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9學年度第1學期優良課程獎勵名單 
 

單位 教師姓名 課號 課程名稱 

企業管理學系 凃忠正 BM677 危機管理 

企業管理學系 方至民 EMBA980B 企業經營策略 

企業管理學系 王致遠 BM601 倫理與領導 

企業管理學系 王致遠 BM601A 倫理與領導 

企業管理學系 王致遠 BM681 平台商業模式 

企業管理學系 何筱文 BM109A 企業概論 

企業管理學系 何筱文 BM413 策略管理 

企業管理學系 何筱文 BM704 高等管理理論 

企業管理學系 何筱文 IB616 國際企業管理 

企業管理學系 佘健源 BM105 經濟學（一） 

企業管理學系 佘健源 BM107B 經濟學實習（一） 

企業管理學系 佘健源 BM426 行銷專題研討（二） 

企業管理學系 林杏娥 BM506 人力資源管理 

企業管理學系 林杏娥 BM682 設計思考 

企業管理學系 林峰立 BM201 統計學（一） 

企業管理學系 林峰立 BM201A 統計學（一） 

企業管理學系 林峰立 BM217 統計學實習（一） 

企業管理學系 林峰立 BM217A 統計學實習（一） 

企業管理學系 林峰立 BM556 老子兵法策略原理 

企業管理學系 林豪傑 BM413A 策略管理 

企業管理學系 林豪傑 BM501A 組織理論與管理 

企業管理學系 林豪傑 EMBA9005 國際企業管理 

企業管理學系 韋岱思 BM501 組織理論與管理 

企業管理學系 韋岱思 BM671 論文寫作 

企業管理學系 梁立霖 BM109 企業概論 

企業管理學系 陳妮雲 BM103 會計學實習（一） 

企業管理學系 陳妮雲 BM103A 會計學實習（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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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理學系 陳妮雲 BM302 管理會計 

企業管理學系 陳昭誠 BM416 審計學 

企業管理學系 黃明新 BM203 行銷管理 

企業管理學系 黃明新 EMBA981B 策略行銷管理 

企業管理學系 黃俊智 BM508 管理統計學 

企業管理學系 蔡敦浩 GEAI1010 創業講堂（一） 

企業管理學系 簡良機 BM412 勞工法與勞工問題 

資訊管理學系 李偉柏 MIS525 人工智慧 

資訊管理學系 林東清 MIS501 管理資訊系統 

資訊管理學系 邱兆民 MIS562 電子商務 

資訊管理學系 邱兆民 MIS918 電子商務 

資訊管理學系 徐士傑 EMBA907B 資訊科技與競爭優勢 

資訊管理學系 陳偉慶 MIS312 行銷管理 

資訊管理學系 黃三益 MIS512 資料庫系統 

資訊管理學系 楊惠芳 MIS101 計算機概論 

資訊管理學系 楊惠芳 MIS131 計算機概論實習 

資訊管理學系 楊惠芳 MIS583 深度學習 

資訊管理學系 劉賓陽 MIS559 系統模擬與分析 

資訊管理學系 蕭哲芬 MIS104 會計學（一） 

財務管理學系 方怡璇 FM101 初級會計學（一） 

財務管理學系 王昭文 FM303 投資學 

財務管理學系 王昭文 FM616 金融科技服務開發 

財務管理學系 王昭文 FM617 金融投資與程式交易 

財務管理學系 周宜鋒 FM213 倫理與法律 

財務管理學系 林玉華 FM203 中級會計學（一） 
 

財務管理學系 

 

林玉華 

 
GESL385 

服務學習：長照政策與高齡化社 

會 

財務管理學系 封之遠 FM705 財金專題評析（一） 

財務管理學系 封之遠 FM801 財金專題評析（三） 

財務管理學系 唐俊華 FM201 統計學（一） 

財務管理學系 秦長強 FM309 國際財務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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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管理學系 秦長強 FM524 應用總體經濟分析 

財務管理學系 翁培師 FM103 經濟學（一） 

財務管理學系 翁培師 FM705 財金專題評析（一） 

財務管理學系 翁培師 FM801 財金專題評析（三） 

財務管理學系 翁培師 FM914 金融數據分析與交易策略 

財務管理學系 張世賢 FM618 營運資金管理決策 

財務管理學系 蔡佳芬 FM202 財務管理（一） 

財務管理學系 蔡佳芬 FM517 現代投資組合理論與策略 

財務管理學系 蔡佳芬 FM541 行為財務學的應用 

財務管理學系 蔡維哲 FM309 國際財務管理 

財務管理學系 鄭義 FM517 現代投資組合理論與策略 

財務管理學系 鄭義 FM523 選擇權市場理論與策略 

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 吳偉寧 GEAE2413 海權與海洋事務 

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 吳偉寧 PAM517 企業與政府 

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 吳偉寧 PAM988 公共事務與管理 

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 林新沛 PAM594 公共事務管理講座 

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 郭瑞坤 GEAE2311 都市營造與空間規劃 

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 郭瑞坤 PAM547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寫作 

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 彭渰雯 PAM597 公共參與及審議民主 

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 游尚儒 PAM505 公共事務與管理 

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 游尚儒 PAM552 區域發展與政策 

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 蔡錦昌 GEAE2413 海權與海洋事務 

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 蔡錦昌 PAM509 公共事務管理實務體驗學習 

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 蔡錦昌 PAM541 質化資料分析與寫作 

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 謝旭昇 CSS133 永續都市環境行為及心理學 

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 謝政勳 PAM509 公共事務管理實務體驗學習 

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 謝政勳 PAM590 非營利組織管理研討 

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 謝政勳 PAM905 研究方法 

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 謝政勳 PAM986 公共管理實務個案研討（二） 

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 王豫萱 HRM613 績效管理與人才發展 

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 李澄賢 HRM674 應用統計與資料分析 

 

 

 

 

 



109學年度第1學期優良課程獎勵名單 
 

單位 教師姓名 課號 課程名稱 

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 李澄賢 IB502 統計與計量方法 

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 紀乃文 HRM504 人力資源研究方法（一） 

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 紀乃文 HRM606 科技人力資源管理 

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 莫西大衛 HRM609 人力資源職能發展 

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 陳世哲 HRM614 職場行為學 

行銷傳播管理研究所 王紹蓉 ICM532 電腦中介傳播 

行銷傳播管理研究所 李雅靖 ICM541 品牌行銷 

行銷傳播管理研究所 周軒逸 ICM557 行銷傳播管理研究方法 

行銷傳播管理研究所 張榮華 ICM548 行銷管理 

行銷傳播管理研究所 鄭安授 ICM549 資訊素養與倫理 

國際經營管理碩士學程 金志衍 IB519 國際行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