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5-1課程大綱 

序號 
學年度 

/學期 
開課班級 選修科目名稱 教學目標 科目概要 授課教師 

1 105/01 
日四技企業管理

系一年級甲班 
管理學 

一、使學生瞭解管理學理

論。 

二、使學生瞭解管理學實

務。 

一、緒論 

二、管理概念 

三、管理理論 

四、生產管理 

五、行銷管理 

六、人事管理 

七、研發管理 

八、財務管理 

九、資訊管理 

十、管理實務 

郭文亮 

2 105/01 
夜四技企業管理

系一年級甲班 
觀光休閒概論 

1.使學生了解觀光與休閒

之本質內涵發展歷史 

2.使學生了解觀光休閒產

業的產業範疇與特性 

3.使學生認識台灣觀光休

閒遊憩資源體系 

4.使學生透過觀察 蒐集資

料之途徑了解台灣休閒產

業的市場現況與未來發展 

本科目為觀光休閒系所基礎入門

學科  

從哲學,心理層面以及社會科學

觀點 

來分析當代休閒領域的議題 

使學生了解當代休閒觀光的重要

性 

張文柏 

 



3 105/01 
夜四技企業管理

系四年級甲班 
網路行銷 

1.讓學生能使用各種社群

與網路行銷工具的能力 

2.課堂所學與理論和實際

生活或工作結合 

3.從做中學 

1.網路行銷基本概念 

2.網路行銷策略 

3.網路行銷組合 

4.網路行銷實務 

5.網路消費者 

待聘 

4 105/01 
日四技企業管理

系一年級甲班 
計算機概論 

本課程目標如下： 1. 認識

電腦發展史。 2.介紹計算

機軟、硬體之基本概念。3.

瞭解計算機之基本架構、原

理與功能。 4.瞭解電腦相

關的應用。   

本課程主要對電腦相關領域作一

簡短的介紹，讓學生能對電腦軟

硬體有一初步的了解。   

 楊木林 

5 105/01 
日四技企業管理

系一年級甲班 
經濟學 

1.介紹經濟學理論、分析方

法與應用。 

2.介紹經濟學重要議題。 

3.利用經濟學思維訓練學

生的分析能力。 

4.協助學生做最佳決策'建

立就業市場利基。 

經濟學是吾人了解與研究社會現

象的一個重要技能，是對社會特

定現象（即理性的經濟行為）的

描述與理解，影響著其他社會科

學學科的發展。本課程的內容，

以一般經濟學原理為架構而開

展，側重於提供學生認識經濟學

的方法及思考模式。 

 林玉惠,

王靖 

 



6 105/01 
日四技企業管理

系一年級甲班 
創意管理 

一、使學生瞭解創新理論。

二、使學生瞭解創新實務。 

一、創意管理導論 

二、創意方法與原則 

三、創意案例介紹 

 郭文亮 

7 105/01 
日四技企業管理

系二年級甲班 
統計學 

1.瞭解統計學之基本原理 

2.瞭解統計學在管理方面

實務之應用 

培養學生瞭解統計學在企管領域

之概念、應用與實務 
 林我崇 

8 105/01 
日四技企業管理

系二年級甲班 
管理會計 

成本與管理會計是以提供

資訊給企業內部的使用者

為目的，讓管理者能對企業

的營運活動，作好規劃、執

行、控制的工作，以創造企

業更高的價值。因此，本課

程之教學目標，期望學生能

認識正確的成本與管理會

計觀念，進而協助其有效管

理及使用企業中各項成本

與管理會計資訊。 

本課程分為六大部分，第一部分

為成本與管理會計基本概念，介

紹成本會計的基本觀念與分類；

第二部份介紹各種成本累積之方

法，包括分批成本法、分步成本

法、作業基礎成本法、及變動成

本法與全部成本法；第三部份則

是介紹成本分攤的方式；第四部

份將對預算與標準成本制作討

論；第五部份將介紹成本與管理

會計之決策分析；最後，第六部

份為績效評估。 

 林玉惠 



 

9 105/01 
日四技企業管理

系二年級甲班 
顧客關係管理 

透過顧客服務管理之課程

可以掌握客服心理的優勢 

本課程共 13章包含基礎篇,實務

篇及發展篇,期望提高同學學習

成效及對本課程之精神 

待聘 

10 105/01 
日四技企業管理

系二年級甲班 

資訊技術專業證照

(一) 

本課程將教導學生進階使

用微軟 Excel與

PowerPoint軟體，並進而取

得微軟專業級認證。 

MOS主題式 Excel Expert專業級

認證 

MOS主題式 PowerPoint Core標準

級認證 

 楊偉修 

11 105/01 
日四技企業管理

系三年級甲班 
實務專題研究方法 

1.培養學生瞭解研究方法

的基本原理與實務應用範

圍。 

2.培養學生具備根據研究

方法中報表結果撰寫結論

報告的能力。 

培養學生瞭解研究方法之企業管

理應用與分析。 
 林我崇 



 

12 105/01 
日四技企業管理

系三年級甲班 
商業網路應用 

本課程主要從行銷概念開

始，探討新興網路科技所帶

的行銷衝擊。內容將：建立

學生對網路行銷的知識、技

術與能力、增加因應網路科

技與商業環境變化的解決

能力。透過本課程，培養學

生可以透過 e化與網路平

台，將產品引進、銷售與服

務流程完整執行，並整合各

種網路行銷策略，運用 e化

與網路平台技術達成各項

行銷策略之目標。 

本課程主要從行銷概念開始，探

討新興網路科技所帶的行銷衝

擊。內容將：建立學生對網路行

銷的知識、技術與能力、增加因

應網路科技與商業環境變化的解

決能力。透過本課程，培養學生

可以透過 e化與網路平台，將產

品引進、銷售與服務流程完整執

行，並整合各種網路行銷策略，

運用 e化與網路平台技術達成各

項行銷策略之目標。 

 楊偉修 

13 105/01 
日四技企業管理

系三年級甲班 
創意行銷 

本課程會介紹『網路行銷』

之原理、方法、策略和技

術，輔以個案分析與分享，

使學生擁有專業而具體的

實務概念。 

本課程會介紹『網路行銷』之原

理、方法、策略和技術，輔以個

案分析與分享，使學生擁有專業

而具體的實務概念。 

 郭文亮 

 



14 105/01 
日四技企業管理

系三年級甲班 
企業實習(一) 

一、了解實習機構的工作環

境。 

二、了解實習機構各單位的

運作情形。 

三、了解實習單位各項工作

內容。 

為讓學校教育與企業更加緊密結

合，期能透過學生至企業實習之

過程，讓學生早日熟悉產業發展

及對企業管理與經營環境之了

解，印證理論與實務，提昇學習

效果，此外，亦希望企業實習成

為企業培育未來人才之管道，並

讓本系學生更符合企業界需求。  

楊木林 

15 105/01 
日四技企業管理

系三年級甲班 
活動企劃與管理 

1.培養活動企劃與管理能

力 2.學習撰寫專案企劃書

3.閱讀相關期刊論文研究  

1.活動企劃理論 

2.如何撰寫活動企劃書 

3.介紹活動企劃相關研究構面 

待聘 

16 105/01 
日四技企業管理

系四年級甲班 
專題研究(二) 

希望藉由專題製作的過程

與結果，學生從中學習到團

隊合作學習的機會，培養與

人分工的處事與態度，並透

過實務動手做的學習方

式，整合過去幾年來的專業

知能。 

希望藉由專題製作的過程與結

果，學生從中學習到團隊合作學

習的機會，培養與人分工的處事

與態度，並透過實務動手做的學

習方式，整合過去幾年來的專業

知能。 

林玉惠 

 



17 105/01 
日四技企業管理

系四年級甲班 
企業經營管理 

使學生對企業管理實務含

民法和商事法有更進一步

的深思並應用於個別企

業，以提升企業優質管理。 

透過台灣企業個案來探討管理的

理論與實務，可全面且深入地研

究管理學術及了解企業的問題，

並更進一步建立與企業間互動的

交流管道。 

待聘 

18 105/01 
日四技企業管理

系四年級甲班 
策略行銷 

本課程旨在訓練學生對行

銷領域有一個整合性的觀

念可作為往後研習相關領

域之深厚的基礎，亦期盼對

行銷問題的解決能有一個

完整的邏輯思考與分析的

架構。此外，本課程核心圍

繞在策略與關係行銷等兩

個課題，一方面符合本課程

的範圍，一方面又符合目前

行銷主流的趨勢。準此，本

課程亦期望學生在此領域

中，學習相關的、更廣泛的

理論與觀念，奠定深入研究

的實力。 

1、 行銷中的關係 

2、 關係 

3、 關係經濟學 

4、 策略連續帶 

5、 關係驅動因子 

6、 顧客夥伴 

7、 內部夥伴關係 

8、 供應商夥伴關係 

9、外部夥伴關係 

10、關係科技 

11、關係管理 

待聘 

 



19 105/01 
日四技企業管理

系四年級甲班 
零售業管理 

 本課程除了介紹零售管理

的理論與實務，及台灣零售

業的最新狀況，且能激起學

生對投入零售業工作的興

趣與決心。介紹零售理論以

其內容與應用為主，而儘量

省略零售理論背後之〝為什

麼〞。 

 本課程目標在介紹零售基本概

念、零售規劃技巧、零售機構之

管理、零售之行銷組合及零售之

應用與未來趨勢等。討論題綱包

含: 

*「零售基本概念」，「零售規劃技

巧」*「零售機構之管理」「零售

行銷組合」「零售之應用與未來趨

勢 

待聘 

20 105/01 
進二技企業管理

系一年甲班 
管理學 

針對內容的了解與實務應

用作練習。並於發展管理技

能部分；引導技能的發展及

執行步驟。 

將過去管理學門所發展出來的理

論，擇要篩選後作一完整且系統

性的介紹。 

范垂爐 

21 105/01 
進二技企業管理

系一年甲班 
商業套裝軟體 

本課程主要包含 Microsoft 

Office系列 Word、

Powerpoint和 Excel套裝

軟體在各種領域上的應用   

介紹 OFFICE2007裡 Word、

PowerPoint和 Excel的使用方

法，內容包括 Word的文字格式、

圖文版面設計、表格設計等，練

習如何以 Word來製作文件，以及

Excel的資料處理與試算表操

作、公式與函數的輸入、統計圖

表、樞紐分析表…等，最後學習

利用 PowerPoint做出活潑生動的

簡報。   

待聘 



 

22 105/01 
進二技企業管理

系一年甲班 
生涯規劃 

一、認識全方位生涯發展的

理論與方法。 

二、掌握樂在工作的要訣。 

三、發展滋潤有情的情感世

界。 

四、成為自由自在的完整

人。 

五、發展生涯贏家的心智模

式。 

一、生涯概說 

二、願景設定 

三、認識自我 

四、了解社會 

五、了解工作世界 

六、生涯決定 

七、樂在工作 

八、自我成長 

九、進入職場前準備 

待聘 

23 105/01 
進二技企業管理

系一年甲班 
創意管理 

一、使學生瞭解創新理論。

二、使學生瞭解創新實務。 

一、創意管理導論 

二、創意方法與原則 

三、創意案例介紹 

待聘 

24 105/01 
進二技企業管理

系二年甲班 
財務報表分析 

1.瞭解如何閱讀報表 

2.瞭解如何分析報表 

3.評價企業之價值 

本課程以介紹如何閱讀和評價企

業之財務報表,並培養學生之基

礎分析財務報表能力. 

王靖 

 



 

25 105/01 
進二技企業管理

系二年甲班 
工業工程與管理 

教授工業工程與管理基本

知識 

1.概論  2. 製造程序規劃 3.設

置規劃與佈置 4程序分析 

5.作業與動作分析  6.時間研究 

7.產品設計與研發 8. 作業研究

之應用 9. 工程經濟 10. 成本控

制與財務管理 11. 專案管理 

12.生產管理 13. 品質管理 14. 

物料管理 15. 人因工程與人力

資源管理 16. 運籌與供應鏈管理 

待聘 

26 105/01 
進二技企業管理

系二年甲班 
專業證照(一) 

提升企業管理系學生的專

業技能，增加就業競爭力 

學習企管相關證照並輔導學生考

得證照。 
 楊偉修 

 



27 105/01 
進二專企業管理

科一年級甲班 
商業套裝軟體 

本課程主要包含 Microsoft 

Office系列 Word、

Powerpoint和 Excel套裝軟

體在各種領域上的應用   

介紹 OFFICE2007裡 Word、

PowerPoint和 Excel的使用方

法，內容包括 Word的文字格式、

圖文版面設計、表格設計等，練

習如何以 Word來製作文件，以及

Excel的資料處理與試算表操

作、公式與函數的輸入、統計圖

表、樞紐分析表…等，最後學習

利用 PowerPoint做出活潑生動的

簡報。 

 楊木林 

28 105/01 
進二專企業管理

科一年級甲班 
行銷管理概論 

1. 建立學生行銷管理之基

礎知識 2. 業界行銷發展現

況與運用 3. 理解基本行銷

理論與原則 4. 培養探討行

銷相關議題的能力  

行銷學的核心觀念是在創造

可帶來利潤的顧客關係。  

本課程提供學習行銷一個創

新的、以顧客關係管理為核

心的架構，依次介紹基本行

銷觀念與行銷管理程序、分

析行銷環境、發展行銷策略

與行銷組合，最後探討國際

行銷和社會責任。  

1 行銷環境   

2 行銷資訊與行銷研究   

3 消費者市場與其購買行為   

4 組織市場與其購買行為   

5 市場區隔與定位分析   

6 產品管理   

7 新產品開發與產品週期   

8 服務行銷   

9 制定價格   

10 行銷通路與實體運配   

11 推廣策略與行銷通路   

12 廣告   

13 人員銷售 

待聘 

 



 

29 105/01 
進二專企業管理

科一年級甲班 
經濟學 

1.了解基本的經濟問題，並

知道廠商如何進行經濟決

策。2.讓學生有能力討論人

們對於未來投資與儲蓄的

方式。3.討論經濟政策如何

影響人們的生活，從個人、

國家、及全世界的角度來解

釋。 

本課程主要探討稀少資源的分

配，以及站在消費者、生產者、

投資者、勞動者及政府部門的角

度，來解釋其合理之經濟推論。

主要的議題包含供給與需求、市

場結構、政府角色、國民所得、

貨幣市場與金融機構、經濟穩定

及國際貿易等。 

待聘 

30 105/01 
進二專企業管理

科一年級甲班 
管理學概論 

一、使學生瞭解管理學理

論。 

二、使學生瞭解管理學實

務。 

一、緒論 

二、管理概念  

三、管理理論  

四、生產管理  

五、行銷管理  

六、人事管理  

七、研發管理  

八、財務管理  

九、資訊管理 

十、管理實務 

待聘 

 



31 105/01 
進二專企業管理

科一年級甲班 
服務業管理 

在每一個已開發國家，不論

其政治取向為何，服務業都

在帶動國內經濟成長與就

業機會的過程中扮演重要

角色，就連全球半導體的代

工龍頭－台積電也是標榜

自己是服務業，而在台灣面

臨製造業不斷出走的壓

力，服務業已為台灣創造產

業轉型的契機，因此瞭解服

務的內涵，以及如何將無形

的服務有形化的管理，越來

越受到經理人的重視。服務

業管理課程是以「服務業」

的經營管理為主題，進行各

項相關議題的探討。 

1.服務與服務業、服務行為分析 

2.服務倫理  

3.服務品質管理 

4.期望與知覺價值 

5.服務失誤管理 

6.服務品牌管理、品牌個性與關

係 

7.服務定價 

8.服務廣告 

9.顧客關係管理、關係品質 

10.服務場址與通路 

11.服務藍圖 

12.等候線管理 

待聘 

32 105/01 
進二專企業管理

科二年級甲班 
統計學 

1.瞭解統計學之基本原理 

2.瞭解統計學在管理方面

實務之應用 

培養學生瞭解統計學在企管領域

之概念、應用與實務 
待聘 

 



33 105/01 
進二專企業管理

科二年級甲班 
中級會計學 

2.瞭解統計學在管理方面

實務之應用 

會計是企業之語言,是衡量企業

活動之資訊系統,透過中級會計

與相關專業技能之學習,藉以瞭

解會計理論與實務,並培養財務

分析與企業決策之專業基礎能

力。 

 王靖 

34 105/01 
進二專企業管理

科二年級甲班 
資料庫管理系統 

理論與實務並重，安排上機

實際操作管理資料庫管理

系統，與設計建置資料庫，

期讓學生具有資料庫管理

師與設計師的能力。 

資料庫理論與設計 

關聯式資料庫管理系統：MS 

Access 

 楊偉修 

35 105/01 
進二專企業管理

科二年級甲班 
策略管理 

經過本課程之訓練，學生應

可以完成一份企業可以經

接受的策略規劃書。 

預計教授學生策略規劃的程序與

步驟，再佐以各項策略規劃方向。 
待聘 

 



36 105/01 
進二專企業管理

科二年級甲班 
創新管理 

一、使學生瞭解創新理論。

二、使學生瞭解創新實務。 

一、創新管理導論 

二、創新方法與原則 

三、創新案例介紹 

待聘 

37 105/01 
夜四技企業管理

系一年級甲班 
計算機概論 

本課程目標如下： 1. 認識

電腦發展史。 2.介紹計算

機軟、硬體之基本概念。3.

瞭解計算機之基本架構、原

理與功能。 4.瞭解電腦相

關的應用。   

本課程主要對電腦相關領域作一

簡短的介紹，讓學生能對電腦軟

硬體有一初步的了解。   

 楊木林 

38 105/01 
夜四技企業管理

系一年級甲班 
商用微積分 

以三個函數(冪函數、指數

函數和對數函數)為主軸，

介紹微分方法，再輔以相關

應用問題，作為學生學習商

管專業課程的背景知識。  

  

介紹微積分的數學基礎 (實數和

函數、極限、連續)、導函數和導

數、冪函數的微分、指數與對數

函數的微分及微分的應用(極值

問題、經濟財務問題)。 

 楊木林 

 



39 105/01 
夜四技企業管理

系一年級甲班 
創意管理 

一、使學生瞭解創新理論。

二、使學生瞭解創新實務。 

一、創意管理導論 

二、創意方法與原則 

三、創意案例介紹 

 郭文亮 

40 105/01 
夜四技企業管理

系二年級甲班 
統計學 

1.瞭解統計學之基本原理 

2.瞭解統計學在管理方面

實務之應用 

培養學生瞭解統計學在企管領域

之概念、應用與實務 
 林我崇 

41 105/01 
夜四技企業管理

系二年級甲班 
照顧服務管理概論 

健康產業為臺灣近幾年來

最有潛力之產業，依據我國

行政院經建會所作之人口

推估，2008年我國 65歲以

上人口比率已超過 10%，

2020年將高達 14%。預估至

2015年，全球健康照護產業

的產值將達 5970億美元，

而台灣健康產業已列為行

政院 2015年經濟發展願景

四大新興產業之一，推動健

康產業不僅成為國家發展

重大政策，也成為國際整體

趨勢。本課程目標在於幫助

學生了解各種健康產業之

特性、規範、管理模式與發

展趨勢。並針對健康產業中

之一般、財務、行銷、服務、

  本課程分為三大部分，第一部

分為健康產業管理的概論，介紹

健康產業管理的環境與分類；第

二部份則分別敘述健康產業的範

圍與管理模式，包括醫療產業、

長期照護機構、生技製藥相關產

業及運動休閒產業；第三部份則

是介紹健康產業的倫理議題與未

來發展。 

待聘 



資訊、人資等領域作探討，

以期透過對各種健康產業

之瞭解建立學生對健康產

業之實務面管理能力。 

42 105/01 
夜四技企業管理

系二年級甲班 
管理會計 

建立學生之正確的成本與

管理會計觀念，培養其有效

運用企業相關會計資訊以

進行企業內部之規劃,控制

與決策之能力. 

1.成本與管理會計基本概念 

2.各種成本累積之方法，包括分

批成本法、分步成本法、作業基

礎成本法、及變動成本法與全部

成本法 

3.成本分攤的方式 

4.預算與標準成本制討論 

5.成本與管理會計之決策分析 

6.績效評估 

 王靖 

43 105/01 
夜四技企業管理

系三年級甲班 
實務專題研究方法 

1.培養學生瞭解研究方法

的基本原理與實務應用範

圍。 

2.培養學生具備根據研究

方法中報表結果撰寫結論

報告的能力。 

培養學生瞭解研究方法之企業管

理應用與分析。 
待聘 

 



 

44 105/01 
夜四技企業管理

系三年級甲班 
組織理論與管理 

使學習者瞭解組織管理相

關理論與實務運作  

1 組織與組織理論 

2 組織設計的基本因素 

3 組織的基本結構 

4 組織的外在環境 

5 組織間的關係 

6 全球化環境下的組織管理 

7 經營策略與組織管理 

8 技術與流程 

9 資訊系統、控制與溝通 

10 決策與公司治理 

11 組織文化與倫理 

12 權力、政治與衝突 

13 組織變革 

14 組織的演化 

 林玉惠 

45 105/01 
夜四技企業管理

系三年級甲班 
策略行銷 

反映當代管理理論的變

遷，將諸如高科技產業、金

磚四國的崛起，以及公司治

理與企業倫理等新興的重

要策略議題，納入進行討

論。 

對公司層級策略、國際化策略、

事業層級策略，以及功能層級策

略等充分的說明，反映當代策略

管理領域的最新發展趨勢。 

 范垂爐 



 

46 105/01 
夜四技企業管理

系四年級甲班 
企業倫理 

從釐清倫理道德的根本法

則，續而探討各管理決策面

臨的道德兩難，到闡述內外

部道德規範與機制。理論層

次分明，且實用性高，有效

提升企業倫理的學習成效。 

本課程前半部理論（含專欄），後

半冊為全篇個案，教學對象及時

數彈性使用，「理論佐個案」或「純

個案探討」自由搭配，活用教學

時間，全面掌控學習內容。 

 林玉惠 

47 105/01 
夜四技企業管理

系四年級甲班 
專題研究(二) 

希望藉由專題製作的過程

與結果，學生從中學習到團

隊合作學習的機會，培養與

人分工的處事與態度，並透

過實務動手做的學習方

式，整合過去幾年來的專業

知能。 

希望藉由專題製作的過程與結

果，學生從中學習到團隊合作學

習的機會，培養與人分工的處事

與態度，並透過實務動手做的學

習方式，整合過去幾年來的專業

知能。 

待聘 

48 105/01 
夜四技企業管理

系四年級甲班 
企業經營管理 

導入創新與創業之觀念使

學生對管理之理論與應用

有更深一層之認識. 

1.強化學生之企業管理概念與能

力. 

2.管理理論與個案實務之結合 

 王靖 



 

49 105/01 
夜四技企業管理

系四年級甲班 
組織理論與管理 

使學習者瞭解組織管理相

關理論與實務運作  

1 組織與組織理論 

2 組織設計的基本因素 

3 組織的基本結構 

4 組織的外在環境 

5 組織間的關係 

6 全球化環境下的組織管理 

7 經營策略與組織管理 

8 技術與流程 

9 資訊系統、控制與溝通 

10 決策與公司治理 

11 組織文化與倫理 

12 權力、政治與衝突 

13 組織變革 

14 組織的演化 

 林玉惠 

50 105/01 
夜四技企業管理

系四年級甲班 
策略行銷 

反映當代管理理論的變

遷，將諸如高科技產業、金

磚四國的崛起，以及公司治

理與企業倫理等新興的重

要策略議題，納入進行討

論。 

對公司層級策略、國際化策略、

事業層級策略，以及功能層級策

略等充分的說明，反映當代策略

管理領域的最新發展趨勢。 

 范垂爐 



 

51 105/01 
日四技企業管理

系一年級甲班 
觀光休閒概論 

1.使學生了解觀光與休閒

之本質內涵發展歷史 

2.使學生了解觀光休閒產

業的產業範疇與特性 

3.使學生認識台灣觀光休

閒遊憩資源體系 

4.使學生透過觀察 蒐集資

料之途徑了解台灣休閒產

業的市場現況與未來發展 

本科目為觀光休閒系所基礎入門學

科  

從哲學,心理層面以及社會科學觀點

來分析當代休閒領域的議題 

使學生了解當代休閒觀光的重要性 

待聘 

52 105/01 
日四技企業管理

系二年級甲班 

顧客服務管理與

禮儀 

一、使學生瞭解顧客服務管

理理論。 

二、使學生瞭解顧客服務管

理與禮儀實務。 

顧客服務管理是促進銷售與維持客

戶的主要方法之一，所以顧客服務的

概念也從單純的「售後服務」概念，

發展到現今的商業交易活動開始即

運用的技巧，從銷售行為的「末端」

觀念轉變成銷售行為的「主軸」觀

念。 

讓學生能在有系統的規劃下，建立學

習興趣，進而一窺顧客服務管理的全

貌，即是本課程之宗旨。本課程的學

習方法，主要遵循理論建立、個案理

解、生活對照三個步驟循環累積實

力，期能培養學生具備對顧客服務管

理所傳達的概念與技巧。 

待聘 

 



 

53 105/01 
進二技企業管理

系二年甲班 
品牌與廣告管理 

課程從基本的品牌概念與知

識理論，到後續的應用與執行

均規劃了詳細的說明。介紹廣

告產業的經營，並進一步研討

其延續發展的方向與可能性。 

一、品牌概論、品牌發展策略、

品牌的維持與管理 二、廣告與促

銷活動管理 

待聘 

54 105/01 
進二技企業管理

系二年甲班 
產業競爭分析 

探討企業競爭優勢之來源與

競爭之本質；換言之，企業如

何藉由策略思維，以不同方式

發展出競爭優勢。 

從經濟與社會觀點了解產業結

構、產業演化、商業生態、競爭 

動態 關係與企業策略之本質與

對績效之意涵。 

待聘 

55 105/01 
進二專企業管理

科二年級甲班 
管理心理學 

1.瞭解管理心理學的觀念、知

識與實務技巧。 

2.瞭解分別由個體(認知面、

情意面、及行為面)、群體與

組織等不同層次，總合來達成

有效能的管理。 

3.建立對於工作的正確認知

與情意態度，並能將管理心理

學的基本知識及技巧應用於

工作職場，期能增進工作績

效、工作中的人際關係、以及

員工個人與組織福祉。 

心理學及其對組織管理之意涵、

管理心理學的概說、發展歷程及

內容 

待聘 



 

56 105/01 
夜四技企業管理

系一年級甲班 
管理學 

一、使學生瞭解管理學理

論。 

二、使學生瞭解管理學實

務。 

一、緒論 

二、管理概念 

三、管理理論 

四、生產管理 

五、行銷管理 

六、人事管理 

七、研發管理 

八、財務管理 

九、資訊管理 

十、管理實務 

林玉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