產學合作，並加強

實務教學，幫助學生取得財務金融證照，致力於培養理論與實務兼具的專業金

融人才，使畢業生更具就業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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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二：教師教學與學習評量 

評鑑內涵 確保學生學習成效機制之教師素質面，包括教師之遴聘與學術專長能符

合系所教育目標之需求。為使教師之教學與學習評量能確保學生核心能

力之達成，而對教師教學品質能有一套健全之教學評鑑機制，以促進教

師專業成長。 

評鑑效標 2-1 專、兼任教師之數量與學術專長，符合系所、學位學程及在職專班

教育目標及滿足學生學習需求之情形為何？ 
2-2 專任教師之結構與流動之情形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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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法之情形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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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形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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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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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量方法之情形為何？ 
2-7 教師配合課程需求，進行實務教學之成果為何？(在職專班) 

現況描述 
本系為確保學生學習成效，積極加強商業專業、共同學科及通識學科教學。大學

部商業專業學科內容以財務金融為主，學生亦可修習教育學程；教育學分外加在畢業

學分。研究所包含碩士與博士學位，以商業教育與財務金融分組教學。近年來新聘師

資均能配合商業教育、財務金融領域的教學需求。在產學合作方面，除了提供財務金

融與管理方面的相關專業教育外，也積極與產業界進行產學合作計畫，提供學生參訪、

實習、就業諮詢等輔導。系上亦加強推動多元化的教學活動，近年來舉辦的各種實務

應用、就業諮詢等成長營與座談會，均具特色與成效。 
本系大學部、碩士班、博士班之課程設計以國際化、科技化、產學合作、及獨立

學習為原則，其教學設計則力求活潑性、互動性、時效性與實務性，除能提高學生參

與外，並能將適時導入各學門之專業刊物內容為教材，且可結合投資實務，進行實做

模擬競賽，使同學們能兼顧理論與實務；本系並加強官產學訓等建教合作，落實實務

教學，強化學生學以致用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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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專、兼任教師之數量與學術專長，符合系所、學位學程及在職專班教育目標及滿足

學生學習需求之情形為何？ 

一、教師數量 
本系依據教育目標與課程開設需求，兼顧學術領域與未來發展方向，並考量學生

規模。每學期依課程需求，聘用多位具豐富專業實務經驗之兼任教授，教授實務性課

程。本系專任教師共 12 位。其中包含教授 4 位、副教授 2 位、助理教授 5 位、以及講

師 1 位。本系專任師資員額之結構完整且流動率低，穩定性高。另聘有兼任教師 21 位，

其中教授 9 位、副教授 1 位、助理教授 8 位、講師 3 位。目前學生人數，大學部學生

151 位，碩士班學生有 51 人，博士班學生有 12 人，碩士在職專班 81 人，延畢生 29
人，共計 324 名。學生數與教師人數之比例分別為 29.84 和 15.73，低於教育部規定之

40 和 20，顯示本系目前生師比符合教育部之要求。詳細學生人數及生師比統計請見表

2-1-1。 
表 2-1-1  100 學年度商教系生師比統計表 

學生人數 教師人數 生師比1 生師比2
大學部 碩士班 博士班 在職專班 專任 兼任 

151 51 12 110 12 12 29.84 15.73 
註1：學生人數統計至100年11月1日止，延畢生於計算生師比時不予加權計算。 

註2：生師比值1--學系、研究所之加權學生數除以專兼任師資總和應低於40（兼任教師以4名折算1名專任計。但以兼任

計列之教師，除美術體育折算數不得超過實際專任教師數之1/2外，餘折算數不得超過實際專任教師數之1/3）。 

註3：生師比值2--學系、研究所之日夜間學制博碩士生數(不加權)除以專任助理教授級以上師資總和(不含兼任折抵)應

低於20。 

二、教師學術專長 
本系教師在教學與研究方面皆具豐富之經驗，專長皆與商業教育與財務金融專業

相關領域一致。本系對於專任教師授課課程之安排，以尊重教師意見為優先考量，落

實授課教師得以依自己專業與研究領域來選擇教授課程，達到教學相長之目的，且教

師開授課程是否與學術專長相符，尚需經系教評和系務會議審核。 
另外本系設有課程委員會，負責規劃與設計本系所開設之專業必、選修科目，課

程委員會之成員，除本系教師代表外，尚包括學生代表以及業界和畢業校友代表（見

附件），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技職學院商教系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課程委員會每學期

至少召開一次，審議本系課程基本原則及發展方向、課程結構，因此所開設之課程不

僅符合系所培育專業及高階人才的教育目標，同時也納入校友及學生的意見，應足以

滿足學生需求（表 2-1-2 為 97-100 學年度課程委員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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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2  歷年課程委員會成員一覽表 

學年度 97 98 99 100 

本系 
課程委員 

陳信憲老師 陳信憲老師 吳明政老師 吳明政老師 
胡金源老師 郭志安老師 陳信憲老師 陳信憲老師 
陳美紀老師 陳文義老師 陳美華老師 林淑惠老師 
林淑惠老師 宋美妹老師 郭志安老師 郭志安老師 
郭志安老師 - - 謝企榮老師 
程于芳老師 - - - 
陳文義老師 - - - 
宋美妹老師 - - - 

校外委員 
業界代表 

陳育成老師 陳育成老師 陳育成老師 陳育成老師 
林經理道皇 林經理道皇 廖副總義芳 廖副總義芳 

學生代表 黃淑英(會長) 葉晏甄(會長) 李佩蓉(會長) 陳郁(會長) 
楊智閔(碩班) 盧薇雅(碩班) 黃品茲(碩班) 蔡瑋瀚(碩班) 

表 2-1-3 為目前本系專任教師學歷專長，表 2-1-4 為目前本系兼任教師學歷專長表

中顯示本系教師皆以其專長開設相關課程，所開設的課程皆符合本系教育目標。 

表 2-1-3  本系專任教師之學術專長及開課情形統計表 

職  稱 姓名 最高學歷 學術專長 開課名稱 

教授兼系

主  吳明政 
國立政治大學財

務管理研究所博

士 

無形資產評價、經理人薪

酬、公司治理機制 

期貨與選擇權、金融市場、商業實

務、債券分析、金融創新專題、衍

生性金融商品專題、固定收益金融

商品專題、財務工程專題 

教授 溫玲玉 
美國密蘇里大學

商業教育學研究

所博士 

商業教育、人力資源管理、

教育訓練、商業溝通、知識

管理 

商業教育理論與實務專題、商業教

育專題討論、商業教育測量與評鑑

專題研究、商業溝通專題研究、知

識管理專題研究、組織行為專題研

究、領導理論專題研究、書報討

論、商業教育理論與實務、商業教

育教學策略、商業教育測量與評

鑑、商業溝通、知識管理、組織行

為、領導理論、人力資源管理、人

力資源發展、國際人力資源管理 

教授 陳信憲 
美國州立南達科

塔大學商業教育

學研究所博士 

財金教育、商業教育、投資

管理、教育財政、行為財務

投資學、投資組合管理、行為財務

學專題研究、高等投資學專題研

究、財務金融研討專題、財金教育

專題研究、商業教育專題討論、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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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財政學專題研究 

教授 陳美華 
美國州立南達科

塔大學商業教育

學研究所博士 

財金教育、商業教育、財務

管理、公司財務、企業倫理、

企業評價 

商業教育專題討論、商業教育理論

與實務、高等技職教育研究法、財

務管理、公司理財、企業評價、企

業倫理專題研究 

副教授 林美純 
國立彰化師範大

學商業教育研究

所博士 

商業教育理論與實務、質性

研究方法與資料分析、教學

設計理論與實務 

數位教學設計專題研究、商業教育

課程設計專題研究、商業教育測驗

與評量專題研究、質性研究法、管

理心理學專題研究、商業與管理群

教材教法、商業與管理群教學實

習、商業教育概論、生涯規劃 

副教授 林淑惠 
國立台灣大學財

務金融研究所博

士 

公司治理、經理人酬勞、公

司理財 

財務報表分析、商業實務、國際財

務管理、商業實務、國際投資專題

研究、個體經濟學、國際投資、計

量經濟專題研究 

助理 
教授 郭志安 

國立政治大學財

務管理研究所博

士 

財務經濟學、行為財務學、

資產配置、投資組合分析、

財金教育 

微積分、統計學、高等教育統計、

多變量分析、財務實證研討、貨幣

銀行學、財務理論、利息理論、財

務經濟 

助理 
教授 陳俞如 

國立雲林科技大

學管理研究所會

計博士 

財務會計、盈餘品質、公司

治理 

會計學、會計學實習、成本會計、

管理會計、績效管理、薪酬管理、

書報討論、會計科目教材研究 

助理 
教授 羅志成 

英國曼徹斯特大

學科技管理研究

所博士 

科技管理、智慧財產權、策

略管理、創新管理、組織行

為 

專案管理、策略管理、組織理論與

管理、創新管理 

助理 
教  張元 國立政治大學金

融系博士 
企業社會責任與公司治理、

公司理財、應 計量經濟 
經濟學、總體經濟學、個體經濟

學、計量經濟學、計量經濟專題 

助理 
教授 謝企榮 國立中山大學財

務管理系博士 

不動產金融、不動產投資與

資產規劃、國際金融、國際

財務管理 

不動產投資、不動產財務分析、不

動產投資分析、不動產信託與證券

化、不動產金融專題研究、期貨與

選擇權、財金數量方法、風險模型

專題研究 

講師 宋美妹 
國立彰化師範大

學商業教育學系

碩士 

經濟教育、商業教育、人力

資源 

經濟學(一)(二)、人力資源管理、

組織行為、商業溝通、管理心理

學、企業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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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4  本系兼任教師之學術專長及開課情形統計表 

職  稱 姓名 最高學歷 學術專長 開課名稱 

教授 陳美紀 
美國佛州州立大

學職業教育研究

所博士 

教學策略、研究方法、學習

理論、資訊教育 

研究方法、高等技職教育研究法 
商業教育專題討論、研究方法、電

腦與教學專題研究、統計軟體應

用、認知發展與科技學習專題研究

教授 袁福洪 日本明治大學教

育研究所博士 
商業教育理論與實務、商業

教育行政 
商業教育理論與實務、商業教育行

政 

教授 康龍魁 國立政治大學教

育研究所博士 

教育學、心理學、行政管理、

組織行為、研究方法、消費

者行為、行銷研究、企業倫

理 

研究方法、人力資源管理、商業教

育行政專題研究、研究方法 

教授 陳世良 國立台灣科技大

學企管系博士 

供應鏈管理、行銷通路管

理、連鎖店經營管理、行銷

研究 
計量經濟、書報討論 

教授 曾俊堯 國立台北大學企

業管理學系博士 
智慧資本、知識管理、創新

管理 財務理論與政策 

教授 紀潔芳 
國立中興大學農

業經濟研究所博

士 

經濟學、商科教材教法、企

業倫理教學法、生死學教育

生死學教育與應用、管理學電影研

討 

教授 孫本初 
美國喬治亞大學

公共行政研究所

博士 

組織理論與行為、組織發展

研究方法、公共管理、調查

與設計、應用統計、政策分

析 

策略管理、行政革新、績效評估與

管理 

教授 楊敏華 中國北京大學法

學院法學博士 商事法 商事法 

教授 廖大穎 日本神戶大學法

律研究所博士 
公司法、證券交易法、銀行

法、期貨交易法 商事法 

副教授 潘麗卿 
國立彰化師範大

學商業教育學系

博士 

問卷調查法、次級資料分析

法、迴歸分析法、文獻分析

法、深度訪談法、修正式德

菲法 

投資學、投資組合分析、會計學、

會計學實習 

助理 
教授 許順發 

國立彰化師範大

學商業教育學系

博士 

商業人力資源發展、科技本

位教學與數位學習 
商業經營專題製作、管理學、書報

討論 

助理 
教授 謝孟芬 國立政治大學金

融所博士 國際金融、投資學 金融機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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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理 
教授 楊宜興 

國立暨南國際大

學國際企業研究

所博士 

創新與研發管理、產品開發

與管理 創新與研發管理、產品開發與管理

助理 
教授 魏中瑄 

美國加州愛格西

大學商業管理研

究所博士 

企業員工訓練績效分析、金

融保險業財務管理分析 
商用英文、英文書報討論、創業管

理導論 

助理 
教授 陳怡珮 國立中央大學企

管研究所博士 

智慧型投資決策資訊系統、

財務報表分析、財務管理、

中國大陸金融體系 
投資學 

助理 
教授 高惠娟 國立中正大學財

金所博士 債券分析 債券分析 

助理 
教授 游雅雯 

國立交通大學科

技管理研究所博

士 

科技管理、科技與創新管

理、高科技創意行銷、創業

與創業投資 
電子商務 

助理 
教授 黃聰明 

日本國立廣島大

學法學研究所博

士 
行政法、憲法 行政法 

講師 王一琳 靜宜大學資訊管

理學系碩士 
商業應用軟體、企業文化、

計算機概論 
商業應用軟體、企業文化、計算機

概論 

講師 謝坤潭 東吳大學經濟研

究所碩士 商業實務 商業實務 

講師 廖義芳 
國立彰化師範大

學商業教育學系

碩士 
商業實務 商業實務 

 

2-2 專任教師之結構與流動之情形為何？  

近 6 年來教師結構及流動情形如表 2-2-1 所示，本系 95、96 學年度聘有專任教師

12 位，含教授 3 位、副教授 4 位、助理教授 2 位、講師 3 位。97 學年度因陳美紀老師

退休與陳瑜芬老師離職，聘有專任教師 10 位，含教授 2 位、副教授 3 位、助理教授 2
位、講師 3 位；98 學年度因陳信憲老師升等為教授與陳文義老師退休，師資結構成為

教授 3 位、副教授 2 位、助理教授 2 位、講師 2 位，教師人數共計 9 位；99 學年度

吳明政老師與陳美華老師升等為教授，林美純老師與林淑惠老師升等為副教授，使師

資結構成為教授 4 位、副教授 2 位、助理教授 2 位、講師 1 位，教師人數維持為 9
位。100 學年度增聘助理教授 3 位（陳俞如老師、張元老師、謝企榮老師），師資結構

為教授 4 位、副教授 2 位、助理教授 5 位、講師 1 位，教師人數增為 12 位。本系

專任師資員額之結構完整且流動率低，穩定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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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  商教系近 6 年來教師結構及流動情形 

學年度 教師職級 人數 合計 說明 

95 

教授 3 

12 

陳美紀老師、胡金源老師、溫玲玉老師 

副教授 4 
陳信憲老師、吳明政老師、陳美華老師、陳瑜

芬老師 
助理教授 2 林淑惠老師、郭志安老師 
講師 3 陳文義老師、林美純老師、宋美妹老師 

96 

教授 3 

12 

陳美紀老師、胡金源老師、溫玲玉老師 

副教授 4 
陳信憲老師、吳明政老師、陳美華老師、陳瑜

芬老師 
助理教授 2 林淑惠老師、郭志安老師 
講師 3 陳文義老師、林美純老師、宋美妹老師 

97 

教授 2 

10 

胡金源老師、溫玲玉老師 
(陳美紀老師於 97 學年度起退休) 

副教授 3 
陳信憲老師、吳明政老師、陳美華老師 
(陳瑜芬老師於 97 學年度起離職) 

助理教授 2 林淑惠老師、郭志安老師 
講師 3 陳文義老師、林美純老師、宋美妹老師 

98 

教授 3 

9 

胡金源老師、溫玲玉老師、陳信憲老師升等 
副教授 2 吳明政老師、陳美華老師 
助理教授 2 林淑惠老師、郭志安老師 

講師 2 
林美純老師、宋美妹老師 
(陳文義老師於 98 學年度起退休) 

99 

教授 4 

9 

溫玲玉老師、陳信憲老師、吳明政老師升等、

陳美華老師升等(胡金源老師於 99 學年度起退

休) 
副教授 2 林美純老師升等、林淑惠老師升等 
助理教授 2 郭志安老師、陳俞如老師新  
講師 1 宋美妹老師 

 00 
教授 

4 
12 

溫玲玉老師、陳信憲老師、吳明政老師、陳美

華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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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教授 2 林美純老師、林淑惠老師 
助理教授 5 郭志安老師、陳俞如老師、謝企榮老師新聘、

張元老師新聘、羅志成老師於 100 學年度起自

工業教育學系改聘至本系 
講師 1 宋美妹老師 

 
表 2-2-2  商教系近 6 年師資結構統計表 

學年度 95 96 97 98 99 100 上 
教授 3 3 2 3 4 4 

副教授 4 4 3 2 2 2 
助理教授 2 2 2 2 2 5 
講師 3 3 3 2 1 1 
合計 12 12 10 9 9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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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何？ 

一、課程大綱與實施情形 
(一)教師撰寫課程大綱原則 

1.定義預期學習成果 
成果導向方法的採行隱喻著觀念的改變，是從「內容」改變到「學生所達

成的知識、能力與特性」。成果導向方法當然最關切的就是成果，學生要具備

何種知識，才能在其未來即將進入的職場能夠有優異的表現？本系鼓勵教師運

用多元且廣泛的成果陳述來達成理想中的學習品質。 
2.校準教學與預期學習目標 

宣導並獎勵教師可以現有的學習成果，計畫教學與學習策略以輔助達到這

些成果。選擇教與學的方法以達校準預期學習目標。教師須專業判斷哪些課程

或單元適合選用哪些教與學的方法：互動式授課、個案為本學習、問題為本學

習、角色扮演與觀察、個人輔導、自我引導學習、體驗式學習、實驗室、實習

與同儕輔導。 
(二)實施情形 

本系教師依據授課課程所要培育之核心能力，融入課程與教材、教法中，

並能有效檢核之策略如下： 



 

35 
 

1.學生核心能力的養成 
於系所課程的發展及個別教師的課程設計與教學，除透過校、院、系(所)

三級之課程委員會運作機制，積極協助系所建立核心能力指標、檢核機制及標

準之雙向細目檢核表，以利教師配合該課程應培養的核心能力，進行教學活動

設計，如：課堂講述、小組討論、專題報告、實作等，並鼓勵教師善用多元化

評量方式進行動態微調，以確保學生能習得重要的核心能力。 
本系教師自 97 學年度起將課程大綱上傳至網路供學生選課參考，目前已

達百分之百上傳率，其中有關課程內容之教學目標、教學方式、評量方式、教

學進度等項目均詳細書明於教學大綱中。自 99 學年度起結合學生之全校課程

地圖平台，學生將除了選課前可由教學大綱中了解及篩選自己興趣的科目選

讀，也能利用該系統評估選課與達成校院系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之指標，及可

利用其回饋系統使教師作為課程內容修訂的參考。 
2.課程檢討機制 

訂有「課程評鑑作業準則」，每三年辦理一次課程評鑑。校內課程評鑑以

問卷量表方式實施之，採網路填答或書面填答方式，校外課程評鑑則以書面審

核方式實施之。 
本系教師藉由「核心能力指標、具體行為能力、對應課程及檢核機制雙向

細目檢核表」，將核心能力融入原有課程與教材、教法中，透過檢核機制作有

效的檢核。 
二、多元教學設計 

整體而言，本系教師在運用多元教學方面，包含了講授教學、學生報告、小組討

論、上機實作、學術專題演講和校外參訪等途徑。以下說明教師使用多元教學途徑，

以達成欲培育之學生核心能力。 
(一)服務學習與經驗學習 

「走出教室」的學習與正式課程互相合作，99-100 年度商業與管理群教學

實習課程、金融證照與實務學程透過實習、見習、策略聯盟互惠交流，已漸成

為專業課程結合實務的實施作法。本系教師每年皆帶學生進行企業參訪，如表

2-3-1。2007-2011 年間本系博碩士生及教師亦前往北京林業大學，對於生態文

明與綠色管理進行交流和生活體驗，不同教育、社會及文化環境洗禮之下的富

饒學習經驗回來的學生不免會帶回來一些更成熟與有用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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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1  本系舉辦企業參訪活動列表 

學年度 活動日期 地點 參加班級 

100 100.01.18 富邦金控 金融證照與實務學程

100 100.12.20 飛絡力電子、麥仕佳食品 碩士班 

100 100.1 .04 元大金控、國泰金控 行管班 

99 100. 4.11 證交所、期交所 行管班 

98 99.05.06~99.05.09 華泰證券公司、上海財經大學 行管班 

98 98. 0.28 國泰人壽 創新與創業管理學程

(二)E 化教學 
本校數位教學中心架設有網路教學平台，並為每位教師設置專屬教學網

頁，教師可以利用網路教學平台，將自編教材或教學相關補充資料上傳提供學

生教學輔助之用外，還可以藉由該平台進行人員管理(寄信與點名、到課統計

等)、作業和測驗管理，以及使用討論板公告訊息等。因此，教學網頁亦為師

生溝通交流之另一重要平台。 
(三)專業核心課程 

仍以教師講授的教學方式為主，另搭配提問及課堂演練，藉由雙向互動以

及課堂演練瞭解學生對於課程內容是否瞭解且吸收，也增加學生思考和表達的

能力；而相關實習課程則由 TA 教學助教帶領學生進行習題演練或測驗，以及

模擬操作。評量方式不僅在於測驗成績，也重視學生的學習態度，因此，學生

出缺席狀況及上課參與程度都是學習評量的因素之一。 
(四)個案或案例討論 

商業溝通、商業實務、知識管理等課程，除了教師講述外還會搭配個案或

案例討論，提供創意思考的議題讓學生表達與行動。並鼓勵學生主動參與，增

強其多領域求知的勇氣和好奇心。如行管班人力資源管理課程期末報告，學生

皆以個案分析方式小組訪談企業，以結合理論與實務。人力資源發展的專題報

告以撰寫企業教育訓練計畫書方式，獲得企業導師協助完成報告。商業教育理

論與實務課程藉由深度訪談高職、技專院校的教師與校長，獲得教學職場的實

務經驗。 
(五)上機實作 

商用軟體、投資組合管理等電腦資訊課程，提供學生上機實作練習以及專

題製作的機會，讓學生勇於嘗試創新的想法與熟悉軟體的實務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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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合作學習法 
為培育碩士班與在職專班學生能具備發掘和解決問題能力、溝通協調能

力，在碩士班與在職專班的課程，多採用合作學習法，亦即以小組討論或分組

報告的方式進行。教師在課程中也會詢問需要思考的開放性問題，接受學生不

同的想法與問題，了解其動機和背後目的，激發更多創意，並增進人際關係。

因此，採用的學習評量方式，包括口頭與書面報告、參與程度等。 
(七)學術演講活動 

在課程中邀請實務及學術界各領域專家演講或授課，演講者講述研究成

果、親自描述實務經驗，不但能拓寬學生學習視野，引發學生的興趣，並且能

讓學生與學界和業界有確實的溝通機會。本系亦鼓勵學生透過擔任演講與外賓

招待人員，累積並保持與學界、業界良好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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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 

本系教師爲提升學生學習成效，協助教師專業成長、提升教學品質、促進教師教

學知能、增進教學效能和教師自我成長，依據課程設計、學生學習需求及學術專長進

行開課，並根據課程所要培育之核心能力進行教學設計，並能應用多元教學方法，自

編講義或編製數位媒材做為教學輔助，以提升學生學習興趣與學習效果。另外，為鼓

勵教師創新教學、豐富教材內容，以提升教學品質與學生競爭力，本校訂有「國立彰

化師範大學教材開發補助辦法」（見附件）、另亦訂有「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製作數位教

材及開設遠距教學課程補助要點」（見附件），鼓勵教師編製數位媒材做為教學輔助。 
本系溫玲玉老師自編教材並於 99 學年度出版：商業溝通-專業與效率的表達，台

北：前程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此書將於 100 學年度於大陸北京中國經濟出版出版。此

外，教師能編製數位媒材做為教學輔助，羅志成老師於 97 學年度與 98 學年度榮獲本

校數位教材開發之補助，課程名稱為組織與管理專題研究、組織與管理專題研究與策

略管理。 
本系教師數位教材製作後，進行遠距教學之開課，計有 94 學年度溫玲玉老師(課程

名稱：知識管理專題、人力資源發展)、陳美華老師(課程名稱：財務管理)；98 學年度

林美純老師(課程名稱：教材教法)；99 學年度羅志成老師(課程名稱：策略管理)；100
學年度羅志成老師(課程名稱：組織理論與管理)，詳如表 2-4-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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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1  本系教師 94~100 學年度數位教材製作暨遠距教學開課統計表 

授課老師 課程名稱 數位教材製作 
學年度(學期) 

遠距教學開課 
學年度(學期) 

吳明政教授

兼系主任 
衍生性金融商品專題

研究 
100 學年度第二學

期 
 

溫玲玉教授 

知識管理專題  教育部九十四年度遠距教學

計畫「知識管理專題」課程

設計與製作主持人 
人力資源發展  教育部九十四年度遠距教學

計畫「人力資源發展」課程

設計與製作主持人 

陳信憲教授 

教育部九十七學年度

教師在職進修數位課

程開發-「投資學」課

程設計與製作 

97 年 8 月 1 日~98
年 7 月 31 日 

 

陳美華教授 財務管理 94 94 年度(第一學期) 
林美純 
副教授 

教材教法 98 「經濟與商業環境」先導性

數位教 。教育部 97 年度教

學卓越計畫行動主軸C優質

教學 (Superior  teaching)子
計畫 C-2：精進數位學習知

能。C-2-2 研發數位教材。

台灣：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http://dlearn.ncue.edu.tw 

羅志成 
助理教授 

組織理論與管理 97 上一階； 
98 上二階 

100(第一學期) 

策略管理 98 上一階； 
98 下一階 

99(第二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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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 

一、設計評量的方法 
(一)以效標為參考的評量（criterion-referenced assess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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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效標為參考（criterion-referenced）為基礎而評量學生專題式學習的表

現、或學習歷程檔案建置。因其著重於與學生表現標準的評量相關的學習成

果，這個方法較符合以成果為導向課程（outcome-oriented curriculum）的哲學。

(二)學生學習成果評量 
三級課程委員會建置了以基本素養和核心能力指標，協助教師轉化教學設

計，從教師中心轉向學習者中心，關注於學生在學校階段的共通能力。畢業門

檻以及各項校級獎勵多採以教職員為本的學生反應問卷調查表，從學生眼中看

教師表現的觀點轉換到教師對於學習成果的推動的成就，以調準成果導向教育

（Outcome Based Education）及參考標準的評量。 
(三)綜合性發展的自評 

除了三級課程委員會及教學卓越計畫項下的一般性問卷調查，教師亦透過

課程中師生互動，提供計畫、診斷、調整、後設等鷹架，協助學生更深化的財

務金融與企業經營專業知能。 
二、核心能力對準評量的機制 

本系教師配合校院系三級之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並利用評量回饋課程調整模式

設計評量（圖 2-5-1）。 

 
圖 2-5-1  評量回饋課程調整模式 

(一)院核心能力 
技職與教育之專業知能、實務運用與實踐能力、語文與資訊能力、創新與

研發、終身學習、團隊合作能力、服務社群之倫理與責任、多元文化參與。 
(二)系核心能力 

A1. 具備財金、商管專業知能 

A2. 具備統整財金資訊與財金軟體運用之能力 

A3. 具備多元思考與解決問題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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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 具備團隊合作與溝通協調之能力 

A5. 具備終身自我學習成長之能力 

A6. 具備職業倫理與社會責任之觀念 

A7. 具備國際觀與外語能力 

(三)設計學習評量之情形 
教學進度表及課程大綱說明評量方式：以平常測驗、期中考、期末考、實

習、實驗操作單或期末書面與口頭報告為主。 
三、教育目標和核心能力之評估方式與執行成效檢核表 

各課程之教學內容經過彙整之後，成為各課程之「檢核機制」，依據本系「教育目

標和核心能力之評估方式與執行成效檢核表」之設計，如表 2-5-1 所示，例如金融創新

課程，藉由期中考、論文口頭報告、線上投資模擬與期末書面報告來評估學生是否具

備財務金融特定研究領域之專業知識與技術，並檢核學生是否具備本系核心能力「A1
具備財金、商管專業知能」、「A2 具備統整財金資訊與財金軟體運用之能力」、「A3 具

備多元思考與解決問題之能力」與「A7 具備國際觀與外語能力」，進而達成本系之教

育目標。 
表 2-5-1  商業教育系（所）達成教育目標和核心能力之評估方式與執行成效檢核表

課程名稱：  金融創新   開課學年： 100 學年 第 2 學期 

授課教師： 吳明政 修課人數：       人 

 

教育目標 1 

培養學生具備財金與商管專業知識

與能力 

教育目標 2 

訓練學生重視職業倫理與社

會責任 

教育目標 3 

訓練學生多元思

考與終身學習 

評估 

方式 

 

核心能
力 1 
具備財
金、商管
專業知
能 

核心能
力 2 
具備統
整財金
資訊與
財金軟
體運用
之能力

核心能
力 3 

具備多元
思考與解
決問題之
能力 

核心能
力 7 

具備國際
觀與外語
能力 

核心能
力 4 

具備團隊
合作與溝
通協調之
能力 

核心能
力 6 

具備職業
倫理與社
會責任之
觀念 

核心能
力 7 

具備國際
觀與外語

能力 

核心能
力 3 

具備多元
思考與解
決問題之
能力 

核心能
力 5 
具備終
身自我
學習成
長之能
力 

方式 

說明 

方式 

說明 

方式 

說明 

方式 

說明 

方式 

說明 

方式 

說明 

方式 

說明 

方式 

說明 

方式 

說明 

自行研發

的量表 
期中考 期中考 - 期中考 - - - 期中考 - 

個人或團

體實作評

量 

- - - - - - - - - 

行為觀察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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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試 - - - - - - - - - 

學期報告

與討論 
- - 

論文口

頭報

告、期末

書面報

告 

- 

論文報

告、期

末書面

報告 

論文報

告、期

末書面

報告 

論文報

告、期

末書面

報告 

- 

論文報

告、期

末書面

報告 

實習操作 - 
線上投

資模擬 
- - - - - - - 

達 成 本 項

教 育 目 標

及關核心

能 力 之 策

略 與 評 估

方式 

藉由期中考、論文口頭報告、線上投

資模擬與期末書面報告來評估學生

是否具備財務金融特定研究領域之

專業知識與技術 

藉由論文口頭報告與期末書

面報告來評估學生是否具重

視職業倫理與社會責任之態

度 

藉由論文口頭報

告與期末書面報

告來評估學生是

否具多元思考與

終身學習之能力 

本 項 教 育

目 標 及 相

關 核 力 能

力 之 達 成

比 例 及 改

進做法 

達成比例：      %  

改進做法：  

達成比例：     % 

改進做法： 

達成比例：     %

改進做法：  

※請針對該課程相關的每一項核心能力的評估方式作具體描述，並填入該評估方式的學生人數 

除任課教師之評核外，利用學生之期末自評，如表 5-2-2 所示，瞭解學生對於該科

之學習狀態自我認知狀況。 
表 2-5-2  課程期末評估表 

各位同學： 

本評估是用來協助系上做為課程持續追蹤改善之重要參考資料。本調查表為課程目標的達成率

評估。在回答每一部份的問題時，請務必先瞭解該部份之整體評估內容後再進行做答。所有評估項

目皆為單選題，也就是說每一個評估項目只能勾選一個選項。 
針對每一評估項目，共有五種評分選擇： 1 代表非常不同意(或關聯性非常低)，2 代表不同意(或

關聯性低)，3 代表普通(或關聯性普通)，4 代表同意(或關聯性高)，5 代表非常同意(或關聯性非常

高)。 
請您依照本學期之學習經驗據實回答下列問題。您的寶貴意見將協助系上的持續成長茁壯，謝

謝您的合作。 
課程目標達成率評估： 

課程目標 
您個人對該項目之評分 

5 4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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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瞭解各種新金融商品之原理與結構 □ □ □ □ □ 

2.瞭解新金融商品之發展趨勢及其設計方法 □ □ □ □ □ 

3.瞭解新金融商品之操作策略及風險管理 □ □ □ □ □ 

4.具備閱讀新金融商品相關重要期刊論文之能力 □ □ □ □ □ 

5.具備進行新金融商品相關研究之能力 □ □ □ □ □ 

6.能清楚認知學術倫理並完成課程作業 □ □ □ □ □ 

7.能利用同學、老師、圖書館及網路等資源解決課程問題 □ □ □ □ □ 

四、本系教師採用之學習評量方式 
本校所有開設課程之授課計畫書及課程綱要在學生上網選課前就已上傳至學校教

務系統，全校師生皆可藉由網路從教務系統迅速取得各課程的授課大綱，教學大綱內

容包括教學目標、教學大綱、教學內容與進度、教科書及參考用書、教學方式、成績

考核方法以及 office hour 等。教師亦會在開學第一週，介紹課程大綱內容，並歡迎學

生提出任何有關學科的問題，及希望從課程中學到什麼等，透過雙向互動溝通，學生

可以瞭解每一課程的教學目標，所要培育的核心能力以及學習評量方式。 

2-6 依據教學評量結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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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

為何？ 

一、教學評量 
本校為確保教學品質，提升教學成效，目前於每學期期中進行「期中文字評量」

之開放性意見調查，每學期課程結束前又進行「教學評量問卷」調查，該項問卷包括

意見調查及開放性意見填答二部分，而意見調查部分包括學生之「自我評量」、教師之

「教學投入」、「教學過程」與「教學產出」等向度。由於該調查結合網路選課系統，

於選課時，提示未填答同學先進行填答，促其完成問卷填寫作業，選課結束若未填答

同學，將延至加退選進行選課，因此問卷填答率幾乎達 100%。教師約學期結束後，即

可上網查詢學生反應之意見，作為改善其教學方向，提升教學品質的參考。除了教學

評量意見反應外，本系教師皆具有高度教學熱忱，在課程進行中，學生若有疑惑或不

解之處可立即提問，或利用下課或教師的 office hour 向老師請益。 
二、教學評量結果後續追蹤與輔導機制 

每學期實施教學評量後，就「教學投入」、「教學過程」及「教學產出」之分析結

果，對評量結果未達 3.5 分之教師進行個別關懷，並提供各學院教學評量整體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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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俾利進行教學品質的整體精進。 
(一)個別關懷 

針對教學評量結果未達 3.5 分之教師，由教學卓越中心轉介該系所主管，

由系所主管視需要晤談授課教師，瞭解該師授課情形，關懷過程記錄於教師教

學關懷表及教師教學專業知能輔導紀錄表，或進一步針對該門修課學生進行訪

談，以深入解析該教師所需之協助為何。 
1.該師若應加強「教學知能」者，將由教學卓越中心安排校內傑出教學教師或

校內外專家所組成的教學知能輔導團提供其個別會談服務，並提供各項提升

教學知能資源，以精進其教學知能。 
2.該教師若屬應加強「專業知能」者，將轉介其所屬各院、系、所的「系所課

程委員會」進行強化與調整課程架構之改進依據，藉以設立周全的課程規劃

機制，或由系所成立之「教學專業成長研究會」或「系所教學輔導小組」提

供課程與教學規劃相關協助，以強化專業知能。 
(二)整體精進 

教學卓越中心針對「強化專業知能」、「精進教學知能」、「擴展服務知能」、

「提升研究知能」、「探索職涯知能」等面向進一步分析，將分析結果資料提供

予各學院，以作為各學院辦理與強化整體教師教學成長之參考依據，達成最終

教師教學品質提升的目標。 
三、教師教學專業成長 

本校為了推動教師專業成長，設有教學專業成長研究會（見附件，彰化師範大學

教學專業成長研究會實施辦法），該研究會除了主動為新進教師和教學評量未達標準之

教師，舉辦教師教學知能研習，藉由分享與討論教學專業成長相關議題，提供教師教

學經驗相互交流機會以及所需的教學資源（見附件，彰化師範大學教師教學效能提升

辦法）。教學卓越中心並於 98 學年度成立「教學知能輔導團」（表 2-6-1、表 2-6-2），商

請校內傑出教學教師或校內外專家組成，各系所亦均成立「教學專業成長研究會」（表

2-6-3），提供教師教學成長會談，協助教師切磋教學經驗和教學知能。溫玲玉老師於

94 及 99 年度兩次獲得傑出教學教師獎，亦是 100 年度的教學知能輔導團成員，對本系

新進教師教學有輔導與協助成長之助益。 
表 2-6-1  98 學年度教學知能輔導團成員名單 

編號 學院 所屬系所/中心 教師姓名 備註 

1 工學院 電子系 黃其泮老師 97 傑出教學教師 

2 文學院 美術系 鄭明憲老師 97 傑出教學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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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文學院 國文學系 張慧美老師 972 教學評量優良教師 

4 技職學院 商業教育學系 溫玲玉老師 
971、972 教學評量優良教

師 

5 技職學院 人管所 張火燦老師 97 傑出教學教師 

6 社科學院 體育系 顧毓羣老師 97 傑出教學教師 

7 教育學院 輔諮系 趙淑珠老師 97 傑出教學教師 

8 理學院 化學系 黃瑞賢老師 972 教學評量優良教師 

9 理學院 生技所 王妙媛老師 97 傑出教學教師 

10 理學院 生物學系 林素華老師 96 傑出教學教師 

11 理學院 科學教育研究所 郭重吉老師 講座教授 

12 理學院 數學系 黃森山老師 971 教學評量優良教師 

13 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學系 張世其老師 972 教學評量優良教師 

表 2-6-2  99 學年度教學知能輔導團成員名單 

編號 學院 所屬系所/中心 教師姓名 備註 

1 文學院 地理學系 詹仕堅老師 982 教學評量優良教師 

2 文學院 兒童英語研究所 張學美老師 982 教學評量優良教師 

3 文學院 國文學系 蘇建洲老師 982 教學評量優良教師 

4 文學院 國文學系 張麗珠老師 982 教學評量優良教師 

5 文學院 台灣文學研究所 邱湘雲老師 982 教學評量優良教師 

6 技職學院 工教系 石文傑老師 982 教學評量優良教師 

7 技職學院 工教系 姚凱超老師 982 教學評量優良教師 

8 師培中心 師培中心 劉世雄老師 982 教學評量優良教師 

9 教育學院 特殊教育學系 詹孟琦老師 982 教學評量優良教師 

10 教育學院 特殊教育學系 葉瓊華老師 982 教學評量優良教師 

11 教育學院 特殊教育學系 林千惠老師 982 教學評量優良教師 

12 教育學院 輔導與諮商學系 鄧志平老師 982 教學評量優良教師 

13 理學院 生物學系 林宗岐老師 982 教學評量優良教師 

14 理學院 生物學系 林素華老師 982 教學評量優良教師 

15 管理學院 會計學系 方俊儒老師 982 教學評量優良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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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3  商教系教師專業成長研究會委員 

學年度 委員 

98 吳明政老師（主席）、溫玲玉老師、張庭毅老師 

99 吳明政老師（主席）、胡金源老師、陳信憲老師、林淑惠老師 

100 吳明政老師（主席）、林美純老師、張元老師 

另外本校每年舉辦兩次「導師暨學習導師知能研討會」，藉此增進導師輔導知能。

而本系為協助教師教學專業成長，除了即時以 e-mail 提供校內外相關專業研討會活動

訊息，鼓勵教師參加外，也透過舉辦專業研討會與學術講座，以增加本系教師與外界

交流之機會，近年本系舉辦之教師專業成長活動列舉於表 2-6-4。 
表 2-6-4  商教系舉辦之教師專業成長活動一覽表 

學年 活動日期 演講者 活動名稱 

97 98 年 4 月 14 日 Dr. Deborah Whitt Communication and 
Organizational Culture 

98 98 年 12 月 22 日 Dr. Dogan Gursoy  How to Publish A Good Paper! 
98 99 年 5 月 19 日  金成隆 教授 教師教學與研究心得分享 

99 100 年 4 月 20 日 Dr. Claire Bradin Siskin Exploring the Options in 
Compute  Assisted Language 
Learning 

99 100 年 5 月 24 日 Dr. Fung H. G. New  aradig s after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四、教師評鑑 
本校為提昇教師教學、研究、服務及輔導品質，亦訂有教師評鑑辦法（見附件，

彰化師範大學教師評鑑辦法），凡本校專任教師教授及副教授每隔四年應接受一次評

鑑，助理教授及講師每隔三年接受一次評鑑，而初聘教師應就其聘任二學年期間之教

學、研究、服務及學生輔導之績效於第二學年結束後進行評鑑，評鑑結果通過者，隔

三至四學年再接受評鑑，此一評鑑制度亦需經嚴格的三級三審制度。目前本系受評教

師之評鑑結果都通過標準，顯示本系教師在教學、研究、服務及輔導各方面都有一定

的品質。 

2-7 教師配合課程需求，進行實務教學之成果為何？(在職專班部份) 

本系配合課程需求除辦理工作坊(表 2-7-1)鼓勵在職進修學員參加外，系上師生亦

參加或舉辦多場專題講座(表 2-7-2)增進實務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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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1  商教系 97-100 學年辦理工作坊情形 

項次 舉辦時間 工作坊名稱 舉辦地點 

1 
100/10/21 
100/11/09 

建構 OBE 教材教法研發與教學研究社群工作坊。國

立彰化師範大學辦理教育部 100 年度卓越師資培育

特色議題計畫「優化教學合作．提升群體決策」子

計畫。 

彰化，台灣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2 100/10/21 

建構 IT 融入 PjBL 教材教法研發與教學研究社群工

作坊。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辦理教育部 100 年度卓越

師資培育特色議題計畫「優化教學合作．提升群體

決策」子計畫。 

彰化，台灣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3 100/10/21 OBE 工作坊 
彰化，台灣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4 100/10/07 

建構 IT 融入 PjBL 教材教法研發與教學研究社群工

作坊。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辦理教育部 100 年度卓越

師資培育特色議題計畫「優化教學合作．提升群體

決策」子計畫。 

彰化，台灣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5 100/10/07 IT 融入 PjBL 工作坊(一) 
彰化，台灣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6 
100/08/29, 
100/08/30, 
100/09/02 

2011 年暑期教師知能研習工作坊 
--提升教師教學知能研習 

北京，中國 
北京林業大學 
經濟管理學院 

7 

100/08/31, 
100/09/01, 
100/09/03 

2011 年暑期教師知能研習工作坊 
--強化教師產學合作實務企劃 

北京，中國 
北京林業大學 
經濟管理學院 

8 
100/09/16 
100/09/17 

PjBL 工作坊 
彰化，台灣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9 
100/09/23 
100/09/24 

IFRS 工作坊 
彰化，台灣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10 
100/09/23 
100/09/24 

建構 IFRS 教材教法研發與教學研究社群工作坊。國

立彰化師範大學辦理教育部 100 年度卓越師資培育

特色議題計畫「優化教學合作．提升群體決策」子 2
計畫。 

彰化，台灣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11 
100/09/16 
100/09/17 

建構 PjBL 教材教法研發與教學研究社群工作坊。國

立彰化師範大學辦理教育部 100 年度卓越師資培育

特色議題計畫「優化教學合作．提升群體決策」子

計畫。 

彰化，台灣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12 
99/11/27 

~99/11/30 
提升大學教師教學知能研習會 

北京，中國 
北京林業大學 
經濟管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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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99/05/10 IT 融入 PjBL 工作坊(二) 
彰化，台灣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14 99/05/10 
專題演講-創新教學模式 IRS 教學即時反饋系統應用

說明會 
彰化，台灣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15 99/03/31 
專題演講- 新教學模式 Haboard 互動電子白板教學

應用說明會 
彰化，台灣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16 99/03/24 專題演 -Capital.IQ.金融財務分析平台說明會 
彰化，台灣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17. 99/03/22 創新與創業管理學程-C-1:創 商業模 應用研討會 
彰化，台灣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18 98/12/09 

創新與創業管理學程--九十八學年度創新創業管理

學程之創意、創新、創業實務研討會 
從金融百貨看保險事業發展的創意與創新--富邦金

控 傅明治總監 
我的未來不是夢--富邦金控 陳克武襄理 

彰化，台灣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19 98/11/04 
創新與創業管理學程--金融實驗教室系統功能介紹

--大富資訊程式部黃家興經理 
彰化，台灣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20 98/03/27 
創新與創業管理學程--創新與創業管理教學與經驗

分享觀摩研討會 
彰化，台灣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21 98/03/24 創新與創業管理學程--IDM 時訊避雷針操作說明 
彰化，台灣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22 98/02/24 創新與創業管理學程--電子白板教育訓練 
彰化，台灣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23 98/01/13 
創新與創業管理學程--2009 創業第一桶金—投資競

賽 
彰化，台灣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表 2-7-2  商教系舉辦之專題演講活動一覽表 

學年 活動日期 演講者 演講題目 

96 96 年 10 月 9 日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技術及職業教育

研究所暨教育學程中心教授兼技職

所所長  謝文英 教授 
思維的方式 

96 96 年 11 月 7 日 合勝經營規劃公司  張鑾總經理 中小企業知識管理創新應用 

96 96 年 11 月 13 日 精銳國際資產管理公司  高振雄 
如何透過基金理財創造財富兼論

避險基金的投資 

96 96 年 11 月 27 日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人管所  洪贊凱

教授 
階層迴歸的分析與應用 

96 96 年 12 月 11 日
國立台中技術學院財金系  謝孟芬

副教  
行為財務學的過去與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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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96 年 12 月 12 日
國立中央大學博士班候選人  郭怡

萍講師 
TSSCI 期刊投稿經驗分享 

96 96 年 12 月 18 日
國立雲林科技學大財金系系主任

李春安教授 
如 完成一篇好的學術 文 

96 96 年 12 月 25 日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中小企業協會

人力發展部  陳博鍊副主任 
從白色的極簡奢華-談創意與創造

力 

96 97 年 1 月 8 日 
區域經濟與人力資源發展協會產業

諮詢財經小組  陳志勇首席 問 
創業風險管理 

96 97 年 3 月 18 日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企管系副教授

許壹傑 

Gender Composition and 
Organizational Performance - 
Evidence from an East Asian 
Context 

96 97 年 3 月 25 日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人文學院院長

張鈿富教授  
教學品質保證機制 

96 97 年 4 月 8 日 
國立中央大學應用倫理研究中心主

任  葉保強 
企業倫理的研究-台灣不能缺席的

領域 

96 97 年 4 月 15 日 
吳鳳技術學院財務金融系助理教授

王銘駿 
The House Money Effecy : 
Evid nce fr m Taiwa  Futures 

96 97 年 4 月 22 日 
國立屏東商業技術學院會計系  曾
雲蘭副教授 

Taxes and Foreign investors' 
trading ex-dividend days 

96 97 年 4 月 22 日 東海大學推廣部主任  詹家昌 授 公司財務與價值再造 

96 97 年 4 月 29 日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研所  王如哲

教授 
掀開大學排名的神秘面紗 

96 97 年 5 月 6 日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系  陳 
珠教授 

國民教育誰來買單？ -論國民教

育學生成本的理論與實際 

96 97 年 5 月 27 日 
國立中興大學會計學系  陳俊合助

理教授 
未費用化薪酬與超額薪酬對高階

管理當局薪酬裁量性揭露之影響

96 97 年 6 月 3 日 
中台科技大學行銷管理系教授  康
龍魁教授  

淺談領導與倫理領導 

96 97 年 6 月 3 日 東海大學企管系主任  曾俊堯主任

Valuation   of R&D and Patent: 
An Economic Value Added 
Perspective 

96 97 年 6 月 17 日 
國立中正大學財務金融學系暨研究

所教授  薛立言教授  
金融創新的功與過 

97 97 年 8 月 5 日 
歐亞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邱
仕皇經理  

不動產 勢分析—大台中地區 

97 97 年 8 月 12 日 
國立中興大學財金系教授  楊聲勇

教授  
談氣候變遷與金融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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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97 年 9 月 30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

學系系主任  黃鉦堤教授  
詮釋學與管理的意義理解 

97 97 年 10 7 日 
國立高雄大學金融管理學系  林士

貴助理教授 

Empirical Performance and Asset 
Pricing in Markov-switching Jump 
Diffusion M de s 

97 98 年 3 月 5 日 修平技術學院校長  鍾瑞國教授 高效能管理 

97 98 年 3 月 19 日 
中華民國立法院顧問兼資訊處處長

陳熙揚教授  
政府組織改造(善用資訊科技、建

立 E 化政府) 

97 98 年 4 月 16 日 
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參事   林文燦

參事  
公部門待遇管理與發展趨勢 

97 98 年 4 月 0 日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體育學系教授

楊忠和 教授 
從組織再造談台灣奧運競爭力之

提升 

97 98 年 5 月 5 日 
花旗銀行台灣區總裁  利明獻 總

裁 
金融海嘯席捲全球 - 台灣金融業

現況挑戰及未來發展方向 

97 98 年 7 月 28 日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技術及職業教育

研究所  周春美副教授  
商業教育研究領域與議題之分析

97 98 年 7 月 29 日 
國立中央大學財務金融學系暨研究

所  陳錦村教授  
台灣上櫃企業在金融變革中如何

調整與銀行的往來關係 

98 98 年 8 月 4 日 
亞洲大學財務金融學系  陳獻儀副

教授  
基金評等與基金獎之資訊性 

98 98 年 8 月 11 日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技術與職業教育

研究所  謝文英教授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基本概念 

98 98 年 10 月 6 日 商業發展研究院  張光正院長 企業倫理與領導決策 

98 98 年 10 月 8 日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畢業生生涯輔導

處處長  林哲鵬副教授  
漫談財務金融研究領域兼論投資

人行為 

98 98 年 10 月 20 日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會計學系  邱垂

昌教授  
Concept Mapping Strategies in 
Business Education 

98 98 年 11 月 10 日 寶來投信總經理  劉宗聖總經理 
台港 ETFCross- Listing 的重要發

展與當前投資展望 

98 98 年 11 月 24 日
國立中興大學會計系  陳俊合助理

教授  
員工紅利與 工 股權之價值攸關

性:以企業生命周期觀點探 

98 98 年 12 月 1 日 
國立政治大學財管系系主任  姜堯

民副教授  
 

Endogenous entry and partial 
adjustment in IPO auctions: Are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better 
inf rmed? 

98 99 年 3 月 4 日 富士達理財公司  廖崇宏執行長 2010 年財經趨勢大剖析 
98 99 年 3 月 9 日 外交部中部辦事處  盛建南處長 當前外交政策 
98 99 年 3 月 16 日 商業發展研究院  張光正院長  全人關懷與領導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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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99 年 3 月 23 日 
國立台南大學 數位學習科技學系

施如齡副教授  
數位遊戲之教學設計與應用研究

98 99 年 3 月 30 日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工業教育與技術

學系  王誕生教授 
台中市 設與生活 

98 99 年 4 月 3 日 
逢甲大學經濟系教授暨商研所所長

利菊秀 教   
風險分類與道德風險—汽車保險

未限定駕駛人保單的損失評 

98 99 年 4 月 27 日 
國立中央大學財務金融學系  王曉

雯 副教授 

R&D Expenditure and CEO 
Compensation: The Effect of 
Corporate Control and Market 
Competition on Managerial 
Opportunism 

98 99 年 6 月 8 日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暨教育

政策與行政研究所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

研究發展處處長  王如哲 教授 

高等教育評 方法及其反思 

98 99 年 7 月 12 日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管理學院院長

林文燦 教授 
英國 IIP 瑞士 ISO10015 與台灣

TTQS 介紹 

99 99 年 8 月 11 日 
富士達理財公司行政總監  蔣小梅

總監 
由中國的崛起看全世界 

 9 99 年 9 月 30 日 
凱基證券衍生性商品部  李建道協

理 
新金融商品之 ELN 

99 99 年 10 月 1 日 國立政治大學金融系 廖四郎教授 新金融商品創新之評價─CDS 

99 99 年 10 月 19 日 國立政治大學金融系  林士貴教授
馬可夫轉換跳躍模型的應用與實

證-巨災與股價指數 

99 99 年 11 月 1 日 
國立中興大學會計系助理教授  陳
俊合 博士 

財報分析與企業評價 

99 99 年 11 月 2 日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企研所教授  林
尚平 院長 

人力資源管理之範疇、領域、未

來發展 

99 99 年 11 月 1 日 
凱基證券衍生性商品部  李建道協

理 
創新商品拆解及策略性操作 

99 99 年 12 月 16 日
台灣愛迪生─福彥電子股份有 公
司 鄧鴻吉董事長 

創新發明與創業實務 

99 100 年 1 月 3 日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資訊管理學系教

授  王怡舜 教授 
研究議題與研究方法之探討 

99 100 年 3 月 22 日
東海大學國際貿易系  謝俊魁 助

理教授 
台灣股市三大法人交易與報酬率

自我相關性 

99 100 年 3 月 22 日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技術及職業教育

學院院長  王誕生 院長 
我國高等教育經濟效益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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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100 年 3 月 28 日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健康照護科學

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林美伶 護理

師 
質性研究中的自我反思性 

99 100 年 4 月 12 日
國立屏東商業技術學院會計系  曾
雲蘭 副教授 

Tax reform and ex-dividend day 
investors’ behavior  Evidence 
f om an emerging market. 

99 100 年 4 月 1 日 國泰投信  莊瑞揚經理 基金投資與理財 

99 100 年 4 月 19 日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企業管理學系教

授  許壹傑 教授 

From Intellectual Capital to Firm 
Performance: The Mediating Role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Capabilities 

99 100 年 4 月 19 日
國立成功大學教育研究所教授 
湯堯 教授 

台灣高等教育的財務收支 

99 100 年 5 月 23 日 凱基證券海外投資部  周大偉經理
如何透過全球市場來達成自己投

資理想 

99 100 年 5 月 26 日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會計學系  邱垂

昌教授 
統計軟體應用（上）、（下） 

99 100 年 6 月 14 日
國立台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系 
詹場 助理教授 

市場狀態與投資人的訊息之反應

99 100 年 6 月 14 日
國立中興大學會計學系  陳俊合助

理教授 
企業評價與金融市場投資 

99 100 年 6 月 18 日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技術及職業教育

學院院長  王誕生 院長 
職場成功的人際關係 

99 100 年 6 月 18 日
KGI 凱基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謝坤

潭協理 
投資前一定要知道的事 

99 100 年 7 月 26 日 大華證券  廖義芳副總經理 投資工具與財務規劃實務 
100 100 年 10 月 26 日 昇霖資產管理公司  戴成霖執行長 投資理財與房地產經營 

 

特色 
1. 本系能依據教育目標與課程開設需求，同時兼顧學術領域與未來發展方向，並能考

量學生規模，遴聘足夠之專、兼任教師，以滿足學生學習需求。 
2. 本系目前聘有專任教師 12 位，其中教授 4 位、副教授 2 位、助理教授 5 位、講師 1

位；另聘有兼任教師 21 位，其中教授 9 位、副教授 1 位、助理教授 8 位、講師 3
位。本系專任師資員額之結構完整且流動率低，穩定性高。 

3. 本系教師依據授課課程所要培育之核心能力，融入課程與教材、教法中，並能有效

檢核之策略包括(1)透過系課程委員會運作機制，積極建立核心能力指標、檢核機制

及標準之雙向細目檢核表、(2)將課程大綱上傳至網路供學生選課參考，目前已達百

分之百上傳率，其中有關課程內容之教學目標、教學方式、評量方式、教學進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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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均詳細書明於教學大綱中。 
4. 本系結合學生之全校課程地圖平台，學生將除了選課前可由教學大綱中了解及篩選

自己興趣的科目選讀，也能利用該系統評估選課與達成校院系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

之指標，及可利用其回饋系統使教師作為課程內容修訂的參考。 
5. 本系教師爲提升學生學習成效，依據課程設計、學生學習需求及學術專長進行開

課，並根據課程所要培育之核心能力進行教學設計，並能應用多元教學方法，自編

講義或編製數位媒材做為教學輔助，以提升學生學習興趣與學習效果。 
問題與困難 
1. 本系教師平時優先忙於教學、研究或服務之工作，對於學校之相關補助、獎勵或研

習活動較少參與或關心，致使申請補助、獎勵或參與專業成長研習之教師人數比率

仍有待提升。 
2. 本系目前有博士班、碩士班(設有商業教育組與財務金融組)與大學部，教師授課時

數偏高。 
3. 本系老師在產學合作的機會較少，有必要加強理論與實務的整合，以增加教師的實

務經驗與職場的連結，給予學生較多的職場導向的技能。 
改善策略 
1. 相關之補助、獎勵或專業成長研習活動將透過各式會議、公文、及電子郵件公告

加強宣導，以鼓勵教師踴躍參與，並於各項補助、獎勵或研習截止日前再一次加

強宣導。 
2. 為減輕教師授課負擔，採行以院為單位開設共同科目、學生跨系所修課、合併大

班授課、放寬承認外系所修課學分數之規定、降低畢業學分數及開課數。 
3. 鼓勵教師多與業界交流，可透過產學合作案、與業師的合作、學生專題製作、參

訪與實習，以強化理論與實務的整合，增加教師的實務經驗與職場需求的連結，

教授學生職場導向的知識與技能。 
總結  
1. 本系透過教評會建立嚴謹的教師遴選機制，聘任符合教育目標及專業素養之專、兼

任師資。同時，為使教師之教學與學習評量能確保學生核心能力之達成，對於教師

教學之品質，配合本校教務系統建構之健全教學評鑑機制，以促進教師專業成長。

2. 本系教師藉由「全校課程地圖平台」，建置專業課程之課程表、核心能力指標檢索、

課程修習路徑及職涯進路規劃，協助學生配合自我的性向與目標，獲得有系統性的

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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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三：學生輔導與學習資源 

評鑑內涵 確保學生學習成效機制之學生輔導與學習資源面，包括系所所提供之教

學與學習資源，以及涵蓋學習輔導、課外學習活動輔導及生活輔導與生

涯輔導等學生輔導機制。 

評鑑效標 3-1 提供學生學習輔導之作法為何？ 
3-2 提供學生之學習資源及其管理維護機制為何？ 
3-3 提供學生課外學習活動之作法為何？ 
3-4 指導教授的研究生指導負擔與提供學習和生涯輔導之情形為何？ 
3-5 系所與學位學程提供學生生活輔導之作法為何？  
3-6 系所與學位學程提供學生生涯輔導之作法為何？ 

現況描述 

導師不定期地藉由班會、一對一及一對多的諮詢，讓師生的互動及關係維持良好。

同時藉由提供各式的資訊，如修業選課流程、各式獎助學金的獲得管道，及學業、生

活、就業等的諮詢輔導，學生的學習自課堂延伸至生活、職涯之中呈現多元化，每個

學生皆有充分的學習資源。 
本系對於學生學習過程皆能夠提供充分之軟硬體設施，且有完整之維護機制。同

時，在教學上，本系教師協助學生有效達成教學目標，並提供包括入學、與畢業生就

業輔導、學習過程進展流程、學雜費、獎助學金、工讀提供等行政服務，以及學生會

運作、導師制實施、生涯發展諮詢等學習支援。此外，本系教師也提供足夠之課外學

習指導與諮詢服務。最後，本系教師根據學生教學意見反應，強化學生學習之廣度與

深度，並研議符合品質改善之相關課程設計與教學，以符合學生之需求。 

3-1 提供學生學習輔導之作法為何？ 

本系各班每學期均分配導師及安排「導師時間」（各班導師如表 3-1-1 所示），提供

學生學習輔導等相關諮詢；各班導師會視需要晤談班上同學，並於每月舉辦班會，輔

導與處理班級共同課業、學習與輔導相關事宜，每個月各班導師並提供導師輔導活動

實施情形紀錄表（包括課業輔導、指導服務學習課程、導生聚會、個別晤談輔導，並

存本校學務處生輔組備查）。本系重視教師與學生之互動，每位教授皆安排有「教師

office hour 時間」（見附件），使學生在課餘時間仍與老師有密切的連繫，方便學生找到

老師，與老師討論功課或作輔導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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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  本系 97-100 學年度各班導師分配情況表 

學年度 大一 大二 大三 大 碩士班 博士班 
100 陳俞如 林淑惠 林美純 吳明政 陳信憲 吳明政 
99 林淑惠 林美純 吳明政 宋美妹 陳美華 吳明政 
98 林美純 吳明政 宋美妹 陳美華 郭志安 陳信憲 
97 吳明政 宋美妹 陳美華 郭志安 陳信憲 陳信憲 

本系於每學年初均舉辦學士班、在職專班、一般碩士班、博士班「新生座談會」，

會中宣導並輔導學生選課方式及課程架構，簡介系所人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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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學期開課前為瞭解學生

的需求及建議，定期徵詢在學全體同學之選課排課意見，做為課程修改意見之參考。 
 本系在教學卓越計畫下，已建置本校學習輔導體系，透過小老師、教學助理、導

師、學習導師及授課教師組成的輔導團隊，建立三級學習介入模式（Three-steps learning 
intervention model）（如圖 3-1-1），提供學生學習諮詢。藉由完整學習輔導機制之建立，

一方面能定期檢討學生達成核心能力之學習進展；另一方面對學習落後學生，能配合

學校期中、期末之「學習預警機制」，提醒學生出缺勤狀況及學習落後情形，「學生修

讀課程期中、期末預警網站」是為督促與輔導同學學習成效，對於上課出席情形及學

習成效不佳同學，由任課教師登錄於網站，以提醒並避免學生於學期結束時有因累計

曠課日數太多或學習成效不佳之情形，並結合導師、專任教師及任課教師學習晤談時

間，提供學生學習之輔導與協助。 
 

 

圖 3-1-1  三級學習介入模式 
 
為了確保同學的學習成效，本系亦設有學習導師，以協助學生的學習，其他輔導

的作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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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族制 
本系系學會與碩、博班學長姐在新生開學報到後抽籤決定家族，由學長學姐帶學

弟學妹，透過以家族為單位舉辦各種活動，以加強各年級間的情誼與凝聚力，並裨利

新生及早適應學習環境與生活環境。 
二、學伴制 

每班的公關股與其他學系成立班際之間的學習夥伴網絡，透過不同科系學伴制的

成立，加強系際之間專業交流與情感交誼，例如數學系的學伴將能協助本系學生在課

後微積分的研讀，而本系也可以與數學系學伴分享有關商業財經等專業知識。 
三、強化英語能力 

本系亦針對加強英語能力方面，以常春藤雜誌作為課後指定讀本，並透過每學期

之英語課程設計，以加強學生在閱讀與寫作之能力。其次，各專業課程授課老師以合

適英文教材，使學生熟悉專業財金、管理與商業教育相關的英文名詞，並引導學生進

入各專業領域。 
四、創意活動設計與 Seminar 課程設計 

本系利用教學實習課程舉辦奧斯卡教學創意競賽活動，提供獎金鼓勵大三以及大

五教學實習的學生從事各種創意教學演示。其次，本系每年邀請學術界與財金專家學

者，蒞臨本系進行座談或專題講演，以強化學生專業學習的深度與廣度，如表 3-1-2 所

示。 
表 3-1-2  學術專題演講統計表 

年度 次數 學校名稱 

100 年 10 

中央大學財金系、東海大學國貿系、屏東商業技術學院會計系、

彰化師範大學企管系、台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系、中央大學財

金系、台灣大學財金系、中興大學會計系、雲林科技大學會計系

等。 

99 年 12 
元智大學財金系、台南大學數位學習科技學系、暨南國際大學教

育學院、逢甲大學經濟系、中央大學財金系、中正大學財金系、

亞洲大學、政治大學金融系、中興大學財金系等。 

98 年 13 
嘉義大學企管系、中興大學財經法律學系、淡江大學教育科技學

系、中原大學財金系、雲林科技大學、中央大學企管系、中興大

學會計學系、政治大學財管系等。 

97 年 9 
中央大學、吳鳳技術學院財金系、屏東商業技術學院會計系、台

師大教研所、東海大學企管系、高雄大學金融管理學系等。 



 

56 
 

96 年 12 
嶺東科技大學講座教授、中興大學財金系、彰師大企管系、中正

大學財金所、雲林科技大學、台中技術學院財金系等。 

五、課後輔導 
本系學生在部分科目上如果有學習困難，本系因應同學的需求開設課業輔導科

目，以協助解決同學們學習上的困難與疑問。例如：有鑒於技職體系學生數理基礎較

為薄弱，大一學生的微積分經常會遭遇學習障礙，特由本系教師以及數學系碩士班學

生進行課後專人輔導。 

3-2 提供學生之學習資源及其管理維護機制為何？ 

一、本系行政資源 
本系置主任一人，主任之產生係依民主程序由系務會議經全體專任教師投票選

出，三年一任；系主任除執行系務會議之決議外，同時綜理系務執行之監督與考核。

按本校組織規程，本系最高之決策組織為系務會議，由全體專任教師、助教、職員組

成。系設課程、師培工作、導師工作、研究、推廣、學術專業成長等委員會，各委員

會之成員（見附件）由本系專任教師推選兼任之，以結合全體教師智慧，共謀系務之

發展。系辦公室為行政執行之樞紐，置行政助教數名，其主要職責在執行本系各項例

行事務，其工作項目及內容由系主任分派與協調。凡有關本系教師之聘任、課程之安

排、學生事務之處理、圖書教學儀器之採購，均由行政助教負責實際工作之執行，目

前行政助教之員額計有二名。 
    以下說明本系提供學生之學習資源與相關之管理機制，本系提供的圖書資源、教

學研究儀器設備、研究教學空間與設備管理維護機制分別整理如下： 

二、本系所軟硬體設施 
(一)圖書資源 

本系所現有專業圖書存放本校圖書館，計中文圖書約 15,040 冊、外文圖書

約 5,122 冊、中文期刊 238 種、外文期刊 356 種。 
(二)教學研究儀器設備 

茲將本系硬體設備與軟體統計如表 3-2-1 與表 3-2-2 所示，本系目前硬體與

軟體設備數雖足以應付本系同學所需，仍有更新需要之迫切性。 
表 3-2-1  硬體設備統計表 

設備名稱 廠牌型式 單位 數量

單點視訊系統  ON  套 1 
電子白板  套 2 
影音環控系統   套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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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電腦控制主機 含訊號控制介面 2 個 套 1 

個人電腦 
含 17"彩色顯示器含 17"彩色顯示器、雷射印表機、ASUS、
IBM、ACER 

台 27 

筆記型電腦 IBM、ASUS、  ER 台 1 
高階伺服器 IB eServer X255 台 1 
硬碟   台 1 
雷射印表機  P 6PHP 6P 台 22 
彩色雷射印表機   臺 1 

影像掃描器 
HP SCANJET 6250C(含 HP SCANJET 6250C(含送紙器,幻燈

片光罩 
台 1 

掃描器 含 UPS 一台(9550 元)含 UPS 一台(9550 元) 台 5 
高階掃描器   台 2 
影像擷取卡   套 3 
顯示卡(繪圖晶片)   片 1 
電源控制介面   片 1 
數位攝影機 SONY 等 台 6 

數位相機 
AGFA CL20AGFA CL20、PREMIER DC-3460、 
MINOLTA Dimage 7i、SONY DSC F717、CanonPowerShot 
Pro1 等 

台 10 

360 度攝影機   架 1 
電源順序控制器   臺 1 
環境控制保護器   臺 1 
燒錄器  一對七燒錄器 部 2 
雷射傳真機 AURORA AG-6800A RORA AG-6800 台 1 
無線擴音機 MIPRO MA101 部 11 
綜合視聽設備   批 1 
數位混音機 DIAMOND 8-2DIAMOND 8-2、 XA 400 台 1 
等化器 SAMSON E30SA SON E30 臺 1 
VGV、AV 矩陣選擇器 8*8 只 2 
幻燈機 KODAK A 型 KODAK A 型 台 1 
電動銀幕 DA L TE 9 *12"DA-L TE  "*12" 幅 1 
120 吋電動銀幕   面 1 
投影機   台 10 
投影片製作機 國際-9700 國際-9700 台 1 
錄放影機 國際 NV-F83TN.分離器 1 國際 NV-F83TN.分離器 1 台 1 
錄放影機 SONY WV-H6(含麥克風 1SONY WV-H6(含麥克風 1 支) 臺 1 
錄放影機 SHARP VC-V85 SHARP VC- 8 T 臺 1 
DVD 錄放影機   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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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機 聲寶 29 吋 台 2 
無線簡報器(含-J-S 無線耳

機) 
ASUS 個 1 

羅技簡報巧手  支 7 
擴音機充電器 M -101 組 1 
相片複合機 EPSONC 4100 台 2 
MP3 SAM UNGYP-U1X 台 1 
手動壁掛銀幕 DRAPER Luma6 呎*8 呎 台 2 
彩色噴墨印表機 HPDeskJe  1280 台 1 
2.0 外接盒 N-B 20G 2.5"+2.0 外接盒 個 1 
不斷電系統 飛瑞 A-1000、飛瑞 C- 0 0 個 1 
外接式燒錄器 BenQEW164B、 SONY810UL、 Sea ate80GB 2.5" 個 2 
燒錄器   台 1 
隨身碟 2GB、250G、 56MB 個 12 
DVD 光碟機 國際 DVD-S16 TK 個 1 
外接式硬碟 USB 2080G 個 13 
無線基地台 DWL-3200AP 個 1 
外接式硬碟 100g、160 個 2 
掌上型腦 SUSMYPAL 個 1 
寬頻路由器   個 1 
錄音筆 如影本 個 8 
掃描器 HPSJG-30 0 個 1 
外接式磁碟機 EIP-100MBEIP-100MB、 IBM 30GB、80GB、40GB 台 7 
雷射印表機 HPL ser  et1300 臺 1 
掃描器   台 7 
影像擷取卡.記憶卡 (各一片 片 1 
集線器 8PO T8PORT 片 2 
燒錄器   台 11 
雙卡錄音機  ONY-W303SONY-W303 台 1 
教學擴音機   台 4 
喇叭 NISSINDO 含吊架 只 6 
數位錄音機   部 1 
收錄音機   套 1 

表 3-2-2  軟體設備統計表 
摘要 廠牌型式 

文書處理 AMOS, OFFICE 2010, Acrobat 8, ENDNOTE 
多媒體編輯軟體 PHOTOSHOP 7.0 中文教育版、Studio MXw/Flash ProMacro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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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s max 7.x、Macromedia Director MX 2004、國產多媒體編輯與配

樂、3D MAX+Combustion、Maya Complete 6 版、PHOTOIMPACT 
12、非常好色 6 

財金相關軟體 

財務分析軟體資料庫、財務分析軟體資料庫-全球版、Frontier DEA 
software 專業版、Compustat、ExecuComp、GLOBAL VANTAGE
全球版+NORTH AMERICA 北美版、上櫃公司董監事持股月資料及

資本、台灣經濟新報(TEJ)（含大中華區）、Value Line Investment、
E-view6、時報資訊-情報贏家 

其他軟體 
INSPIRATION、MS SQL SERVER 7.0、SQL SERVER 2000 中文教

育版、SQL SERVER 含 USER、MATLAB、DREAMWEAVE  CS3

三、研究教學空間使用情形 
本校寶山校區佔地約二十六公頃，已建有機械工程館一萬二仟平方公尺、技職大

樓八仟平方公尺、學人宿舍、學生宿舍以及多項體育與運動設施，目前供技職學院、

工學院、管理學院與使用。本系所目前使用之教學空間有：專業教室(經世館 32605、
32606)、視聽教室(經世館 32712、32713)、財務金融實驗室(經世館 32402)、商教所研

究生研究室(經世館 32406)，部份教學空間仍與他系共用，若能增加教學空間，有助於

提升教學課後輔導之效果。各專任教師均有專屬研究室，教師研究空間大致符合需求。

此外，已建設完成教學大樓一館及二館，可再提供教學使用，工學院大樓興建亦已完

成，預計將有更大空間可容納本系所師生之教學與研究活動。  
四、設備管理維護機制 

為提昇本系軟硬體設備之使用效率，以資訊科技化的方式管理軟硬體設備，俾利

發揮最大軟硬體設備教學成效。軟硬體設備的規劃應用方面，因應各類教學需求、便

利性，並配合學校特別教室空間規劃受限之下，遂將軟硬體設備規劃集中於系辦公室。

本系軟硬體設備借用管理辨法如下： 
(一)軟硬體設備之管理者為系辦行政助理擔任。 
(二)各項軟硬體設備於上課前，學生可向任課教師詢問教學所需之器材，再到系辦

公室借用。 
(三)借用本系各項軟硬體設備，應出示有效學生證件，並填具借用人資料，歸還時

再簽名。 
(四)各項軟硬體設備於下課後立即點算設備，並將設備歸還系辦固定放置，並擺放

整齊。 
(五)借用時若發現軟硬體設備損壞，應立即通知系辦行政助理。 
(六)若不當使用導致損壞或遺失，則要求當事者修復或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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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提供學生課外學習活動之作法為何？ 

本系自 96 學年起即獲得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補助，在此計畫下，本系於 97 年開

辦「創新與創業管理學程」，100 年度開辦「金融證照與實務學程」，依學程性質不同，

本系常定期、不定期舉辦各種主題活動與專題演講，以提供學生課外學習之成長機會。

以下依此二學程與學生表現說明如后。 
一、創新與創業管理學程 

本學程旨在建構學生創意與創業之結合能力，藉由相關課外學習活動引導學生各

項能力，例如組織學生協助辦理各型學術研討會活動，使學生熟悉學術研討會之籌備

工作與分工合作能力等。其次從學者與業界之交流演講活動中，提高學生從理論到實

務的見習能力，培養學生應用與實作能力。此學程一共舉辦 13 次活動，詳細資料如表

3-3-1 所示。 
表 3-3-1  「創新與創業管理」 學程活動統計表 

時間 活動名稱 
99 年 12 月 16 日 台灣愛迪生─福彥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鄧鴻吉董事長主講「創新發明與創業實

務」。 
99 年 11 月 16 日 凱基證券衍生性商品部 李建道協理主講「創新商品拆解及策略性操作」 
99 年 10 月 19 日 國立政治大學金融系 林士貴教授主講「馬可夫轉換跳躍模型的應用與實證-巨

災與股價指數」。 
99 年 10 月 12 日 國立政治大學金融系 廖四郎教授主講「新金融商品創新之評價─CDS」 
99 年 9 月 30 日 凱基證券衍生性商品部李建道 協理主講「新金融商品之 ELN」。 

98 年 5 月 10 日 網亦資訊代表楊皓麟所主講的「創新教學模式 IRS 教學即時反饋系統應用說明

會」。 
98 年 4 月 10 日 企業參訪活動-國泰人壽；白木屋品牌文化館 

99 年 3 月 2 日 創新與創業管理學程--C-1:創新商業模式應用研討會 

98 年 12 月 9 日 創新與創業管理學程--九十八學年度新創業管理學程之創意、創新、創業實

務研討會 

98 年 5 月 5 日 創新與創業管理學程--演講活動：金融海嘯席捲全球-台灣金融業現況挑戰及

未來發展方向--花旗銀行台灣區 利明獻 總裁 

98 年 3 月 27 日 創新與創業管理學程--創新與創業管理教學與經驗分享觀摩研討會 

97 年 6 月 27 日 逢甲大學「2008 創業教育學術研討會」 

97 年 6 月 25 日 創新與創業管理學程研討會：創業推動模式、課程規劃 

二、金融證照與實務學程 
從民國 97 年的金融風暴後，重創全球金融秩序，不僅使投資人遭受鉅額損失，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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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人對於金融商品產生疑慮，也加深金融從業人員銷售金融商品之阻力，而失去拓展

金融業務的信心。本系自 99 學年度起執行教學卓越計畫-金融證照與實務學程，提供專

業金融講座、金融業實習; 考照補助及產學合作機會，使學生在課堂上財務理論求知之

餘，並能與金融相關企業培養良好之互動關係，培育出國際化財金專業人才。本系所

辦理「金融證照與實務學程」活動如表 3-3-2 所示： 
表 3-3-2  「金融證照與實務」學程活動統計表 

時間 活動名稱 
100 年 9 月 29 日 金融證照與實務學程說明會(二) 
100 年 9 月 28 日 金融證照與實務學程說明會(一) 
100 年 7 月 26 日 大華證券 廖義芳副總經理-專題演講：投資工具與財務規劃實務。 
100 年 6 月 14 日 國立中興大學 會計學系 陳俊合 助理教授，講題為「企業評價與金融市場

投資」。 
100 年 5 月 23 日 凱基證券海外投資部周大偉經理蒞校演講，講題為「如何透過全球市場來

達成自己投資理想」。 
100 年 4 月 18 日 國泰投信莊瑞揚經理蒞校演講，講題為「基金投資與理財」。 
100 年 3 月 7 日 「金融證照與實務」學程說明會 

三、學生競賽表現 
本系所學生參加許多國內與國際競賽均得到不錯的成績，各項競賽表現如表 3-3-3

所示。 
表 3-3-3  參加全國或國際競賽表現統計表 

 學生姓名 比賽名稱及獎項 國家 日期 

國內競賽

優秀獎項 

李家明、柯智

馨、陳宛君、呂

欣燕、宋紜綺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主辦的「電子商務行銷創意

競賽活動」第二名 
台灣 99 年

陳佳霙 
2009 年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教學活動設計競

賽」高中職組-佳作 
台灣 99 年

吳秉南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師生部落格達人選拔競賽

活動】第三名 
台灣 98 年

陳佳霙 
「2009 年華人網絡探究大賽」 

準教師組-亞軍。 
台灣 98 年

陳瑩純 
「2009 年華人網絡探究大賽」 

在職教師組-季軍 
台灣 98 年

李文清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師資培育中心96年度創意教

材教具競賽--961 商科教材教法--佳作 
台灣 97 年

黃品茲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師資培育中心96年度創意教

材教具競賽--961 商科教材教法—甲等 
台灣 97 年

姚明秀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師資培育中心96年度創意教 台灣 97 年



 

62 
 

材教具競賽--961 商科教材教法—優等 

國外競賽

優秀獎項 

詹鈺釤 2011 馬來西亞 ITEX 國際發明展金牌獎 馬來西亞 100 年

詹鈺釤 2010 年馬來西亞 ITEX 國際發明展金牌獎 馬來西亞 99 年

四、系學會活動 
每年系學會皆會辦理迎新、送舊、聯誼、各項比賽等活動，透過系學會之組織運

作，規劃一系列激發學生創意且多元化之活動，如迎新活動，網頁設計研習營、商教

週、商管學院系際球類競賽，各項專題講座，送舊活動等，以落實專才與博雅教育的

涵養。並定期舉辦財務金融生活體驗營，以組織課外活動來提高學生獨立策劃能力，

這些活動統計如表 3-3-4 所示。 
表 3-3-4  96-100 年系學會活動統計表 

序號 實施日期 活動名稱 

1. 100 年 06 月 02 日 101 級送舊 

2. 100 年 05 月 21 日-05 月 25 日 系週 

3 100 年 05 月 07 日-05 月 11 日 商管四系聯合鬼屋 

4 100 年 03 月 05 日-03 月 17 日 第八屆商管四系聯合運動會 

5 100 年 02 月 25 日-26 日 系旅 

6 100 年 01 月 31 日 帶動中小學社區服務 

7 99 年 12 月 23 日 火鍋大會 

8 99 年 12 月 21 日 商教電機美術三系聯合耶誕舞會 

9 99 年 12 月 06 日-12 月 15 日 第七屆商管四系聯合歌唱大賽(初,決賽) 

10 99 年 11 月 23 日-12 月 02 日 系上運動會 

11 99 年 10 月 14 日 104 級迎新茶會 

12 99 年 9 月 23 日-25 日 商教資工 104 級聯合迎新 

13 99 年 7 月 03 日-06 日 第七屆財務金融生活體驗營 

14 99 年 5 月 29 日 100 級送舊 

15 99 年 5 月 22 日-28 日 工教商教聯合系週 

16 99 年 5 月 02 日-06 日 商管四系聯合鬼屋 

17 99 年 3 月 01 日-12 日 第七屆商管四系聯合運動會 

18 99 年 2 月 17 日-18 日 系旅 

19 99 年 1 月 21 日 帶動中小學社區服務 

20 98 年 12 月 23 日 火鍋大會 

21 98 年 12 月 21 日 商教電機聯合耶誕舞會 

22 98 年 12 月 02 日-09 日 第六屆商管四系聯合歌唱大賽(初,決賽) 



 

63 
 

23 98 年 10 月 7 日 103 級迎新茶會 

24 98 年 9 月 19 日 103 級新生迎新 

25 98 年 7 月 6 日-8 日 第六屆財務金融生活體驗營 

26 97 年 7 月 2 日-4 日 第五屆財務金融生活體驗營 

27 96 年 7 月 2 日-4 日 第四屆財務金融生活體驗營 
 

3-4 指導教授的研究生指導負擔與提供學習和生涯輔導之情形為何？ 

一、本系教師指導研究生人數 
本系於民國 100 年 2 月新聘教師 1 名，8 月新聘教師 2 名，除上述 3 位教師尚無指

導研究生外，8 位教師指導研究生人數統計如表 3-4-1 所示。 
表 3-4-1  97-99 學年度教師指導研究生人數相關資料表 

職  稱  姓  名  博士班研究生  碩士班研究生  行政管理碩士班

教授兼系主任  吳明政  4 14 2 
教授  溫玲玉  5.5 7 6 
教授  陳信憲  3 22 2 
教授  陳美華  2 25 5 
副教授  林美純  0 0 0 
副教授  林淑惠  0 14 0 
助理教授  郭志安  0 13 6 
助理教授  陳俞如  0 0 0 
助理教授  羅志成  0 16 0 
助理教授  張元  0 0 0 
助理教授  謝企榮  0 0 0 

二、研究生之學習輔導 
本系所針對研究生之學習輔導，可以分為同儕學習輔導與教師學習輔導二方面來

說明： 
(一)同儕學習輔導方面 

由碩二學生針對研究所新生進行系所環境簡介、各領域課程說明、選任指

導老師之原則，並以社群網站(facebook)強化碩二、碩一新生之聯繫。 
(二)教師學習輔導方面 

1.專業課程說明：本所授課教師於課程教授前，會將課程大綱上傳學校網站系

統，說明課程目標與目的、上課方式、參考書目、評量事項與期刊論文等，

研究生可透過課程大綱講解該課程之教學方式與授課內容。 
2.時間安排：本系專任教師平均每週安排四小時(教務處規定)與指導學生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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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並將晤談時間 (office hour) 公佈於研究室外，學校網站亦可查詢。研究

生則可利用晤談時間與老師進行討論，從文獻蒐集與閱讀，不論是論文上或

生活事務上之問題，指導老師都將給予協助，找出具有價值的研究缺口。 
3.論文寫作：在定期的論文進度討論中，本系老師能協助指導研究生解決論文

問題與困難，能提高研究生寫論文的能力，充份激發研究生潛能，以完成學

位論文。 
4.專題演講與書報討論：每學期定期舉行多次演講活動，增進學生學習的廣度

及深度。專題演講題目以配合所上發展方向及研究生研究論文方向為主。 
5.多元交流管道：研究生可以電子郵件或是社群網站(facebook)的方式與指導老

師直接溝通，即時解決研究生之學習疑慮。 
三、研究生之生涯輔導 

研究所碩一新生於入學之際，因為 paper 課業壓力與人際壓力，而有些挫折感，

進而對未來就業與升學之生涯規劃產生困惑。本系專任教師均有豐富的經驗，能夠以

適當的方式引導與抒發研究生之情緒，輔導研究生思考其未來的生涯規劃，可以金融

機構、金融專業教職與學術研究為其主要參考發展方向。本系教師常以自身經驗、專

題講座與課外健身活動，與研究生成為課業學習、生涯輔導與心靈成長的好伙伴。 

3-5 系所提供學生生活輔導之作法為何？ 

對於學生生活輔導措施的部份，本系依學生問題來源，區分為學習、生活與人際

關係三方面，學習輔導已於前所述，以下依學生生活與人際關係方面，分述本系具體

作法如后。 
一、生活輔導 

(一)加強職業道德教育--由於本系在轉型後，學生未來從事金融業比例較大，對於

職業道德的要求高於一般其他行業，因此，本系於課程架構中增設「企業倫理」

與「企業實習」相關課程(詳見本系課程架構)，以強化學生職業道德觀念與應用。

(二)導師個別輔導制度--學生可以與老師一起分享探索喜怒哀樂，藉由不同媒介和

方法，拓展學生對自我世界中生理、情緒、認知、行為，甚至社會及靈性關係

上更豐富的接觸和理解，進而達到形塑自己的目的。 
(三)建立輔導轉介機制--由於本系老師之專長並非屬於輔導與諮商，遇到棘手無法

解決的問題，將由導師轉至到系主任，第一時間將上轉至「學生心理諮商與輔

導中心」，由專業的老師與志工來接手。以下將本系個別諮商服務、班級輔導

申請與諮輔中心與院系拜訪交流活動統計整理如表 3-5-1、表 3-5-2 與表 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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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1  個別諮商服務統計表 
年度 總申請服務人數 備註 

96 0 人 
96 上學期：0 人 
96 下學期：0 人 

97 2 人 
97 上學期：1 人 
97 下學期：1 人 

98 7 人 
98 上學期：2 人 
98 下學期：5 人 

99 3 人 
99 上學期：1 人 
99 下學期：2 人 

100 2 人 100 上學期截至 100.11.18 

表 3-5-2  班級輔導申請統計表 
年度 申請主題 辦理時間 參與人數 

96 大學生多元能力之發展 96.11.27 33 人 
97 無 無 無 
98 無 無 無 
99 伴侶關係與生涯發展 99 年 10 月 15 日 

10:00-12:00 
12 人 

表 3-5-3  諮輔中心與院系拜訪交流活動 
系所 時間 與會人員 

商教系 97.09.05  
9：30-10：30 

陳信憲老師、林杏足老師、鄭鈴諭老師、王紹瑜老師、陳慧

萍老師 

(四)舉辦學習輔導工作坊--每學期開設不同主題之團體或工作坊，使一群對某項主

題有興趣或同感困擾的人，在老師帶領下一起探索及成長。 
二、人際關係輔導 

(一)舉辦人際關係工作坊並填具「人際行為量表」量表--協助學生察覺自己在人際

關係中的反應與需求，使學生可以讓人際關係更美好、享受人際關係。 
(二)增加導生聚會次數--認識人際關係的本質，尋找自我人際定位，建立自在、和

諧的人際互動關係，營造雙贏面的人我關係。主題可包括人際衝突、親密關係、

親子關係、師生互動等。 
(三)增加開班會次數--班級座談以生動活潑的講授方式與同學面對面交換意見，協

助班上同學看到大家的多元面貌。並從團體心理測驗則是透過標準化的心理測

驗（如人格測驗、興趣量表等）協助學生從客觀角度認識自己。 
(四)家族與系學會制度輔導--由系學會舉辦的迎新與送舊活動，有效將本系學生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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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在一起，不管是學習、生活與人際關係，都能使學生的情緒穩定下來，並適

應新生活。(參見表 3-3-4) 
(五)專業輔導圖書--本系提供許多心理、輔導相關之圖書、錄影（音）帶、期刊、

宣傳小卡等視聽資源，歡迎同學借閱使用。為增進學生的精神心理健康專業知

識，以適切協助具有特殊需要的同學，本系亦邀請精神科醫師提供身心健康專

業諮詢。 
(六)性別平等教育分析--本系商請本校輔導與諮商學系老師提供支援，宣傳友善性

別平等互動之概念，宣導性別平等理念，並且增加主題以涵蓋大學生的感情世

界、分手情傷、同性戀議題、性教育等。 
三、學生住宿輔導 

本校為確保學生住宿安全，提昇宿舍環境品質，依據本校「學生宿舍輔導辦法」、

「學生宿舍環境整潔檢查辦法」及「學生宿舍用電辦法」，每學期均辦理「學生宿舍用

電安全暨公共衛生檢查」，檢查小組由各系導師代表、教官、學生宿舍委員會幹部組成，

以維護學生住宿用電之安全及提昇宿舍環境品質。 
對於身體不便學生，各班導師會主動到學生宿舍瞭解其生活適應狀況與特殊需

求；若同學在外租屋，各班導師也會視需要親自到租屋現場及其社區瞭解其逃生設備，

室友背景，通勤狀況，經濟問題，以及飲食條件。良好的生師關係是服務學生的首要

原則，因此各班導師一直持續與學生保持密切互動，總是在第一時間，提供學生最適

切的陪伴與照顧。 
四、獎助學金與學生工讀金 

學生除在系上有獎助學金或工讀之機會，亦可至本校學生輔導中心、健康中心、

學務處、教務處、總務處…等行政單位工讀。僑生及外籍生另有教育部補助之僑生獎

助學金、外籍生獎助學金及普通獎助學金…等。 

3-6 系所提供學生生涯輔導之作法為何？ 

本系學生原以「中等教育工作」為其志業，但面對大環境變化，本系除了提供原

教育學程外，配合本系現有課程設計及師資結構與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所設置之「金

融證照與實務學程」，以「財務金融」為本系之發展目標，強調產學合作，並加強實務

教學及取得證照，使學生熟悉金融商品及投資工具實務，並輔導及鼓勵學生取得國內

外財務金融專業證照，發展升學輔導與多元化就業之策略，以滿足學生不同需求。本

系從既有之商業教育出發，培養學生具有財務金融專業知識與職業道德教育，可養成

具有道德觀之專業金融人才。 
依本校訂定之「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職涯輔導作業要點」（如圖 3-6-1 所示），進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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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職涯輔導事宜，本系依此作業要點訂定商業教育系「生涯進路圖」（如圖 3-6-2 所示）。

此外，本系為使學生對未來職涯規劃有更清楚的認識，特邀請企業成功人士至本系進

行職涯專題講座（職涯演講統計表如表 3-6-1 所示）。 
以下針對「職涯輔導作業流程」、商業教育系「大學生選課地圖」、「生涯進路圖」

與「職涯專題講座」進行說明。 
一、「職涯輔導作業流程」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職涯輔導作業流程如圖 3-6-1 所示。由圖 3-6-1 可發現，本校對

於學生之生涯輔導流程分別為：「瞭解系所目標」、「生涯/興趣規劃」、「瞭解就業市場與

職場體驗、建立核心競爭力」與「職涯發展」四階段，第四階段是針對畢業後的生涯

實踐期，因此，以前三階段為主要輔導階段。重要實施方式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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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1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職涯輔導作業流程 
 (一)瞭解系所目標 

1.瞭解本系核心目標：俾使學生了解本系核心目標，從基礎課程學習中慢慢了

解其個人興趣。 
2.建置多導師制：本系於大學部與碩士班均設置導師，以協助學生認識學校與

本系，導師會根據學生需求，提供職涯規劃之協助。 
3.學習歷程生涯服務系統：配合學校使用 e-portfolio 的規劃，學生可以學習個

人生涯規劃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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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涯/興趣規劃 
1.提供各種升學、就業及證照考試資訊供學生參考。 
2.開設不同領域課程，協助學生探索方向。 

(三)瞭解就業市場與職場體驗、建立核心競爭力 
1.辦理職涯輔導活動，提高學生對職場的認識，職涯輔導活動如：職場倫理、

職場發展趨勢、就業準備技巧、履歷準備、面試技巧、國際禮儀、校友職涯

與公職考試等講座。 
2.辦理學生至企業參訪活動，增加學生對職場的廣度，作為日後選取工作之參

考依據(100 年度至台南富邦金控分行、98 年至國泰人壽參訪)。 
3.辦理企業到校說明會，並與實習廠商進行座談會。 

二、大學部學生生涯進路 
為使學生具備商學的專業知識，本系制定了：基礎課程、專業課程與進階課程，

在進階課程中，設定分流制度，以學生職涯為考量，配合本系核心能力規畫課程地圖

（見附件），本系開設多元化的課程，由學生自行選擇學習方向，這些方向包括：教育、

證券、銀行、保險與一般中小企業財務等領域。  
三、職涯專題講座 

本系為使學生瞭解不同行業的特色，特邀請企業成功人士至本系進行職涯演講，

行業包括證券(寶來、大華)、投信(國泰、凱基、寶來)、壽險(新光、富邦)、銀行(元大、

上海、台中)與不動產(歐亞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昇霖資產管理公司)，以提供學

生職涯規劃依據。(詳細職涯專題講座統計表，如表 3-6-1 所示) 
表 3-6-1  職涯演講統計表 

年度 次數 企業名稱 

100 年 10 

新光人壽、大華證券、昇霖資產管理公司、上海儲蓄銀行、寶來金融

集團、富邦人壽、中華民國中小企業協會企研中心、凱基證券、國泰

投信等。 

99 年 9 
台灣愛迪生--福彥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凱基證券、台中啟聰學校、富

士達理財公司、元大銀行、台中銀行等。 

98 年 8 寶來投信、富士達理財公司、中華經營管理職能發展中心等。 

97 年 5 
雅言出版社、勝典科技、歐亞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富世達理財

有限公司、區域經濟與人力資源發展協會產業諮詢財經小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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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年 6 

育達教育事業集團、新領域國際顧問公司、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

合勝經營規劃公司、美商精銳國際資產管理公司、中華民國中小企業

協會等。 

四、就業銜接術 
本系與金融機構簽定建教合作意向書，由金融機構提供實習的機會，建立學生於

就學期間探索自己的職業性向。實習可分為：暑期實習與學期實習二種，建立學生於

就學期間測試自己的方向。暑期實習以 4 週為原則，在繳交實習報告後，可以選抵下

個學期的選修課。在學期實習方面，則以四下學生為輔導重點，提供學生完整的實習

經驗。以下為本系與企業合作之具體的作法： 
(一)簽定提供建教合作與實習之合作廠商/機構—目前與昇霖資產管理公司、日光夏

蘭公司簽訂建教合作事宜，將安排 10-12 位大三同學前往實習，實習內容包括

不動產財務、不動產創業投資與資產管理實務操作等； 
(二)建立專屬實習導師制度-每位實習導師每月排 2 小時的時間訪視學生； 
(三)實習考評表-由實習廠商/機構填寫企業訪評表及實習考評表與回饋表，有助於本

系協助學生調整心態，並提高學生就業之穩定度。（考評表與回饋表見附件）

特色 

本系大學部、碩士班、博士班之課程設計以國際化、科技化、產學合作、及獨立

學習能力為原則，其教學設計則力求活潑性、互動性、時效性與實務性，除能提高學

生參與外，並能將適時導入各學門之專業刊物內容為教材，且可結合投資實務，進行

實做模擬競賽，使同學們能兼顧理論與實務；本系並加強官產學建教合作，落實實務

教學，強化學生學以致用的能力。 
問題與困難 

本系在學生輔導與學習資源所遭遇的困難有： 

一、系所空間不足與經費短缺 
雖然建設完成教學大樓一館及二館，可再提供部份教學使用，仍為與他系共用，

常出現捉襟見肘之苦。目前工學院大樓已完工，但學校是否配置更大空間予本系所師

生使用，仍有待學校之空間安排，因此本系所仍有強烈之教學空間需求。 
二、技職體系學生專業能力較英數基礎能力強 

由於本系學生來源為四技二專體系，學生英文與數理程度仍有加強的空間。 
三、學生之生涯規劃較傾向教職與公職 

由於原來學生入學定位於中等師資培育，但隨教育環境變化，少子化與教師員額

縮減，致使教職就業困難度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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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生考照經費來源不足 
因學校編列予本系所之經費有限，致使無法給予學生報考金融專業證照之補助，

對學生來說金融證照的考照成本負擔較重，因而使得學生金融證照報考意願較弱。 
改善策略 

本系在學生輔導與學習資源改善策略為： 
問題 1  系所空間不足與經費短缺 

改善策略：寶山校區已興建教學一館及二館、工學院新大樓均已完工，擬極力爭取請

學校給予本系所足夠之空間。 

問題 2  技職體系學生專業能力較英數基礎能力強 

改善策略：(1) 本校已訂有英語畢業門檻，並設有補救教學(詳請請見語文中心)之課

程開設 (2) 鼓勵教師全英語授課 

問題 3  學生之生涯規劃較傾向教職與公職 

改善策略：本系擬妥多元化的企業實習機會，鼓勵學生培養第二專長，增加企業實習

機會，鼓勵修習金融證照學程。 

問題 4  學生考照經費來源不足 

改善策略：系所已擬定考照獎勵辦法，另於金融與證照實務學程中增加考照獎勵。 

總結  

本系大學部、碩士班、博士班之課程設計以國際化、科技化、產學合作、及獨立

學習能力為原則，建構學生廣闊之學習視野，關於學生輔導與學習資源之總結分述如

下： 
一、學生學習輔導 

從建立橫向與縱向的家族學伴制，以凝聚本系向心力；其次，藉由系學會活動與

畢業展展現學生創意與活力；再從同儕學習之教學助理與導師制度中，解決學生學習

障礙。 
二、學習資源及其管理維護機制 

在教學設備與設計方面，近期將編列預算，將教學用電腦與筆記型電腦汰舊換新，

以利教學活動之活潑性、互動性、時效性與實務性。 
三、提供學生課外學習活動之作法 

開辦「創新與創業管理學程」與「金融證照與實務學程」，依學程性質不同，本

系常定期、不定期舉辦各種主題研討會、參訪活動與專題演講，以提高學生視野之寬

廣度與學生課外學習之成長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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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指導教授的研究生指導負擔與提供學習和生涯輔導之情形 

本系教師每週定期與研究生討論論文進度及協助研究生解決問題與困難，並鼓勵

碩博班的研究生積極參與各項學術研究，甚至發表在國際研討會與國際期刊上。 
五、系所提供學生生活輔導之作法 

對於學生生活輔導措施的部份，本系區分為學習、生活與人際關係三方面，輔導

學生探索自我，並針對學生學習需要，以教學助理機制與宿舍學習專區，提供免費學

習輔導，並鼓勵學生考取金融證照與參與各項投資模擬競賽，驗證其學以致用的程度。

生活輔導方面，加強職業道德教育與導師個別輔導制度，可以拓展學生對自我世界中

生理、情緒、認知、行為，甚至社會及靈性關係上更豐富的接觸和理解，進而達到改

變自己的目的。在人際關係輔導方面，舉辦人際關係工作坊與增加導生聚會次數，尋

找自我人際定位，協助學生從客觀角度認識自己。 
六、系所提供學生生涯輔導之作法 

為使學生具備商學的專業知識，本系制定基礎課程、專業課程與進階課程，在進

階課程中，設定分流制度，本系開設多元化的課程，由學生自行選擇學習方向，這些

方向包括：教育、證券、銀行、保險與一般中小企業財務等領域，「生涯進路圖」與

「選課地圖」。在企業實習方面，本系與金融機構簽定建教合作意向書，由金融機構

提供實習的機會，建立學生於就學期間探索自己的職業性向，其中，暑期實習以職場

試探性為原則，學期實習則以實習完整性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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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四：學術與專業表現 

評鑑內涵 確保學生學習成效機制之學術與專業表現面，係指系所教師與學生能展現

出符合學校發展定位、系所班制結構以及所屬學門普遍認可之學術與專業

表現。 

評鑑效標 4-1 教師研究表現之情形為何？ 
4-2 教師專業服務表現之情形為何？ 
4-3 學士班學生專題研究能力之表現為何？ 
4-4 碩、博士班學生之學術與專業表現為何？ 
4-5 碩、博士班學生之數量與品質如何？ 
4-6 學生論文主題與實務應用結合之情形為何？(在職) 
4-7 學生參與國內實務應用或創新活動之情形如何？(在職) 
4-8 碩、博士班學生之數量與品質如何？(在職) 
4-9 學生專業實務能力符合現職需求之情形為何？(在職) 

現況描述 
本系目前共有專任教師十二名，其中教授四名、副教授二名、助理教授五名以及

講師一名，幾乎皆具備商業教育、財務管理與金融以及管理博士學位。過去幾年來，

在每位教師積極投入研究的努力下，相繼出版期刊論文、專書論文、研討會論文與國

科會計畫，相較於國內其他相關系所，有水準以上的表現。特別是本校及本系提供了

完善的研究環境與制度以激發教師研究潛能，鼓勵教師積極從事研究，制定各類研究

相關的獎勵補助辦法，足以提升教師研發能量與學術水準。 
過去數年本系教師均致力於產、官、學之研究合作。除歷年來皆多次獲得包括國

科會、教育部以及其他相關機構的研究計畫案、學術論文獎與其他諸多獎項、致力於

專業書籍及自編教材的撰寫之外，亦竭力提供社會服務事項，如各種學術活動之評審

或遴選委員、擔任學術團體幹部、擔任國家考試之命題委員或閱卷委員、國科會專題

研究計畫、教師升等案等審查委員等。 
目前本系對於大學部學生之專題研究能力培養，過去在許多課程上皆會要求學生

針對該科目之相關議題進行專題報告，此舉將有助於學生搜集資訊與資料、歸納整理

以及基本論文撰寫能力的培養。另外，本系訂有「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職業教育學院商

業教育學系碩士班研究生學位授予作業規定」以及「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技術及職業教

育學院商業教育學系博士班研究生學位授予作業規定」，對研究所學生之論文審查與畢

業條件，以嚴格把關學生之學識素養與品質。而有鑑於學術市場競爭日趨激烈，碩、

博士班學生已積極加強專業之研究、投稿與發表能力，因此本系學生著作數量亦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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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水準。  
本系教師研究領域廣泛，讓碩、博士生皆能依照自己的興趣尋找研究方向。師生

間互動密切，學生對於本所教師論文指導滿意度高。本系有制定論文學生指導人數上

限，確保論文指導品質。 
本系設立在職專班的目的為培養並落實現代化行政管理人才，並配合教育部建立

多元彈性高等回流教育體系，強化在職進修功能以建構終身學習之社會及加強校院內

各系所（會計、企管）相關資源整合，以提昇學校整體資源使用之效益。本系在職專

班的人數每屆招生 30 人，從數量上來看，每位老師每屆平均指導 2~3 位學生，故由學

生的數量上來看，本系師資足夠指導研究所的學生。而學生論文資料表可以看出，在

職專班的論文題目大致都與實務上的應用密切結合，多為探討人事、財務、管理及一

般行政在民主社會的定位及功能，並研討組織行為與人際關係於行政管理上應用。 
在職專班學生的學習具備明確的方向、目標、系統，學習態度積極並重視實務與

兼顧理論研究，畢業後大多回到原就職單位繼續服務，皆能學以致用，獲得工作表現

上實質的進步與提升。已畢業之在職專班學生普遍給予母系高度之評價，並於畢業後，

持續與所上師生保持良好互動，參與所上活動，並樂於將工作成就與經驗回饋學弟妹

分享。 

4-1 教師研究表現之情形為何？ 

95 至 100 年度系上專任教師發表於學術期刊文章共 115 篇，平均每人約 9.6 篇。

其著作統計表請參見表 4-1-1，而透過期刊論文之不同等級進行分類。 
95 至 100 年度系上專任教師在國、內外研討會上共發表了 207 篇文章，平均每人

約 17.3 篇。透過研討會論文之發表地點在國內抑或是國外來進行分類，表 4-1-2 說明

系上專任教師在國、內外研討會上發表論文之分布概況。 
學校及本系提供了完善的研究環境與制度以激發教師研究潛能，鼓勵教師積極從

事研究，制定各類研究相關的獎勵補助辦法，以提升教師研發能量與學術水準，請參

閱表「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教師研究成果獎勵辦法」（見附件）、「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新進

教師專題研究費補助辦法」（見附件）以及「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教師與研究人員參加國

際學術會議或展演補助辦法」（見附件）。 
表 4-1-1  95-100 學年度商教系教師發表之期刊論文統計表 

 SSCI&SCI 
等級期刊 

TSSCI 
等級期刊 

國際非 
SCI&SCI 
等級期刊 

國內非 TSSCI 
等級期刊 分年合計 

100 年 7 6 1 6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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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年 2 0 5 11 18 

98 年 6 5 2 20 33 

97 年 2 4 0 15 21 

96 年 4 1 0 1 6 

95 年 2 2 1 12 17 

分項合計 23  8 9 65 115 

總計 115 篇 

 

表 4-1-2  95-100 學年度商教系教師發表之研討會論文統計表 

 國際研討會 國內研討會 分年合計 

100 年 3 20 23 

99 年 12 29 41 

98 年 13 30  3 

97 年 6 37 4 

96 年 7 19 26 

95 年 6 25 31 

分項合計 47 160 207 

總計 207 篇 
 

4-2 教師專業服務表現之情形為何？ 

過去數年本系教師均致力於產、官、學之研究合作。本系在 95 至 100 學年度，共

獲得包括國科會、教育部以及其他相關機構的研究計畫案共 62 件，平均每人約 5.2 件。

其中 95 至 100 年度國科會研究計畫案數分別為 4 件、5 件、7 件、9 件、8 件與 8 件，

如表 4-2-1 所示。 
95 至 100 年度系上專任老師相繼獲得學術論文獎與其他獎項，共 40 件。另外，根

據表 4-2-2 之 95 至 100 學年度商教系教師發行的書籍及自編教材統計表可發現，本系

教師每年都有專書著作的發行，數量雖然並非很多，共 24 件，有持續性，近六個年度

分別為 5 件、2 件、9 件、1 件、2 件與 5 件。 
本系專任教師在過去數年竭力提供社會服務事項，如各種學術活動之評審或遴選

委員、擔任學術團體幹部、擔任國家考試之命題委員或閱卷委員、國科會專題研究計

畫、教師升等案等審查委員等。在學術服務部分共計 251 人次，請參見表 4-2-3；在社

會服務部分共計 89 人次，請參見表 4-2-4。本系教師亦積極參與了學校所舉辦之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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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成長活動，請參見表 4-2-10（見附件）。 
表 4-2-1  95 至 100 學年度商教系教師參與研究計畫成果統計 

年度 國科會 教育部 其他相關機構 分年合計 

100 年 8 0 0 8 

99 年 8 0 7 15 

98 年 9 1 0 10 

97 年 7 1 6 14 

96 年 5 1 1 7 

95 年 4 3 1 8 

合計 41 6 15  2 

總計 62 件 

 
表 4-2-2  95-100 學年度商教系教師發行的書籍及自編教材統計表 

年度 專書與自編教材 

100 年 5 

99 年 2 

98 年 9 

97 年 1 

96 年 2 

95 年 5 

合計 24 

表 4-2-3  95-100 學年度商教系教師參與學術服務統計表 

 95 年 96 年 97 年 98 年 99 年 100 年 合計 

期刊編輯/審查委員 10 9 17 11 21 4 72 

研討會編輯/演講/主持 
/評論/審查委員 0 3 8 7 11 2 31 

命題委員/口試委員 
/甄試委員 評鑑委員 12 15 18 14 8 3 70 

學校演講 15 7 11 5 11 3 52 

其他 8 - 3 7 3 1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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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4  95-100 學年度商教系教師參與社會服務統計表 
 95 年 96 年 97 年 98 年 99 年 100 年 合計 

董事/監事/理事 0 0 0 0 1 1 2 

評審委員/甄審委員/ 
審查委員/審議委員 8 4 5 4 1 3 36 

顧問/諮詢服務 1 1 1 6 8 2 19 

公私立機關演講 10 6 7 4 7 0 33 
 

4-3 學士班學生（專題）研究能力或展演之表現為何？ 

目前本系對於大學部學生之專題研究能力培養，過去在許多課程上皆會要求學生

針對該科目之相關議題進行專題報告，此舉將有助於學生搜集資訊與資料、歸納整理

以及基本論文撰寫能力的培養，本系歷年有紀錄之來學生課堂專題報告請參考表 4-3-1。
另一方面，近年來國科會提供大學部學生在教師的指導下進行專題計畫的研究，

學生可以將其所習得之研究方法與邏輯推論應用在其有興趣議題的研究上，是一個非

常好的訓練機會，對於其培養研究能力有很大的助益。系上教師過去指導大學部學生

參與研究計畫之狀況，請參考表 4-3-2。 
表 4-3-1  95-100 學年度商教系大學部課程專題報告題目統計表(節錄) 

年度 課程名稱 專題報告題目 
吳明政 

99 

期貨與選擇權 

隱含波動率和歷史波動率對選擇權價格的預測 
99 期貨與貨幣之避險 
99 氣候選擇權 
99 運用實質選擇於台中捷運 BOT 投資案之研究 
99 台指選擇權之波動性研究 
99 風險值〈var〉的概念與應用 
99 期貨商承作店頭衍生性商品之可行性種類及配套措施 
99 報章雜誌的建議或資訊對選擇權的買賣策略是否有用 
99 期貨的概況與現況分析 
99 研究台指期和摩根台指的到期日效應 
98 

債券分析 

隱含波動率和歷史波動率對選擇權價格的預測 
98 期貨與貨幣之避險 
98 氣候選擇權 
98 

金融市場 
人民幣升貶成因以及後市看法 

98 資產證券化商品作法之利弊得失 
97 創投與金融市場 創業投資的定義與功能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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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金融市場籌資工具 
97 

期貨與選擇權 
奇異型選擇權定義與種類 

97 氣候、能源及保險衍生性商品 
97 

債券分析 

次級房貸的形成原因與後續影響 
97 債券型基金種類與投資時點分析 
97 連動式債券之組成結構與範例分析 
97 CDO 擔保債權憑證特性分析 
96 

創新與金融 

新創事業資金取得與投資評估 
96 電子金融優劣勢分析 
96 創新與金融-私募基金 
95 

財務個案分析 

中信金買兆豐金弊案 
95 安隆風暴 
95 明碁併購西門子 
95 凱雷擬收購日月光 
95 電腦業界雙巨頭合併案：惠普、康柏 

 
表 4-3-2  95-100 學年度商教系教師指導大專生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統計表 
年度 指導教授 專題研究計畫名稱 
96 郭志安 四象限投資法則  (NSC96-2-15-C-018-013-H) 

100 張元 社會責任與公司績效─獨立董監事、機構投資人持股與產業成 
性的調節效果 (100-2815-C-032-024-H) 

99 張元 新聞曝光可以增進企業社會責任行為對財務績效的影響嗎？─
臺灣的實證研究 (99-2815-C-032-05-H) 

98 張元 金融機構從事企社會責任行為對其財務績效的影響─全球資料

的實證分析 (98-2815-C-032-027-H) 

98 張元 外國銀行的入股真的能改善本國銀行之績效？─傾向分數配對

方法 (98-2815-032-023-H) 
 

4-4 碩、博士班學生之學術與專業表現為何？ 

本系訂有「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職業教育學院商業教育學系碩士班研究生學位授予

作業規定」以及「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技術及職業教育學院商業教育學系博士班研究生

學位授予作業規定」，對研究所學生之論文審查與畢業條件，以嚴格把關學生之學識素

養與品質。表 4-4-1 列示出本系教師 95 至 100 學年度所指導之碩、博士班學生之碩、

博士論文。 
有鑑於學術市場競爭日趨激烈，碩、博士班學生應加強專業之研究能力。表 4-4-2、

表 4-4-3 報告了 95 至 100 學年度本系碩、博士班學生之學術期刊論文以及研討會論文

一覽表，顯示除了匿名審稿的文章之外，學生論文著作亦刊登在國際期刊如 SSCI、SCI、
EI、EconLit、FLI 與 TSSCI 等，表示本系學生著作亦達到一定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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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1  本系教師 95-100 學年度指導之碩、博士班學生論文 
吳明政教授兼系主任 
畢業學年度 學位別 學生姓名 論文名稱 

95 碩士 卓宛資 員工認股權證發放時點之探討─以台灣上市公司為例 
95 碩士 黃仕群 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與公司特性關聯性之研究─以台灣上市櫃電子業為例

95 碩士 陳怡靜 台灣上市櫃公司經理人報償誘因與盈餘管理之研究_以電子產業為例 
95 碩士 方志航 海外可轉換公司債發行公司設定轉換溢價之研究 
96 博士 王秀媛 探討接受行動學習的前因及其在年齡及性別上的差異 
96 碩士 謝依婷 國內高階經理人在報償機制下風險承擔和融資決策 
96 碩士 傅信豪 以股票為基礎之報償機制與財務資訊揭露程度之理論與實證分析 
97 碩士 陳意君 認股權發行效果與公司績效之關聯性 
97 碩士 蕭楹璋 公司特性與初次上市櫃公司績效關聯性實證研究 
97 碩士 黃怡婷 員工認股權證執行行為之實證分析 
97 碩士 劉玲綸 金融海嘯後之消費者生活型態對網路購物意願之影響 (與陳瑜芬共同指

導) 
98 碩士 陳裕豐 員工入股制度、經理人轉讓與盈餘管理 
98 碩士 梁文昇 景氣波動與海外投資對公司價值之影響性研究 
98 碩士 林逸程 技術創新之升級選擇權價值評估 
98 碩士 林家君 授予員工認股權對公司支付政策之影響性研究 
98 碩士 賴俊峯 公司治理機制對公司績效及公司績效波動程度之影響性研究 
99 碩士 黃蘭雅 員工分紅費用化後的獎酬制度對公司績效之影響 
99 碩士 詹智凱 高階經理人之薪酬敏感度分析 
99 碩士 陳孟芳 員工認股權與公司投資支出 
99 碩士 張栢瑋 財務報表查核任務複雜度與董監事酬勞之關聯性研究：法令所扮演的角色

溫玲玉教授 
畢業學年度 學位別 學生姓名 論文名稱 

95 博士 吳菊 國際觀光旅館組織政治知覺、組織文化與工作績效之關係研究 
95 博士 陳秀玉 技專校院組織變革、組織文化、教 專業角色知覺與教師工作投入之研究--

以餐旅科系教師為例 
95 博士 許順發 企業訓練同盟合作網絡、關係資本與訓練同盟績效之研究 
95 博士 吳俊彥 人格特質、知識分享、組織創新氣候與企業技術創造力之研究 
95 碩士 魏士琤 學習動機、訓練成效與工作績效之研究－以組織承諾為干擾變項 
95 碩士 張瑜芳 組織創新氣候、成員創新行為與組織創新績效之研究－以金融業為例 
95 碩士 陳秋雁 行動電話業者公關活動、企業形象與消費者行為意向之研究 
95 碩士 邱慶釗 訓練需求評估、訓練成效與組織效能之研究—以組織文化 干擾變項 
95 碩士 鍾佳芳 教育訓練需求與課程設計之研究－以 J 遊樂園為例 
96 博士 王金酩 組織文化、創新人格特質與自我調整學習對突破式創新績效之研究 
96 碩士 鄧筱潔 工作特性對員工創新行為影響之研究－以敬業貢獻度為中介變項 
96 碩士 潘正雄 綠色管理、組織創新與組織永續發展之關連性研究-以某醫療機構為例 
96 碩士 李宛蓉 工作環境對技術創造力影響之研究-以思考風格為中介變項 
97 博士 黃琦君 高等教育在區域發展中所扮演的角色 個案研究:以西梅克倫堡州的維斯馬

大學為例 (與 Prof. Norbert Gruenwald 共同指導) 
97 碩士 黃郁真 領導風格與激勵制度對企業技術創造力之影響—以知識分享為中介變項 
97 碩士 洪素娟 3C 電子產品消費者的環保態度對購買行為之研究－以綠色行銷知覺為中

介變項 
97 碩士 魏士琦 社會支持、工作投入與工作績效之研究－以逆境商數為干擾變項 
97 碩士 吳微婷 保養品消費者生活型態、知覺風險、顧客忠誠度與購買決策之關聯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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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碩士 陳明輝 企業環保承諾、環保策略、環保創新技術對環保績效影響之研究 (與李龍

鑫共同指導) 
98 碩士 張琇喻 保健食品促銷方式對消費者購買意願之 
98 碩士 孟筱倩 保養品消費者綠色消費知識、態度與行為之研究-以樂活生活風格為干擾變

項 
98 碩士 陳建華 員工工作動機、幸福感、工作投入與角色行為之關連性研究 
98 碩士 王志新 訓練投入、訓練實施程序及訓練成效之研究－人力資本的觀點 (與許順發

共同指導) 
99 博士 蔡明達 觀光旅館業高績效工作系統、心理賦能、服務導向組織公民行為與服務績

效之關連性研究 
99 碩士 陳又銘 企業環境資訊揭露、社會責任與競爭力關係之研究 (與李龍鑫共同指導) 
99 碩士 程婉婷 應用多媒體概念圖數位教材於高職會計學之研究 (與邱垂昌共同指導) 
99 碩士 吳仁傑 企業社會責任、綠色創新與綠色績效關聯性之研究 (與許順發共同指導) 
99 碩士 張景堯 網路購物之顧客關係管理、服務品質與品牌形象認知關聯性之研究－以

「Yahoo!奇摩購物中心」為例 (與許順發共同指導) 
99 碩士 蔡靜宜 互動性、科技接受模式與消費行為之關聯性研究-以 Facebook 為例 (與許順

發共同指導) 

陳信憲教授 

畢業學年度 學位別 學生姓名 論文名稱 
95 碩士 廖永鎮 從行為財務學探討盈餘預測偏誤與股票報酬 
95 碩士 李星樺 探討有形資訊與無形資訊對台灣股市報酬率之影響 
95 碩士 蕭詩紜 機構投資人正向回饋交易行為對報酬動能強度之影響 
95 碩士 林思吟 剖析分析師對不同類型公司預測偏誤之研究 
96 博士 潘麗卿 資訊透明度、分析師預測與盈餘管理關係之研究 
96 博士 黃美賢 台灣股票型基金經理人行為與績效之研究 
96 碩士 蔡盈如 投資人關注程度與動能策略之研究 
96 碩士 高振維 月效應與信用評等對機構投資者動能效果之 證 
96 碩士 吳政憲 主動式基金經理人會增加價值嗎？台灣開放式股票型基金經理人持股行為

之實證分析 
97 博士 王南喻 存續者偏誤、基金分類與績效持續性之研究 
97 碩士 呂羽茜 財務危機模型之規模、淨值市價比及動能與報酬之關聯 
97 碩士 莊侑蒨 資訊傳遞程度與逆勢投資策略之探討 
97 碩士 蔡佳穎 投資人情緒與愚笨錢效果之研究 
97 碩士 陳佩慧 初次公開發行公司長期股票績效之探討 
97 碩士 曾詩萍 基金特性及多角化對基金績效之研究 
98 碩士 林彥良 陰陽線理論之應用:建構台灣股票市場投資組合 
98 碩士 陳雯香 政治獻金對台灣公司股票報酬之影響 
98 碩士 蘇麗雯 投資人情緒與台灣上市公司股利發放因素 
99 碩士 郭佳玫 台灣股票型基金之績效：能力或運氣? 
99 碩士 黃姿喻 探討內部人交易資訊與價值溢酬、規模溢酬之關係 
99 碩士 顏巧玲 運用 FDR 剖析股票型基金運氣對績效之影響 
99 碩士 吳盈欣 剖析法人在盈餘宣告事件之委託單行為 
99 碩士 張順凱 台灣股票市場賣空與週末效應關聯性之實證研究 
99 碩士 陳秋蓉 台灣股市之日內報酬週期性 

陳美華教授 
畢業學年度 學位別 學生姓名 論文名稱 

95 碩士 高振楠 家族企業與公司績效：台灣電子產業為例 
95 碩士 顧芷瑜 國中身心障礙資源班教師角色衝突與因應策略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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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碩士 曾詠稜 財務槓桿對公司投資之影響─台灣上市電子業為例 
96 碩士 蔡俊佑 公司治理對於企業持有現金價值之影響 
96 碩士 賴芳儀 轉換型領導與領導效能之相關性研究—以工作特性與人格特質為干擾變項 

96 碩士 王士豪 由代理成本角度檢視自由現金流量及所有權結構對財務槓桿的影響 
96 碩士 黃世朋 多角化、成長機會對公司價值之關係與影響－台灣上市公司為例 
97 碩士 蘇文敏 財務知識與投資行為偏誤之研究 
97 碩士 劉書吟 企業社會責任、組織認同與組織承諾之關連性研究－以中油公司為例 
97 碩士 潘映瑄 高中職學校組織文化、教師情緒管理與知識管理能力之研究 
97 碩士 吳聖寧 台灣股票市場數字迷思之實證研究 
98 博士 林春華 職場與學業不誠實行為意向之研究：計畫行為理論之延伸 
98 博士 龔建吉 技職教育醫務管理系學生學習取向之研究 
98 碩士 曾姸華 股權結構、流動性與公司績效之關聯性研究 
98 碩士 陳伊菁 影響偏遠地區高職學生學習動機與學習困境之研究－以國立仁愛高農為例 

98 碩士 吳芳瑜 初上市負債比率對公司資本結構的影響-台灣上市公司為例 
98 碩士 陳彥儀 企業社會責任與組織承諾之關聯性與調節效果之研究 
98 碩士 黃聖源 散戶投資者逆向操作行為與股票報酬關係之研究 
99 碩士 許毓欣 台灣天然災害之動能投資策略─以 921 大地震與八八水災為例 
99 碩士 黃品茲 應用計劃行為理論探討彰化地區高職學生不道德學習行為意向之研究 

林淑惠副教授 
畢業學年度 學位別 學生姓名 論文名稱 

95 碩士 王文祥 多角化對財務槓桿及公司價值的影響 
95 碩士 蔡佩雯 多角化、董事會結構與公司價值關聯性之研究 
96 碩士 張顧騰 影響台灣上市公司現金持有之因素探討 
96 碩士 鄭資蓉 台灣上市公司出售資產之決策研究 
97 碩士 鍾靚曦 公司治理與現金持有之關係探討 
97 碩士 楊智閔 董事會結構之探討-比較家族企業及非家族企業 
98 碩士 林育如 權益證券發行與購回的決定因素 
98 碩士 黃玟菱 探討多角化對公司風險與價值之影響比較家族企業與非家族企業 

98 
碩士 

陳韋光 結合上提式小波轉換與核偏最小平方法於股票市場預測 (與黃憲彰

共同指導) 

98 
碩士 

謝佳勳 相關向量迴歸於外匯市場預測之應用: 結合相空間重構與小波特徵

萃取法 (與黃憲彰共同指導) 
99 碩士 陳志豪 女性董事、公司決策與公司績效關聯性之研究-以中國大陸企業為例 
99 碩士 劉思言 盈餘管理與權益資金成本 
99 碩士 歐可涵 影響企業融資方式因素之探討：以台灣上市公司為例 
99 碩士 賴薇鈞 以台灣上市公司探討國際化與負債比例之關聯性 
99 碩士 段永潁 海外投資對國內經濟影響之探討 

郭志安助理教授 

畢業學年度 學位別 學生姓名 論文名稱 
95 碩士 戴吟伶 台灣可轉換公司債贖回策略之實證研究 
95 碩士 陳珮庭 共同基金家族內外溢與排擠效果之研究 
95 碩士 黃家安 主動式投資組合管理與基金績效之探討 
95 碩士 白淑媛 共同基金特徵對法人投資意願之影響 
97 碩士 張思佳 財務危機發生前之公司治理變化 
98 碩士 黃欣怡 座落在效率前緣上的市場投資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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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志成助理教授 

畢業學年度 學位別 學生姓名 論文名稱 
97 碩士 許家銘 網路遊戲產業與社群網路成員對於集體協作衍生開放式創新之初探 
97 碩士 曾繁基 高級中等學校學務主任人格特質、工作壓力及因應策略之研究 
98 碩士 楊志生 企業綠色創新對新產品開發影響之研究 
98 碩士 劉宥榕 網路銀行科技接受度之研究－整合性模式之應用 
98 碩士 葉柏志 知識分享、信任關係、辦案績效之相關研究-以彰化縣警察局為例 
98 碩士 陳宏達 台灣及菲律賓員工工作滿意度之研究-Kano 二維品質模式分析 
98 碩士 張育誠 奈米纖維技術匯流之決定因素研究 
99 碩士 陳信誠 網路社群本質、使用者動機與模組創新能力關聯性之研究–以自行車產

業為例 
99 碩士 黃紹欽 我國自行車產業 A-TEAM 專利策略分析 
99 碩士 楊文霖 電動自行車馬達技術演化網絡分析 

 
表 4-4-2  95-100 學年度本系碩、博士班學生之學術期刊論文一覽表 

1. 溫玲玉、蔡明達(博)(2011)。健身俱樂部內部行銷對服務導向組織公民行為之影響－內部機制

觀點，觀光休閒學報，17(3), 435-458。 【TSSCI】 

2. Ling-Yu Melody Wen, Li-Chen Chen(博) , & Ming-Chieh Wu(博) . (2010). A Study of 
Enhancing Students' Employability in Voc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echnology an  Engineering Education, 7 (3), 33-42. (NSC97-2511-S-264-001-MY3)【國科會特教

處學門推薦 3.1 級參考期刊 】 

3. 溫玲玉、蔡明達(博) (2011)。 產業需求導向綠色管理能力指標之建構。企業管理學報，90，

53-70。(NSC98-2511-S-264-001) 

4. 溫玲玉、楊天龍(博) (2010)。消失的千億市場價值－以台灣有線電視普及率為例。傳播管理

學刊，11(2)，80-104。 

5. 溫玲玉、陳明輝(碩) (2009, Dec.)。企業環保承諾、環保創新對環保績效影響之研究。科技管理

研究，30，240-244，293. (ISSN1000-7695, CN44-1223/G3) 

6. 溫玲玉、康龍魁、王南喻(博) (2009., Jan)。應用 DEA 分析法評估科技大學系科效率差異之研

究：以某科技大學為例。教育經營與管理研究集刊，5，95-120。 

7. 溫玲玉、林文清(博) (2008)。臺灣地區科技大學辦學績效之評估－DEA 與超效率模式之應用。

彰化師大教育學報，13, 121-148。 

8. Chun-Hua Susan Lin (博)& Ling-Yu Melody Wen. (2007). Academic Dishonesty in Higher 
Education—A national study in Taiwan, Higher Adult Education. 54, 85-97. 【SSCI】 

9. Wen, Ling Yu M., Shui, Shu Fa (博)& Huang, Chyi Jiun(博). (2006). Die Integration von 
Schlüsselfaktoren in Verwaltungsstrukturen der beruflichen Fachschulen yur Verbesserugn der 
Zusammenarbeit zwischen Wissenschaft und Wirtschaft in Taiwan, Global Journal of Engineering 
Education, 10(3), 277-286. (NSC 92-2413-H-018-002)【國科會特教處學門推薦 3.1 級參考期刊 

10. Ling-Yu Melody Wen & Hsiu-Yu Chen(博). (2006). How Effectively Do Vocational Junior College 
Food and Beverage Students Assess Themselves in Server’s Competencies in Taiw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echnical and Engineering Education, 3(2), 61-70. 【國科會科教處 3.1 級參考期刊】 

11. Ling-Yu Melody Wen & Hsiu-Yu Chen(博). (2006). How Effectively Do Vocational Junior Co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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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od and Beverage Students Assess Themselves in Server’s Competencies in Taiw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echnical and Engineering Education, 3(2), 61-70. 【IJTEE 國科會科教處 3.1 級參考期

刊】 

12. 溫玲玉、張連發(碩) (2006)。縣市議會議事行政人員核心能力與訓練需求之研究。T&D 飛迅

文輯，48，1-34。台北：國家文官培訓所。 

13. 溫玲玉、鄭凱文(博) (2006)。學生使用數位學習(e-learning) 於商業科目的現況與接受度。職

業教育學報，21，161-188。 

14. 溫玲玉、賴銘娟(博)、黃綺君(博) (2006)。網路課程學生學習動機與評量知覺之研究--以中部

地區技職校院為例。職業教育學報，21，103-124。 

15. 陳信憲*, 陳美華& 吳政憲(2010) 「台灣主動式基金經理人增加共同基金價值之研究」臺灣銀

行季刊, 62 卷, 1 期, P.153-192 

16. 陳信憲*&蔡佳穎(2010)「投資人情緒與愚笨錢效果之研究」企管學報, 第 87 期, P1-26。 

17. 陳信憲* & 陳佩慧(2010) 「初次公開發行公司長期股票績效之探討」臺灣銀行季刊, 60 卷, 4 
期, P.208-233 

18. 陳信憲* & 呂羽茜(2010) 「財務危機模型之規模、淨值市價比及動能與報酬之關聯 」企業管

理學報，84 卷，P.107-141。 

19. 王南喻 & 陳信憲 (2009) 「存續者偏誤、基金分類與績效持續性之研究」管理學報, 26 卷，6 
期，P. 673-696。【TSSCI】 

20. 陳美華,陳信憲& 龔建吉(2009), 「大學學生學習取向與教學環境設計關聯性評評估─以合作學

習教學法為例」,課程與教學,十二卷四期,P,141-168. 【TSSCI】 

12. 陳信憲* & 曾詩萍(2009) 「基金特性及多角化對基金績效之研究」臺灣銀行季刊,60 卷, 4 期, 
P.95-115.  

22. 陳信憲, 潘麗卿& 黃美賢 (2007) , 「善用資本市場運作充實台灣高等教育經營所需之財源」,
教育政策論壇,10 卷,1 期,P.101-131. 【TSSCI】 

23. 陳信憲、林思吟 (2006)台灣證券市場本國機構投資人是否具資訊優勢之探討, 證券櫃檯月

刊,127 期,P.73-86.  

24. 王南喻 & 陳信憲(2006) 「開放式股票型基金績效與流量關係之研究-台灣地區境內基金市場

實證」企管學報, 第 69 期 P. 7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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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溫玲玉、簡秋蘭(博) (2010, May)。大學生的學校社會資本、自我效能和生涯定向之關聯性研

究。2010 年餐旅觀光教育暨產業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台北：輔仁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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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溫玲玉、鄧筱潔(碩) (2008, April)。人格特質、員工敬業貢獻度與創新行為關係之研究。2008

台灣長榮企業管理暨經營決策學術研討會，高雄：長榮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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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haviors」,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rts & Sciences (IJAS) conference Mei-Hua 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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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Wu, Ming-Cheng*, Y. T. Huang and Y. J. Chen. Do executive stock options certainly boost firm 
performance? 2010 American Accounting Association (AAA) Annual Meeting, San Francisco, 
California, U.S.A., July 31- August 4, 2010. 

74. 
Wu, Ming-Cheng*, H. G. Fung and Y. T. Huang. What Drives the Dating Game of Executive Options 
Exercises? Evidence from Taiwan. 2010 American Accounting Association (AAA) Annual Meeting, 
San Francisco, California, U.S.A., July 31- August 4, 2010. 

75. 
Wu, Ming-Cheng* and I. C. Lin (博). Pricing Performance-vested Employee Stock Options 
Embedded in Employee Forfeiture. 2010 European Accounting Association Annual Meeting.  

76. 
Wu, Ming-Cheng*, H. C. Lin (博), I. C. Lin (博) and C. F. Lai. The Effect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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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Wu, Ming-Cheng* and I. C. Lin (博). Evaluating Upgrade Options under Sequential Technology 
Innovations. 第六屆跨領域管理學術暨實務研討會， Taichung, Taiwan. May 22, 2010. (本文獲頒

最佳論文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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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Wu, Ming-Cheng*, Y. T. Huang and Y. J. Chen. Earnings Manipulation and Executive Stock Option 
Grants. 2009 Taiwan Accounting Association (TAA) Annual Meeting, Tainan, Taiwan. December 
10-11, 2009.  

79. 
Wu, Ming-Cheng* and Y. T. Hsieh. Executive compensation, risk-taking and financing decision. 
2008 Taiwan Finance Association (TFA) Annual Meeting, Hualien, Taiwan. June 20-21, 2008. 

80. 
Wu, Ming-Cheng* and Y. T. Huang. The Timing of Employee Stock Option Grants: Evidence from 
Taiwanese Listed Companies. 2008 American Accounting Association (AAA) Annual Meeting, 
Anaheim, California, U.S.A. 

81. 
Wu, Ming-Cheng*, H. W. Wang and H. Y. Wang (博). A multiple real options model for pricing 
telecommunication projects. 2007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nvergenc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pecial Session on Intelligent Systems for Computational Finance. Gyeonhju, Korea. 

82. 
吳明政*、陳怡靜，「經理人報償誘因與盈餘管理之研究：以台灣上市櫃電子產業為例」，2007
會計理論與實務研討會（TAA），台北大學，台北。中華會計學會與台北大學會計系主辦。 

83. 
吳明政*、顏錫銘、蔡幼群，2006，「台灣上市櫃公司經理人認股權證執行行為與市場反應之

研究」，2006 會計理論與實務研討會（TAA），東吳大學，台北。中華會計學會與東吳大學會

計系主辦。【本文獲頒大會優秀論文獎】 

84. 2011 商業現代化學術研討會（卓翠月（博）、林淑惠，金融改革對銀行放款績效之影響） 

85. 
2011 綠能環保國際學術研討會（黃玟菱（碩）、林淑惠，探討現金流量波動杜、多角化與公司

現金持有之關係） 

86. 
The 2010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novation & Management（黃玟菱（碩）、林淑惠，探討多

角化對公司風險與價值之影響-比較家族企業與非家族企業） 
87. 2009 資產管理研討會（考量風險值之最適動態資產配置，郭志安＆柯家媛(教碩)） 

88. 
2009 台灣財務金融學會年會暨學術論文研討會（Efficiently Non-positive-by-definition Market 
Portfolio Guo, Zion and Hsin-Yi Huang(碩), Jun 12, 2009,） 

89. 2008 台灣財務金融學會年會暨學術論文研討會（四象限投資法則，郭志安&黃欣怡(大學)） 
90. 2008 現代會計論壇學術研討會（股利政策對機構投資人持股意願之影響，郭志安&顏月吟(碩)）

91. 
2008 現代會計論壇學術研討會（大型基金與小型基金之差異性研究－以台灣共同基金市場為

例，郭志安&白淑媛(碩)） 
92. 2006 全球管理新環境國際學術研討會（機構投資人持股意願之探討，郭志安&顏月吟(碩)） 

93. 
羅志成、王品崴、楊文霖(教碩)  (2011) 我國電動自行車技術演化網路分析，2011 年國際商管

教育論壇，2011/9/20，國立屏東商業技術學院 

94. 
羅志成、王品崴、黃溫棟(行管) (2011) 漢翔公司製造業服務化組織變革之研究，2011 年國際商

管教育論壇，2011/9/20，國立屏東商業技術學院 

95. 
羅志成、張育誠、徐毅純、許家銘，(2011)，網路遊戲產業與社郡網路成員對於集體協作衍生

開放式創新之研究，2011 台灣管理學術研討會-亞洲企業與華人文化的崛起，2011/03/11，台中

市:國立中興大學。 

96. 
羅志成、王俊賢、張育誠、徐毅純、詹靜怡，(2010)，以專利引證網路分析探討遠距醫療科技

匯流，2010 中華民國科技管理學會年會暨論文研討會第 5 屆國際綠色能源科技暨管理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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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2/10-11，新竹:國立清華大學。 

97. 
羅志成、林步瑛(行管)、詹靜怡，許家銘，徐毅純， (2010)，主(會)計人員的角色壓力、組織

承諾與工作滿意度之關聯性研究-以全國各鄕鎮市區公所為例，第 11 屆管理領域國際學術研討

會，2010/05/04，台中:朝陽科技大學。 

98. 
羅志成、詹靜怡、蕭映雪、徐毅純、 許家銘 (2010)，以情境分析法預測遠距醫療產業未來技

術發展趨勢，第十三屆電子商務研討會－數位生活與智慧醫療，2010/03/26-27，台北:國立台北

護理學院。 

99. 
羅志成、許家銘、詹靜怡、張育誠 (2010)，以情境分析法預測數位遊戲產業未來技術與市場之

發展，第十三屆電子商務研討會－數位生活與智慧醫療。2010/03/26-27 台北:國立台北護理學院。

100. 
羅志成、郭淑麗(行管)、詹靜怡 (2010)，國立高級中等學校實施校務基金工作適應與工作績效

之研究第 11 屆提升技職學校經營品質研討會，2010/04/10，彰化: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101. 
羅志成，莊志鋒，許家銘，黃俊傑(2009)。台灣太陽能光電產業創新系統運作之研究-以利害關

係人的觀點。2009 中華民國科技管理學會年會暨論文研討會-新興科技的科技管理論文摘要集

(最佳論文獎)，台北: 大同大學。 

102. 
羅志成、許家銘、詹靜怡、徐裕逢 (行管) (2009)。大學應屆畢業生工作價值觀與就業力之探討

-以技職院校與一般大學院校為控制變數。2009 年度技職院校教育品質提昇研討會論文文摘要

集(P.28-29)，台中:修平技術學院。 
 

4-5 碩、博士班學生之數量與品質如何？ 

本系每學年碩士班、博士班共招收 30 多名學生。學生的錄取過程，都必須經過嚴

格的筆試、資料審查、口試過程，嚴格把關學生之學識素養與品質。本系訂有「國立

彰化師範大學職業教育學院商業教育學系碩士班研究生學位授予作業規定」以及「國

立彰化師範大學技術及職業教育學院商業教育學系博士班研究生學位授予作業規

定」，對研究所學生之論文審查與畢業條件，以嚴格把關學生之學識素養與品質。 
本系教師研究領域廣泛，包括人力資源管理與發展、商業教育、商業溝通、衍生

性金融商品、證券投資分析、公司治理與不動產金融等領域，讓碩博士生皆能依照自

己的興趣尋找研究方向。師生間互動密切，學生對於本所教師論文指導滿意度高。本

系有制定論文學生指導人數上限，確保論文指導品質。 

4-6 學生論文主題與實務應用結合之情形為何？ 

本系在職行政管理碩士班是提供已經在職場上工作的各級員工一個進修的管道，

學生來源皆為職場現職的員工，學生論文的方向，多以該學生所在單位的實際工作經

驗及所面臨的職場現實問題，進行探討及研究。由學生論文資料表可以看出，在職專

班的論文題目大致都與實務上的應用密切結合，多為探討人事、財務、管理及一般行

政在民主社會的定位及功能，並研討組織行為與人際關係於行政管理上應用。 
學生皆可從職場上的問題或經驗上，尋求一個有效、可行或正確的解決方案，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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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系上課程的專業訓練及指導老師的啟蒙教誨，期望因此找到研究的方法、步驟、分

析、檢視及探討，將實務與理論的結合，撰寫出符合其工作領域上的研究論文，除增

長自己的專業知識外，更因此學習解決問題的技巧，幫助解決職場上常碰見的困難及

問題，替組織或工作單位提供心力，解決組織或工作單位的問題。 

4-7 學生參與國內實務應用或創新活動之情形如何？ 

本系之行政管理碩士班學生雖然皆為全職的上班族，平日白天工作忙碌，僅能利

用晚上短短的幾小時進行進修，在職專班學生大多以現職為研究題材，將自己在職場

上的實務經驗與學術理論結合，提出相關研究內容並參與學術研討會的發表，如《溫

玲玉、林美妘(行管碩) (2007, Nov.)。訓練需求評估、訓練成效與組織效能關係之研究。

2007 年健康與管理學術研討會。新竹：元培科技大學。》與《溫玲玉、王淑貞(行管

碩)(2006, Sept.)。彰化縣國民小學行政決定與學校效能關係之研究。2006 全球管理新環

境國際學術研討會。》，希望藉由學術研討的交流，對本身工作及本職學能之增長有所

助益。 
不論是課堂的討論或專題講座，在職碩班學生與一般日間部碩士班學生最大的不

同點在於，其針對特定問題所提出的研究題目與其所使用的方法，常常是學生在職場

上對自身經歷與處境的檢視而獲得的心得，透過系上指導老師專業的指導及訓練，其

所提供的研究內容，是該領域上欠缺或未曾採用的學理理論或實務技巧，對於該領域

助益良多。 
除了學術研究，在職碩班學生最大的資源便是自身在職場的專能，透過校外實務

參訪表 4-7-1 與校內之專題講座，學生將實務經驗帶進課堂與同學、老師交流分享，透

過實務問題的研究探討，學生能充分利用本系資源，與本系師生進行合作解決面臨之

實務問題。 
表 4-7-1 97-100 學年度行管班學生參與之校外實務參訪活動 

學年度 舉辦時間 參訪地點 

100 100.11.11 元大金控、國泰金控 

99 100.04.11 證交所、期交所 

98 99.05.07 上海財經大學 
 

4-8 學生之數量與品質如何？ 

本系專任老師共計 12 人，本系在職專班的人數每屆招生 30 人，從數量上來看，

每位老師每屆平均指導 2~3 位學生，故由學生的數量上來看，本系師資足夠指導研究

所的學生。從表 4-8-1 學生報到率統計表可以得知，97~99 年度每年錄取 27~30 人，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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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率 90%~100%。從表 4-8-2 學生畢業率統計表可以得知，97~99 年度學生的畢業率分

別是 93.3%、96.7%與 96.7%，未畢業的學生其原因大部分是工作的壓力下，無法專心

寫論文而未能準時畢業。其餘畢業學生其論文皆能通過系上論文口試，順利畢業。 
表 4-8-1  97-99 學年在職行管班入學報到率 

項目 

數量 

97 學年度 98 學年度 99 學年度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核定招生數 30 30 30 

實際報到人數 30 30 27 

報到率 100% 100% 90% 

表 4-8-2  97-99 學年在職行管班畢業率 

項目 

數量 

97 學年度 98 學年度 99 學年度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畢業人數 28 29 29 

畢業率 93.3% 96.7% 96.7% 

 
 

4-9 學生實務能力符合現職需求之情形為何？ 

本系行政管理碩士班皆為在職學生，大多為各級學校在職行政人員與教師，以及

少數學生之服務單位為警政機關部門與公民營企業，服務年資與職稱含括資深管理階

層至一般新進職員，學生有感於工作上的需求或職涯的自我提升規劃，選擇本系在職

專班繼續進階專業知識與職能。他們的學習具備明確的方向、目標、系統，學習態度

積極並重視實務與兼顧理論研究，畢業後回到原就職單位繼續服務，皆能學以致用，

獲得工作表現上實質的進步與提升；此外，部份畢業學生則於畢業後，成功轉職或求

職。已畢業之在職專班學生普遍給予母系高度之評價，並於畢業後，持續與所上師生

保持良好互動，參與所上活動，並樂於將工作成就與經驗回饋學弟妹分享。 
特色 

本系教師其論文發表的學術期刊大部分皆有審查制度，含蓋範圍包括 SSCI、TSSCI
以及其他相關學術期刊，所發表之論文在學術品質與發表數量上相對於他校類似系所

而言有著一定的水準。整體而言，本系教師在教學與輔導工作之餘，對於學術研究也

積極投入，因此對於提升教學品質與實務經驗產生顯著的相輔相成效果。更詳細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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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教師發表於國際與國內的期刊在歷年皆相當穩定。過去幾年來本系教師於國內外

研討會發表論文共 207 件，其中國際研討會占將近 22.7%，可見本系教師亦致力將研究

著作於國際場合中發表。 
本系教師之商業教育與財務金融專十分周全，舉凡人力資源管理與發展、商業教

育、商業溝通、衍生性金融商品、證券投資分析、公司治理與不動產金融等領域皆具

備，且教師之間互相協助、共同研究，未來在商業教育與財務金融領域的研究上將能

快速累積更多的研究成果。過去數年，系上教師進行了許多產、官、學的研究計畫，

並提供學術機構、民間或政府機構服務相當重要之服務，如公私立大學升等案之審查

委員、民間基金會之命題及審議委員、產業界及政府機構之評鑑、評審、顧問等聘任

邀約亦撥冗應聘擔任，國內外學術機構之研究計畫及期刊論文審查工作亦有數位教師

每年度皆獲邀約聘任，足見本系教師之研究專業屢屢深獲相當的肯定與重視。  
在碩、博士班研究生的專業素質培養上，除了系上規定之論文及畢業條件的限制

外，研究生皆積極參與學術期刊之發表。 特別是博士生畢業條件列有學術期刊發表點

數為畢業條件，以確保博士班之學術品質。尤其是本系教師學有專精，幾乎每位教師

均有指導研究生，並積極進行各項研究之執行及論文之撰寫，每位研究生皆能在就學

期間發表研討會或期刊論文一至數篇，部分教師與研究生並執行產學合作專案，成果

亦屬良好。過去歷年之研究成果足以顯示本系培養的碩、博士班學生之發表實績相當

優秀且穩定，整體之素質在一定的水準之上。 
設立在職專班的目的為培養並落實現代化行政管理人才，並配合教育部建立多元

彈性高等回流教育體系，強化在職進修功能以建構終身學習之社會及加強校院內各系

所（會計、企管）相關資源整合，以提昇學校整體資源使用之效益。在職專班學生的

研究領域結合所學之相關課程及其工作上的實務經驗，使理論與實務能相互驗證與配

合，並利用現有軟硬體資源設計以解決問題。對學生的教育目標，除了加強學生的知

識背景、實務經驗及解決技巧外，另外則是成為一個經驗俱佳之優秀政府高階文官與

民間社會中、高層行政管理人才。 
問題與困難 

本系教師的研究成果雖然數量與質量相對穩定，且許多具有 SSCI 或 TSSCI 水準之

期刊論文，但期刊的等級應可再繼續加強與提升。此外，本系老師除了研究的「數量」

之外，亦應該積極發表在國內、外知名、學術聲望較高的期刊，以持續增進本系教師

研究成果的「品質」。 
另外，國科會計畫取得困難度逐年提高，而學術論文獲獎情形較少以及教師大多

致力於期刊論文與研討會的發表，而較少進行專書的撰寫是一個問題。研究生參與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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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外研討會以及期刊發表之數量仍有待加強，研究生人數相對眾多，每位老師指導碩、

博士班學生的時間與資源有限。 
不論是對系上教師或是碩、博士班學生而言，由於英語非本系學生之母語，所以

本系目前在英文論文之研讀課程及撰寫能力略顯不足，且國際期刊之投稿數量相對缺

乏。本系行政管理碩士班學生主要為各級學校之在職行政人員與教師、警政機關行政

人員與公民營企業職員，白天均有正職工作，利用晚上時間上課，較無法配合指導教

授進行產學計畫或研究。 
改善策略 

本系將在經費許可之範圍，逐步加強補助教師投稿至較高等級之期刊的審稿費

用，以便激勵學術論文之質與量的同步成長，投稿的論文數量增加，被接受之機率即

可望提升，使本系教師在學術研究的基礎更為穩固。系上教師投入更高的時間比重進

行學術研究，透過參與國內、外學術活動與交流、系上教師彼此的交流以及博、碩士

班學生的論文指導投入，使研究能量快速累積與成長。本系將積極邀請商業教育與財

務金融相關領域且研究表現傑出之學者進行訪問與演講，如此將可增進系上教師與傑

出學者進行討論與學術合作的機會，從事更多且更深入的研究與發展。為更能提升論

文品質，可加強本系教師與外校教師進行學術交流與研究合作。 
近年來國科會計畫不易取得，為提升本系教師研究水準，更應鼓勵教師申請國科

會計畫以提升研究能量。另外，本校訂有「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教師研究成果獎勵辦法」，

鼓勵教師從事學術研究。另外將持續整合教師專長，並依據專長與資歷分組推動跨領

域合作研究，本系教師規劃及推動產、學研究合作之計畫宜加強。要有顯著之產學合

作績效，需要組成團隊共同努力才有良好的成效。鼓勵教師多參與學術活動，以及政

府機關、業界的交流，擴大專業服務的深度與廣度。 
除鼓勵碩、博士班的研究能力與專業素質，除了系上規定之論文及畢業條件的限

制外，應加強研究生研究方法、外文論文研讀等基礎能力的培養，積極鼓勵其參與學

術期刊與學術研討會之發表，例如可採取投稿補助與刊登獎勵等方法。此外，本系將

增加邀請國內外著名研究學者與專家至本所進行演講與交流的頻率，使資深研究著與

本系師生相互研習研究方法與研究心得。 
在職專班部分，指導教授安排在職專班學生與碩士班學生合併開會進行論文會

議，進行討論與研究，分享碩士班進行產學計劃與研究案之心得。而對於在職專班學

生的研究與專業表現之成果，日後與各指導老師溝通並鼓勵同學多發表國內外期刊以

及相關會議論文，增進同學信心及本系之曝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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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本系目前共有專任教師共十二名，且商業教育與財務金融領域之專長十分周全。

目前的研究品質雖已有水準以上的表現，但為持續改善與提升研究之品質與數量，本

系宜增強系上教師之研究投入與交流以及與校外研究傑出之學者進行合作。 
過去數年本系教師發揮與專業與整合能力，致力於產、官、學之研究合作，並獲

得相當數量的實績。同時亦竭力提供社會服務，擔任學術活動之評審或遴選委員、擔

任學術團體幹部、擔任國家考試之命題委員或閱卷委員、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教師

升等案等審查委員等。透過鼓勵教師進行研究、整合教師專長並進行跨領域合作研究

以持續改善本系教師的專業服務表現。 
本系訂有「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職業教育學院商業教育學系碩士班研究生學位授予

作業規定」以及「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技術及職業教育學院商業教育學系博士班研究生

學位授予作業規定」，以嚴格把關學生之學識素養與品質，著作包括了 SSCI、SCI、EI、
EconLit、FLI 與 TSSCI 等級之期刊，可見本系研究生之研究與專業表現達到一定之水

準。本系研究生的學識素養與品質均有一定之水準，並且嚴格把關學生之學習與學位

論文之品質。除強調學術研究的專業領域，博士生畢業條件亦列有學術期刊發表點數

為畢業條件。此外，將積極邀請國內外學者專家至本所演講，與本系師生相互交流研

究技巧與研究心得。本系大多數教師皆可指導碩、博士班研究生，研究生可依據個人

研究主題，選擇適當的老師作為指導教授。本系指導老師與學生之間互動密切，且本

系教師研究領域廣泛，可確保教師給予研究生充分指導與指導的品質。 
本系在職專班學生的研究領域能夠有效結合所學之相關課程及其工作上的實務經

驗，使理論與實務能相互驗證與配合，並利用現有軟硬體資源設計以解決問題。期望

學生除了專業知識背景外，能夠成為一個經驗俱佳之優秀政府高階文官與民間社會

中、高層行政管理人才。然而在職學生皆為晚上時間上課，較無法配合指導教授進行

產學計畫或論文研究與討論。未來指導教授將安排在職專班學生與碩士班學生合併開

會進行論文會議，進行討論與研究，分享碩士班進行產學計劃與論文研究之心得，在

職專班學生也能夠提供實務經驗供碩博士班參考，以收相輔相成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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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五：畢業生表現與整體自我改善機制 

評鑑內涵 確保學生學習成效機制之畢業生表現與回饋機制面，包括畢業生生涯發

展追蹤機制之落實，研擬評估學生學習成效之機制，建立蒐集內外部利

害關係人意見做為品質改善之機制與落實情形，以及針對第一週期系所

評鑑之建議，進行品質改善之品質保證機制的落實情形。 

評鑑效標 5-1 畢業生生涯發展追蹤機制落實之情形為何？ 
5-2 研擬畢業生整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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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況描述 

本系大學部畢業生自 91 學年度開始從專門培育商科教育師資人才系所，轉型為培

育財金人才系所，本系所之課程設計，能使商業教育系畢業學生既能從事中等學校商

業經營科教師工作，亦能有效規劃及執行財務金融相關工作、或進入相關研究所繼續

深造。本系學生之職涯進路以升學及就業兩方面分述如下： 
一、升學方面 

學生能攻讀國內、外之財務金融、保險、商業教育、數位學習、人力資源等商學

或教育相關研究所。 
二、就業方面 
    商業教育學系畢業生具有寬廣的就業機會，其主要的工作機會在於商業經營科教

師工作、商業管理及財務金融，亦可參加國家考試以取得公務人員的任用資格或執業

證明。  

三、證照方面 
本系可於修業期間參加教師檢定、證券分析師、理財規劃人員、信託業務員、證

券商高級業務員、投信投顧業務員、期貨商業務員、及記帳士等。本系所對畢業生的

追蹤機制配合學校畢輔室相關輔導措施，並利用校友、系友等網絡建立畢業生追蹤機

制，建構校友資訊管理系統，以了解畢業系友的就業情形，落實畢業生生涯發展之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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蹤，以瞭解畢業生表現(參考附件 5-1)。本系配合學校教卓計畫「A-1-1:提升生涯發展

與就業能力」、「A-2-1: 建構全校課程回饋機制．落實學生核心能力指標」，所進行的畢

業生問卷調查，蒐集分析畢業生在職場上的勝任度、專業認同性、生涯滿意度，以及

在職場上所具備的獨特職業知能（技能與工作活動）優勢(參考附件 5-2)。 
本系除了配合教卓計畫的畢業生問卷調查報告，系所亦自行針對畢業系友以及中

部高職校長發放問卷，蒐集畢業系友和雇主的相關意見(參考附件 5-3)，召開會議進行

檢討，做為檢視教育目標與學生核心能力的依據。本系於 98 年 9 月 26 日召開國立彰

化師範大學商業教育學系系友會第一次籌備會議，於 98 年 10 月 24 日成立商業教育學

系系友會，於 101 年 2 月 25 日召開第一次系友會(參考附件 5-4)，在會中蒐集畢業系友

對系所發展的意見與建議，將系友和雇主意見回饋至教育目標和課程規劃的檢討依據

(參考附件 5-5)。 
本系行政管理機制運作主要是透過系務會議和課程委員會定期召開及檢討，並聘

任校外課程評鑑專家學者擔任課程評鑑委員，配合師資培育中心進行師培生實習與就

業輔導機制(參考附件 5-5;附件 5-9)。 
 

5-1 畢業生生涯發展追蹤機制落實之情形為何？ 

畢業生生涯發展追蹤機制的落實，不是僅依賴畢業生資料的追蹤，而是必須從整

個職涯輔導的機制及作業，才能夠真正的落實生涯轉導計畫。 
本系所學生的職涯進路，主要分成升學與就業，詳細的規劃可參考圖 5-1-1。本系

畢業生涯發展追蹤機制從學生入學到畢業職涯發展，具有完整的作業體系，形成綿密

的職涯發展網絡。本系大學部畢業生自 94 開始從專門培育商科教育師資人才系所，轉

型為培育財金人才系所，對於本系畢業生生涯發展，配合學校畢輔室學生職涯輔導措

施，訂定相關的追蹤機制，主要分成在學學生的學習歷程檔案建立(參考附件 5-6)，以

及畢業生校友資料庫的建立等機制(參考附件 5-1)。 
一、在學學生 

本系利用學習歷程檔案將學生的職涯發展整合為大一探索期、大二養成期、大三

強化期及大四研究所等接軌期，其主要的目標在養成學生一般就業能力的養成與專業

特殊能力的養成，使學生於畢業時能具備完整專業就業能力。本系課程方面配合學校

執行教學卓越計畫之-「提升生涯發展與就業能力」及「建構全校課程回饋機制，落實

學生核心能力指標」，掌握畢業生表現與落實整體自我改善機制，全面推動財務金融學

程等課程，定期安排傑出系友返校擔任專題演講之講座，提升就業力(參考附件 5-7)。
二、畢業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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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利用校友、系友等網絡建立畢業生追蹤機制，例如:本校系所評鑑資訊系統中

校友資訊管理系統和教卓計畫的畢業生調查報告，統合畢業生流向及滿意度調查(參考

附件 5-1,5-2)。本系成立系友會，辦理系友聯誼活動來持續對校友關懷與服務，多方運

用系所部落格和網頁等管道，與系友做相關就業訊息的公告及聯誼活動的溝通(參考附

件 5-8)。職此，才能完整瞭解畢業校友職涯發展。 
由於本系具有師資培育的傳統，在本系大學畢業生具體追蹤及輔導機制如下所示：

(一)針對師資培育生，提供教育實習機制，每位實習教師皆編配 1 位大學教師及 2~4 位

高中職資深教師，提供系友完整輔導網絡。此外，提供其教師檢定考試輔導機制，

本系提供輔導措施與諮詢服務，以扶植擔任專任教師為主要目的(參考附件 5-9)。

(二)本系課程委員會皆納入企業人員的意見，如大華證券廖義芳副總經理、國泰世華商

業銀行林道皇經理，強化學生就業力(參考附件 5-5)。 
(三)邀請畢業系友參與系所課程規劃，使本系學生在校所學能更符合職場之需要，提高

本系畢業生就業競爭力(參考附件 5-5)。 
 

 

圖 5-1-1  商教系職涯進路規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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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研擬畢業生整體學習成效評估機制之情形為何？ 

本系畢業生整體學習成效評估機制之情形如下述： 
一、本校教學卓越計畫「A-1-1」提升生涯發展與就業能力、「A-2-1」建構全校課程回

饋機制．落實學生核心能力指標所建立的畢業生問卷調查系統，鼓勵畢業生上網

填寫調查問卷，並進一步進行分析 http://survey.heart.net.tw/graduate/）。 
教卓計畫對畢業學生進行調查，以了解畢業生表現，落實畢業生生涯發展之

追蹤，並能蒐集相關意見進行分析，做為檢視教育目標與學生核心能力的依據，

該計畫已完成畢業生調查報告（一）和調查報告（二）：第一份報告主要在瞭解畢

業生在職場上的勝任度、專業認同性、生涯滿意度，而第二份報告則是在瞭解畢

業生在職場上所具備的獨特職業知能（技能與工作活動）優勢(參考附件 5-2)。。

二、畢輔室生涯發展追蹤機制，建構校友資訊管理系統，追蹤畢業生資訊並進一步分

析(https://aps.ncue.edu.tw/student/graduate/login.php) ，由此了解畢業生從事相關工

作及考取證照情形(參考附件 5-1)。 
三、藉由班級會議的機會，與學生討論未來職涯發展相關發展方向。 
四、學校心理輔導室提供在校學生相關職業配適專業諮詢，學生畢業後配合學校畢業

生生涯輔導處落實畢業生整體學習成效評估機制。 
五、與專家參與課程委員會，蒐集系友整體學習成效，充分落實課程發展。 
六、隨時了解畢業生的就業與在校學習的關連，本系亦自行對畢業生發放問卷調查，

充分了解畢業生反應，並於系所召開會議檢討。 
七、本系媒合畢業生至產業界工讀與實習機會（如表 5-3-1、表 5-3-2 所示），並安排

老師指導，減少畢業生進入職場的落差，讓學生能夠早早培養職場的就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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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系自 94 級開始以財金課程為重心，期望學生能夠跨越師資培育，並向多元就業

的發展，由本校畢業生問卷調查系統的統計資料，到私人企業就業的人數已遠超過教

師實習人數，特別是 97 及 98 級畢業生，本系的轉型應慢慢走向預期的方向，本系畢

業生大多能在公私部門及教育界從事相關工作。其次，本系課程與金融營的活動，媒

合畢業生至產業界工讀與實習機會（如表 5-3-1、表 5-3-2 所示），減少畢業生進入職場

的落差，讓學生能夠早早培養職場的就業力。目前畢業生從事職業的彙總統計如表

5-3-3，由表 5-3-3 的結果可看出本系畢業生至金融機構工作的人數逐年增加，95 學年

度至 99 學年度的畢業生目前在金融機構就業的人數大學部共有 19 人，碩士班共有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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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表 5-3-4 為本系調查 95 至 99 學年畢業生考取的證照張數，表中結果顯示 99 學年

度的大學部畢業生擁有 53 張商業金融領域相關的證照，碩士班擁有 45 張商業金融領

域相關的證照，平均每人擁有 1~2 張商業金融領域相關證照。 
表 5-3-1  95-97 學年度本系大學部畢業生至企業職場實習方案（第一階 ） 

企業名稱 產業別 1 縣市 姓名 
畢業 

學年度 
職務類別 

實習輔導

老師 

育誠會計記帳士事

務所 
法律會計 彰化縣 施鴻婷 97 

記帳／出納／一

般會計 
郭志安 

私立勁揚文理短期

補習班 
文教服務 彰化縣 楊婉鈴 96 

補習班導師／管

理人員 
陳文義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員工生消費合作社

附設托兒所 

文教服務 彰化縣 陳筱筑 96 保育員 林美純 

遠雄房屋(股)公司 營建土木 台北市 賴姿穎 97 行政人員 郭志安 

岱宇國際股份有限

公司 
傳統製造 彰化縣 呂國鳳 97 行政助理 王謙 

彰化縣私立鐘泰文

理短期補習班(鐘

泰書院) 

文教服務 彰化縣 黃佩凰 96 升學補習班老師 宋美妹 

喬成會計師事務所 法律會計 台中市 林千惠 95 查帳／審計人員 陳文義 

永豐金證券(股)公

司彰化分公司 
金融保險 彰化縣 蔡敏琪 97 金融理財專員 林淑惠 

表 5-3-2  96-99 學年度本系大學部畢業生至企業職場實習方案（第二階段） 

企業名稱 產業別 1 縣市 姓名 
畢業學

年度 
職務類別 

實習輔導

老師 

台灣嘉碩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電子資訊 桃園縣 劉欣宜 98 助理 陳美華 

彰化縣私立米堤爾

托兒所 
文教服務 彰化縣 劉思婷 96 安親班老師 宋美妹 

千盛辦公設備有限

公司 
批發零售 彰化縣 李佩儀 99 業務助理 宋美妹 

表 5-3-3  畢業生從事相關工作統計 
 調查 

人數 
教師 

實習 
教師 

升學 
金融機

構 
私人 
企業 

政府 
部門 

服役 其他 

95 級碩士班 30 6 1 3 4 9 1 1 5 
96 級碩士班 36 3 1 2 3 6 4 1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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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級碩士班 25 6 0 1 0 5 1 0 12 
98 級碩士班 26 1 0 2 3 6 3 2 9 
99 級碩士班 25 3 0 3 4 0 1 1 13 

95 級大學部 35 8 9 1 1 2 4 0 10 
96 級大學部 32 5 0 5 1 4 7 2 8 
97 級大學部 35 4 0 3 6 13 4 1 4 
98 級大學部 33 4 2 3 7 2 2 1 12 
99 級大學部 36 5 2 3 4 3 0 0 19 

    本系所蒐集 97 年至 99 年畢業生考取證照的情形彙總如表 5-3-4： 
表 5-3-4  畢業生證照統計 

 調查人數 教師證照 電腦證照 會計相關證照 商業金融證照 語文類證照 其他

95 年碩士班 30 3 1 0 0 0 0 

96 年碩士班 36 0 0 0 0 0 0 

97 年碩士班 25 2 0 3 10 0 0 

98 年碩士班 26 0 1 3 22 1 0 

99 年碩士班 25 10 3 2 45 1 1 

95 年大學部 35 1 0 2 0 0 0 

96 年大學部 32 0 0 0 2 0 0 

97 年大學部 35 6 26 27 60 2 2 

98 年大學部 33 13 37 31 51 7 1 

99 年大學部 36 10 19 21 53 6 0 

95 年進修部 96 0 0 0 0 0 0 

96 年進修部 88 0 0 0 0 0 0 

97 年進修部 93 0 0 0 0 0 0 

98 年進修部 32 0 0 0 0 0 0 

99 年進修部 45 26 1 3 1 0 4 

為了解雇主對本系所培育的畢業生就業滿意度，本系針對中部高職校長進行調查

與訪問，普遍對本系畢業學生擔任教職一務皆屬滿意，本系所未來亦將繼續針對至金

融機構就業的畢業生，進行雇主滿意度調查(參考附件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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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系所以教卓計畫的畢業生調查報告為主，系所自行發放的問卷調查(包含學生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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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為輔，進行教育目標和課程設計的檢討依據，召開系務會議和課程委員會，檢討

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之適合性，持續精進課程規劃與設計，期能提昇教師教學品質與

學生學習績效。本系於 101 年 2 月 25 日的系友會蒐集系友對系所核心能力和課程規劃

的意見，並回饋至系所的課程設計檢討依據(參考附件 5-3)。 
一、教卓計畫調查報告 

教卓計畫調查報告(一)旨在彙整畢業生的意見(參考附件 5-2)，以瞭解畢業生生涯

發展以及規劃核心能力及專業領域知識之參考。調查對象為 95 年~99 年畢業的畢業

生。本系於 100 年 11 月 15 日召開系課程委員會，對畢業生的意見與回饋檢討課程。

調查報告的重點摘要如下，會議決議請參考系課程委員會會議紀錄。 
調查報告主要針對畢業生核心能力在職場之重要性及勝任度進行分析，重要性主

要是在了解核心能力對畢業生在職場完成工作任務的重要性，以評估所列核心能力條

目是否適切之參考，而勝任度則是指畢業生確學到系所所制定的核心能力因而可以勝

任職場需求，作為系所評估系所課程與相關訓練是否確實幫助學生習得所列核心能力

之參考。報告並進一步就畢業生在職場上的適應情形做分類，職業自我效能高於調查

畢業生中位數的人稱為勝任工作者，其他則稱為一般工作者。 
(一)大學部畢業生 

大學部畢業生填寫問卷中有 75%的學生曾就業，有 25%的學生未曾就業。

目前有 59.4%的畢業有全時就業的工作，其餘的 40.60%的學生則是在進修、服

兵役等其他考量。 
報告指出能勝任工作的畢業生表示其所具的核心能力「具備財金專業知

識」、「具備財金專業技能」、「具備統整財金資訊與財金軟體運用能力」、「具有

多元思考與分析解決問題的能力」、「具備終身自我學習成長之能力」、「具備發

展正向個人特質與優勢之能力」、「協調合作與溝通表達之能力。」、「具有職業

倫理與社會責任之觀念」、「具備國際視野、關心國際時事」、「具備尊重多元文

化之態度」重要性和勝任度都給予相當高的評價，且都比一般工作者(較不能

勝任工作的畢業生)高出許多，顯示本系所訂定出的核心能力適合性高，而畢

業生也確實學到系所所制定的核心能力因而可以勝任職場需求。 
(二)碩士畢業生 

碩士班畢業生填寫問卷中有 76.9%的學生曾就業，有 23.1%的學未曾就

業。目前有 69.2%的畢業有全時就業的工作，其餘的 30.8%的學生則是在進修、

服兵役和待業等其他考量。 
報告指出能勝任工作的畢業生表示其所具備的核心能力「具有多元思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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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解決問題的能力」、「具備終身自我學習成長之能力」「具備發展正向個人

特質與優勢之能力」、「協調合作與溝通表達之能力」、「具有職業倫理與社會責

任之觀念」、「具備國際視野、關心國際時事」、「具備尊重多元文化之態度」重

要性和勝任度都給予相當高的評價，且都比一般工作者(較不能勝任工作的畢

業生)高，顯示本系在這些核心能力適合性高，而畢業生也確實學到系所所制

定的核心能力，因而可以勝任職場需求。在「具備財金專業知識」、「具備財金

專業技能」、「具備統整財金資訊與財金軟體運用能力」勝任工作的畢業生，建

議本系所在財金相關知識和技能的訓練應該更加強。 
二、系所問卷調查 

為能更隨時了解畢業生的就業與在校學習的關連，本系亦自行對畢業生和雇主發

放問卷調查(參考附件 5-3)，充分了解畢業生反應，並於 101 年 3 月召開系務會議檢討

問卷結果(參考附件 5-5)。 

5-5 行政管理機制運作之定期自我改善的情形為何？ 

ㄧ、系務會議 
本系每學期定期召開系務會議，包含所有專任教師，針對系上有關教學、行政和

服務等相關工作討論，詳見系務會議紀錄。 
二、系課程委員會 

本系每學期定期召開系課程委員會討論課程架構，課程委員會成員包含專任教

師、學生代表及校外專家學者，並將其討論結果與建議作為本系所課程架構修正方向

之依據，詳見系課程委員會會議紀錄。 
(一)大學部之課程架構 

1.目前已開設必選修科目二上「成本會計」與三下「管理會計」 
2.已於系選修課程加入「保險學」科目(3 學分/3 學時)，並於二年級開設。 
3.已於系選修課程加入「跨國租稅法規」科目(3 學分/3 學時)，並於四年級開設。

4.100 年上學期於系務會議通過證照獎勵辦法，並於相關課程中搭配輔導機制

考取金融相關證照。 
(二)碩博班之課程架構：原課程架構為「人力資源管理領域」、「財務金融領域」

及「數位學習領域」三個領域，已修正為「商業教育領域」及「財務金融領域」

兩個領域。 
三、校外課程評鑑專家學者擔任課程評鑑委員 

延聘校外課程評鑑專家學者進行書面課程評鑑外審(參考附件 5-3)。課程評鑑外審

資料內容包含系所教育目標、課程架構、審核教師開授課程與專長相符合機制、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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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圖、核心能力指標等課程相關資料。 
四、邀請畢業生回校分享 

本系所邀請畢業校友回母校演講，與在校學生分享升學與就業的相關資訊，提供

在校生與畢業校友更多交流的管道(參考附件 5-7)。 
五、配合師資培育中心進行師培生實習與就業輔導機制 

(一)提供每位實習教師編配 1 位大學教師及 2~4 位高中職資深教師，協助輔導其健

全教育實習各階段之職能內涵。 
(二)提供通過教師檢定與教師甄試輔導 
(三)提供最新及時的教師職缺資訊 

六、畢業生流向追蹤及回饋系統平台建置 
推展學生生涯規劃服務平台，提供學生建置個人履歷及學習護照，並瞭解相關職

場訊息、工作機會。 
七、建立產學合作模式之機制 

已規劃與銀行證券業進行財經相關業務之實習，以加強學生企業實務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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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ㄧ、系所評鑑會議 
本系至少每個月定期召開並視需要再加開不定期系所評鑑會議，討論有關系所評

鑑相關事宜，詳見系務會議紀錄。 
二、系友會成立與運作 

蒐集畢業系友對系所課程設計之意見機制（如座談、問卷調查、電話訪問等），以

作為修訂課程之依據，於 98 年 9 月 26 日召開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商業教育學系系友會

第一次籌備會議，並於 98 年 10 月 24 日成立商業教育學系系友會，作為畢業生與歷屆

系友對母系發展方向提供意見交流分享與情誼聯繫的平台。目前預計於 101 年#月 10
日召開第一次系友會，蒐集畢業系友對系所發展的意見與建議。 
三、配合畢輔室及教學卓越中心合作進行就業生涯輔導 

(一)協助畢業生流向調查、雇主滿意度調查所得到的諸多意見亦提供給系所作為調

整課程及開課的參考。 
(二)規劃優良職涯輔導學校參訪觀摩,以擴大修習教育學程之應屆畢業生對就業職

場之體驗與接觸 
(三)舉辦校園徵才活動，97 年 4 月 11 日邀集各類領域廠商到校設置攤位 60 個，進

行徵才攤位，藉此增加學生對職場的認知及多元就業機會。 
(四)藉由畢業校友的職涯生命週期分享，讓在學的學生可以找到相對應的學習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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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讓職能提升的效果事半功倍。 
(五)大四就業準備技巧「行動企業駐診專車駐點」,安排職涯顧問師至校園駐點服

務，提供學生生涯就業的個別諮詢、現場即時就業資訊及生涯相關資訊的查閱

等服務，包含：1.生涯諮詢、就業諮詢、進修諮詢及求職面試諮詢等；2.提供 e
化資訊查詢區供學生進行簡易生涯興趣探索；3.會場展示生涯、就業相關書籍、

期刊及資訊。  
(六)生涯興趣量表施測：新生生涯興趣量表施測與大四學生完成職涯適性測驗。 

四、升學輔導機制 
(一)導師透過班會活動以及導師晤談時間進行升學與就業輔導諮商 
(二)邀請考上國立研究所學長姐回母系進行升學準備工作的經驗交流與分享 

五、擴大就業方案輔導 
為了提高畢業生就業率，本校畢輔室媒合畢業生至產業界的工作機會，並持續給

予輔導，協助畢業生就業。 
特色 

一、本系所自大學入學至研究所的學生，皆有一套完整的職涯輔導，針對學生畢業後

亦能針對職涯發展提供相關意見，建立良好的連繫管道，畢業生職涯輔導的機制

如下： 
1.持續關懷與服務  
2.成立校友會、系（所）友會  
3.召開校友會、系（所）友會  
4.校友電子報發布  
5.相關就業機會/活動訊息發布  
6.傑出校友遴選/返校座談會  
7.校慶暨校友回娘家活動  
8.白沙校友通訊發行 
9.畢業流向調查 
10.校友對學校滿意度調查 
11.企業雇主對校友滿意度調查 
12.就業滿意度調查 
13.校友聯誼活動 
14.校友交流平台建立 

二、本系所主動替畢業生媒合至產業界工讀與實習機會，並安排老師給予指導，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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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生進入職場的落差，讓學生能夠早早培養職場的就業力。 
三、本系課程規劃纳入校外課程評鑑專家學者擔任課程評鑑委員，課程委員會皆納入

企業人員和畢業系友的意見，並安排系友回來演講，充分提供學生畢業相關資訊。

四、本系充分配合學校執行教學卓越計畫，針對畢業生進行調查，並將調查報告回饋

至系所核心能力和課程設計的檢討依據。 
問題與困難 

1. 本系配合學校機制積極蒐尋畢業生狀況，然而雇主的配合度不高，調查不易，因上

目前僅針對中部高職校長進行調查。 
2. 畢業生至金融機構就業的比例仍有待加強與提升，使學生所學與就業能相符。 
改善策略 

1. 本系於 101 年 2 月 25 日召開系友會，積極爭取系友的配合取得雇主滿意度調查的意

見。 
2. 本系已規劃和安排畢業系友參與系所課程委員會會議，協助共同擬定本系課程規

劃，使本系學生在校所學能更符合職場之需要，提高本系畢業生就業競爭力。 
3. 針對正在準備公職考試的畢業生或在校生給予更多相關的就業輔導。 
4. 本系透過學校及系所問卷調查，及相關產學合作活動的推廣，將畢業生學習成果定

期透過課程委員會業界專家的參與回饋給本系課程設計，此評估畢業生學習成效機

制，將利用下列活動進一步深化 
(1) 建立校友互動平台：利用 facebook 與畢業系友互動，並提供相關研習資訊及

系所活動，透過互動進一步掌握系友動態，補充畢業生問卷調查不足之處。 
(2) 擴大系所校友會功能，建立定期活動及發行電子報。 

總結  

本系所配合學校各項機制建立相當完整的畢業生追蹤機制，利用校友、系友等網

絡建立畢業生追蹤機制，建構校友資訊管理系統。本系利用學校所建立的全校課程管

理系統以及畢業生問卷調查，蒐集分析畢業生意見。召開系務會議和課程委員會檢討

畢業生問卷，問卷主要來自教卓計畫的畢業生問卷調查報告以及系所自行發放的問

卷，做為檢視教育目標、學生核心能力和課程設計的依據。 
本系所透過系務會議和課程委員會召開，檢討行政管理機制運作，並聘任校外課

程評鑑專家學者擔任課程評鑑委員。配合師資培育中心進行師培生實習與就業輔導機

制。根據第一週期系所評鑑之建議進行改善，本系於 98 年 10 月 24 日成立商業教育學

系系友會，於 101 年 2 月 25 日召開第一次系友會，蒐集畢業系友對系所發展的意見與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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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總結 
本系發展方向為培育商科教師及財務金融專業人員，基於師資培育法的改

變以及高職商業類科教師漸趨飽和，加上少子化衝擊，使得本系更強調專業財

務金融人才的培育。詳細評鑑報告請參照評鑑項目一~項目五資料。以下條列

各項目總結： 
一、目標、核心能力與課程設計 

本系強調校院系連貫之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在課程設計上符合校院

系三級核心能力之對應，反應課程發展與回饋機制，培養具備財金與商管

專業知識與能力、重視職業倫理與社會責任，並能多元思考與終身學習的

財務金融專業人才。本系強調全方位課程規劃，除了強調財務理論的訓練

與財務實證的研討之外，配合教學卓越計畫設置之「金融證照與實務學

程」，強調產學合作，並加強實務教學，幫助學生取得財務金融證照，致力

於培養理論與實務兼具的專業金融人才，使畢業生更具就業競爭力。 
二、教師教學與學習評量 

本系能依據教育目標與課程開設需求，同時兼顧學術領域與未來發展

方向，並能考量學生規模，遴聘足夠之專、兼任教師，以滿足學生學習需

求。本系目前聘有專任教師 12 位，其中教授 4 位、副教授 2 位、助理教授

5 位、講師 1 位；另聘有兼任教師 21 位，其中教授 9 位、副教授 1 位、助

理教授 8位、講師 3位。本系專任師資員額之結構完整且流動率低，穩定性

高。本系結合學生之全校課程地圖平台，學生將除了選課前可由教學大綱

中了解及篩選自己興趣的科目選讀，也能利用該系統評估選課與達成校院

系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之指標，及可利用其回饋系統使教師作為課程內容

修訂的參考。此外，根據課程所要培育之核心能力進行教學設計，並能應

用多元教學方法，自編講義或編製數位媒材做為教學輔助，以提升學生學

習興趣與學習效果。 
三、學生輔導與學習資源 

本系大學部、碩士班、博士班之課程設計以國際化、科技化、產學合

作、及獨立學習能力為原則，其教學設計則力求活潑性、互動性、時效性

與實務性，除能提高學生參與外，並能將適時導入各學門之專業刊物內容

為教材，且可結合投資實務，進行實做模擬競賽，使同學們能兼顧理論與

實務；本系並加強官產學建教合作，落實實務教學，強化學生學以致用的

能力。 



 

108 
 

本系對於學生學習過程皆能夠提供充分之軟硬體設施，且有完整之維

護機制。同時，在教學上，本系教師協助學生有效達成教學目標，並提供

包括入學、與畢業生就業輔導、學習過程進展流程、學雜費、獎助學金、

工讀提供等行政服務，以及學生會運作、導師制實施、生涯發展諮詢等學

習支援。此外，本系教師也提供足夠之課外學習指導與諮詢服務。最後，

本系教師根據學生教學意見反應，強化學生學習之廣度與深度，並研議符

合品質改善之相關課程設計與教學，以符合學生之需求。 
四、學術與專業表現 

本系教師在教學與輔導工作之餘，對於學術研究也積極投入，因此對

於提升教學品質與實務經驗產生顯著的相輔相成效果。系上教師發表於國

際與國內的期刊在歷年皆相當穩定。過去五年多來本系教師發表之期刊論

文 115 篇，其中 SSCI&SCI 等級期刊有 23 篇；於國內外研討會發表論文共

207 件，其中國際研討會占將近 22.7%，可見本系教師亦致力將研究著作於

國際場合中發表。 
本系教師之商業教育與財務金融專業完整，系上教師進行了許多產、

官、學的研究計畫，擔任公私立大學升等案之審查委員、民間基金會之命

題及審議委員、產業界及政府機構之評鑑、評審、顧問等，以及國內外學

術機構之研究計畫及期刊論文審查工作，足見本系教師之研究專業屢屢深

獲肯定與重視。 
五、畢業生表現與整體自我改善機制 

本系所配合學校各項機制建立相當完整的畢業生追蹤機制，利用校

友、系友等網絡建立畢業生追蹤機制，建構校友資訊管理系統。學生學習

成效導向課程規劃與檢核雙向機制，以學習者之學習成效為核心，以學

生、畢業生、雇主、從業人員和老師的意見作為回饋機制，並利用學校所

建立的全校課程管理系統以及畢業生問卷調查，蒐集分析有關內部利害關

係人、畢業生對學生學習成效意見。召開系務會議和課程委員會檢討畢業

生問卷，問卷主要來自教卓計畫的畢業生問卷調查報告以及系所自行發放

的問卷，做為檢視教育目標、學生核心能力和課程設計的依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