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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的傳統安排

 本課程原以邀請企業界主管、政府機關首長、學術單位

專家、及法人機構主管等人士蒞校演講為主。

 實務面上，本課程主要讓講者分享其在企業及各機構中

經營管理的實務經驗。

 原設定的議題為：一般企業經營管理、創業管理、企業

及組織策略、人力資源管理，創新與創造力、以及其他

管理領域等相關議題。



本年度的課程新安排

 資訊科技已走向SaaS(Software as a Service)服務架構，中

小企業為了提升數位競爭力及加快數位轉型速度，也必須

進行企業經營方向、運營模式及其相應的組織方式、資源

配置方式的整體性轉變，藉以重新塑造企業競爭優勢與價

值；因此本年度課程特著重於企業轉型的各項業界轉型經

驗與實務的分享，期藉由此課程：

 提昇碩專生與產業職人/達人的企業經營經驗交流

 讓習得的管理智能可與實務面進行對照與驗証

 學習企業成功的轉型經驗及數位化技巧

 激發學生新的管理思維



上課時間及參考書：
 上課時間：每週六，上午10:10~12:00 

 地點：L008/L007(碩專班輪流制 P11~14)

 E13F(華人EMBA聯合會/EMBA-1023、

台南市校友會/資管/大數據/休閒-10/30)

 參考書：

 黃俊堯著，數位轉型全攻略，商周出版

 詹文男等著，數位轉型力，商周出版

 簡報資料於演講後公佈於網頁供下載(若講者提供)



演講者及日期

周次 日期 講 者 職 稱 任職單位 邀請說明

1 09/11 補09/20班課(連中秋9/21假)

2 09/18 周德光 院長 南臺科大
商管學院

課程說明

3 10/02 李怡明 副總經理 金色三麥餐飲
股份有限公司 品牌影響力

4 10/09 龔紀綱 知名基金之
專業經理人

盧森堡-
齊格飛基金 應收帳款證券化基金

5 10/16
賴盈文 資深副總監

PChome Pchome營運生態圈的建構
李晴弘 總經理特助

6 10/23 謝馨慧 總經理 奧美廣告
股份有限公司

後疫時代的品牌管理



演講者及日期

場次 日期 姓 名 職 稱 任職單位 邀請說明

7 10/30 陳春利 負責人 黑橋牌企業
股份有限公司 賦予香腸生命的黑橋牌

8 11/06 期中考週

9 11/13 林東閔 執行長 宏佳騰動力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電動機車策略

10 11/20 期中各班討論-(2)

11 11/27 盧燈茂 校長 南臺科技大學 科大在少子化危機中的發展策略



演講者及日期

場次 日期 姓 名 職 稱 任職單位 邀請說明

12 12/04 車展

13 12/11 校慶活動

14 12/18 政府舉辦公投

15 12/25 期末各班討論

16 01/01 111年開國紀念日

*學生對於課程安排，期完成單一課程後，再繼續下門課程

*依學校110-01行事曆，前9週數遇到連假、補班補課近3週，故進行上述的課程安排

*09/11補09/20上班上課(連中秋9/21假)、12/04車展、12/11校慶活動、

12/18政府舉辦公投、111/01/01開國紀念日不排課程

*因講者公務繁忙，本進度表將會有所變更及調整，將於事前公告通知



上課班級
 高階主管企管碩士專班 (EMBA二甲)

 企業管理碩士專班(二甲)

 休閒事業管理碩士專班(二甲)

 行銷與流通管理碩士專班(一甲)

 資訊管理碩士專班(一甲)

 工業管理碩士專班(一甲)



教學評量
作業/報告 50%

請各班任課教師根據各系所需的AACSB養成需求訂定之

繳交方式，由任課老師指定 (如，FlipClass 數位平台)

課堂表現 50% (課堂討論、課程出席率)
共8次之演講

現場發問、各班代表輪流準備Q&A題目與講者互動

請按規劃座次表入座，並請提前於10:00準時出席
(簽到作業的執行，請各班授課老師協助)

*備註：10/23 華人EMBA聯合會/EMBA

10/30 台南市校友會/資管一甲/大數據一甲/休閒二甲

聽講地點在E13F



Q&A準備負責班級

演講 負責班級 演講 負責班級

10/02 休閒 10/30 工管

10/09 行流 11/13 EMBA

10/16 資管 11/27 企管

10/23 EMBA



第一~三場 (09/18-10/09) 
L008座次規劃

*因規定，請各位以梅花座方式入座，感謝配合!

碩專大數據一甲 3

碩專資管一甲 10

EMBA辦公室 1

碩專企管一乙 9

EMBA 18

長官席 4

碩專企管二甲乙、人資二甲 8

碩專休閒二甲 17

報到處 1



第一~三場 (09/18-10/09) 
L007座次規劃

碩專行流一甲 19

碩專工管一甲 7

長官席 4



第四~八場 (10/16-11/27) 
L008座次規劃

碩專企管二甲乙、人資二甲 8

碩專企管一乙 9

EMBA辦公室 2

碩專工管一甲 7

EMBA 18

長官席 4

碩專行流一甲 19

報到處 2

*因規定，請各位以梅花座方式入座，感謝配合!



第四~八場 (10/16-11/27) 
L007座次規劃

碩專休閒二甲 17

碩專資管一甲 10

碩專大數據一甲 3

長官席 1



E13座次規劃(10/23)



E13座次規劃(10/30)



建議事項 ?



希望各位收穫滿滿、
工作效率倍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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