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資訊管理學系所   102學年度大事紀要（203/8/1－2014/7/31）
日期 單位 事件內容

2013/9/4
資訊管理學系 假羅耀拉樓SL201 會議室召開資訊管理學系102學年第一次課程

委員會議。

2013/9/12
資訊管理學系 於伯達樓四樓(BS440)及電腦機房LE4A舉辦新生一日資管營，共

有90多位大一新生參與。

2013/9/13
資訊管理學系 於利瑪竇大樓LM101舉辦大學部迎新茶會，共有師生約200多人

參加。

2013/9/14
資訊管理學系 於利瑪竇二樓LM202舉辦大學部新生家長座談會，共有家長及師

長50人參加。

2013/9/25
資訊管理學系 於利瑪竇三樓LM301舉辦電子商務學程選課說明會，共有師生62

人參加。

2013/9/26
資訊管理學系 邀請新北市政府研考會CRM 吳肇銘主委假樹德樓LW204教室講

演「新北市政府之雲端應用及創新」，共有師生27人參與。

2013/10/2 資訊管理學系 假羅耀拉樓SL245會議室召開資管系102學年度第一次系務會議。

2013/10/3
資訊管理學系碩士

班

邀請銘傳大學資訊工程系CRM 李御璽教授兼系主任假樹德樓

LW204教室講演「Data Mining in the Era of Big Data」，共有師生

2013/10/4

資訊管理學系碩士

班

邀請Vice dean, University of Tampere, FinlandCRM Prof. Kalervo

Jarvelin假利瑪竇樓LM202會議室教室講演「User-oriented

information retrieval evaluation」，共有師生60人參與。

2013/10/17

資訊管理學系碩士

班

邀請美商千祐媒體顧問公司台灣分公司CRM 史百誠總經理假樹

德樓LW204教室講演「品牌的社群經營顧問-網路新創公司

(Circos.com)」，共有師生27人參與。

2013/10/24

資訊管理學系碩士

班

邀請國立中正大學資訊管理學系CRM 廖則竣教授兼系主任假樹

德樓LW204教室講演「從創意思考的角度看論文的研讀與寫作」

，共有師生27人參與。

2013/10/26
資訊管理學系 邀請叡揚資訊公司CRM 事業處林秋丹協理(資管系第七屆系友)，

講演「CRM應用服務實務」，共有師生100人參與。

2013/11/7 資訊管理學系 假利瑪竇樓LM202會議室召開資管系102學年度第二次系務會

2013/11/7
資訊管理學系碩士

班

邀請國立中央大學資管系CRM 林子銘教授假樹德樓LW204教室

講演「資訊，認知，決策」，共有師生27人參與。

2013/11/20
資訊管理學系 假羅耀拉樓SL245會議室召開資訊管理學系102學年度第一次教師

評審委員會議

2013/11/21
資訊管理學系碩士

班

邀請叡揚資訊公司CRM 蘇守謙副總經理假樹德樓LW204教室講

演「專案管理經驗談」，共有師生27人參與。

2013/11/23

資訊管理學系 假本校濟時樓九樓辦理第十四屆產業資訊管理學術暨新興科技實

務研討會，主題為智慧科技與生活，邀請六位學者專家進行精彩

專題演講，計有各界師長來賓、學生共300多人參加。
2013/12/1 資訊管理學系 於濟時樓9樓舉辦管理學院碩士在職專班聯合招生說明會。

2013/12/4 資訊管理學系 假利瑪竇樓LM202會議室召開資管系102學年度第三次系務會

2013/12/5

資訊管理學系碩士

班

邀請國立清華大學資訊工程系、資訊系統與應用研究所CRM 陳

宜欣教授假樹德樓LW204教室講演「What you Can learn               in

Research.」，共有師生27人參與。

2013/12/7
資訊管理學系 於利瑪竇三樓LM301舉辦系友回娘家活動，共有師長、系友及眷

屬約110人參與。

2013/12/12

資訊管理學系 邀請匯泰國際有限公司負責人許創雲先生，講演「平凡中做個不

平凡的者 (to be a better man)

」，共有師生60人參與。

2013/12/12

資訊管理學系碩士

班

邀請IMA 資訊經理人協會CRM 張煦祥副理事長假樹德樓LW204

教室講演「長春石化集團- 雲端 ERP應用作業之個案分享」，共

有師生27人參與。

2013/12/26

資訊管理學系碩士

班

邀請國立台南大學數位學習科技學系CRM 林豪鏘教授兼系主任

假樹德樓LW204教室講演「運用情感運算於數位藝術與展示科

技」，共有師生27人參與。

2014/1/2 資訊管理學系 假羅耀拉樓SL245會議室召開資管系102學年度第四次系務會議。



日期 單位 事件內容

2014/2/26
資訊管理學系 於利瑪竇三樓LM301舉辦第二學期電子商務學程選課說明會，共

有師生42人參加。

2014/3/5 資訊管理學系 假羅耀拉樓SL245會議室召開資管系102學年度招生規畫小組會

2014/3/5
資訊管理學系 於伯達樓四樓(BS440)舉辦五年一貫直升碩士說明，共有師生約

60人參加。

2014/3/7 資訊管理學系 於利瑪竇二樓LM202召開大學部第一次課程小組會議。

2014/3/8
資訊管理學系碩士

在職專班
於羅耀拉大樓2樓舉辦碩士在職專班入學面試。

2014/3/19
資訊管理學系 於利瑪竇B1舉辦系週會，並邀請CAREER就業情報文德蘭博，講

演「就業趨勢與面試技巧」，共有約400位師生參與。

2014/4/1 資訊管理學系 假羅耀拉樓SL246會議室召開資管系102學年度第五次系務會議。

2014/4/11 資訊管理學系 於羅耀拉大樓一及二樓舉辦大學部申請入學第二階段面試。

2014/4/20

資訊管理學系 邀請前精誠資訊副總經理酆隆恭先生，假伯達樓BS440教室講演

「大陸資訊科技產業發展探討：過去、現在與未來」，共有師生

約70人參加。

2014/4/30 資訊管理學系 於利瑪竇二樓LM200舉辦碩士五年一貫直升面試。

2014/5/1 資訊管理學系 於利瑪竇二樓LM202舉辦系友回家活動，共有70位系友參與。

2014/5/1

資訊管理學系碩士

班

邀請輔仁大學企管系教授兼社企學程主任CRM 胡哲生教授假樹

德樓LW204教室講演「Innovation for Social Good will be a more

Powerful  Motivation to Innovate」，共有師生15人參與。

2014/5/4
資訊管理學系 邀請國泰世華銀行 副總經理彭昱興先生，假伯達樓BS440教室講

演「大陸金融產業現況探討」，共有師生約70人參加。

2014/5/6

資訊管理學系碩士

班

邀請中原大學企業管理系CRM 胡宜中教授兼系主任假樹德樓

LW204教室講演「多準則決策之層級分析法與網路分析程序法」

，共有師生20人參與。

2014/5/7 資訊管理學系 假羅耀拉樓SL245會議室召開資管系102學年度第六次系務會議。

2014/5/7 資訊管理學系 於羅耀拉二樓SL245召開大學部第二次課程小組會議。

2014/5/7
資訊管理學系 邀請叡揚資訊CRM 賴俊仁業務經理假伯達樓BS440教室講演「由

知識管理系統建置看企業MIS系統面面觀」，共有師生91人參

2014/5/8

資訊管理學系 邀請台北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 顧問；清華大學資訊工程系(所)博

士CRM 李鎮宇博士假伯達樓BS440教室講演「實踐雲端運算與物

聯網的智慧城市發展趨勢」，共有師生76人參與。

2014/5/8
資訊管理學系 邀請叡揚資訊 知識生產力國際事業處CRM 王瑞斌處長假伯達樓

BS440教室講演「軟體工程師看知識管理」，共有師生57人參

2014/5/8
資訊管理學系碩士

班

邀請台灣科技大學 科技管理研究所CRM 何秀青教授假樹德樓

LW204教室講演「淺談服務創新與產業的發展」，共有師生15人

2014/5/10
資訊管理學系 「大陸產業分析」課程帶領管院師生共67人，赴大陸西安進行學

術交流。

2014/5/22

資訊管理學系碩士

在職專班

邀請永豐金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資訊處吳惠崇副總經理假LM201教

室講演「台灣證券業資訊系統發展與策略-以永豐金證券為例」

，共有師生20多人參與。

2014/6/4 資訊管理學系 假羅耀拉樓SL245會議室召開資管系102學年度第七次系務會議。
2014/6/4 資訊管理學系 於利瑪竇樓2樓LM203舉辦大學部產業實習心得分享座談會，共

有師生20人參加。

2014/6/5
資訊管理學系碩士

在職專班

邀請新誼整合科技(股) 公司李鴻生副總經理假LM201教室講演

「資訊策略案例分享」，共有師生20多人參與。

2014/6/6
資訊管理學系 假濟時樓九樓辦理2014產業資訊應用趨勢研討會暨個案競賽，會

中計有1場專題演講、30篇論文及20場個案發表。

2014/6/12
資訊管理學系碩士

班

邀請國立臺北科技大學經營管理系CRM 洪子逸助理教授假樹德

樓LW204教室講演「服務、科學 -- 幾個觀察」，共有師生15人參

2014/6/21
資訊管理學系 於濟時樓九樓舉辦大學部畢業生祝福茶會，共有畢業生及家長

300多人參加。

2014/6/21 資訊管理學系 於中美堂舉辦管理學院碩士班暨碩士在職專班畢業撥穗典禮。

2014/6/22 資訊管理學系 假羅耀拉樓SL201辦理102學年度資管系系務發展會議。



日期 單位 事件內容

2014/6/22
資訊管理學系 假羅耀拉樓SL245會議室召開資訊管理學系102學年度第二次教師

評審委員會議

2014/6/28
資訊管理學系 假濟時樓九樓辦理碩士班暨碩士在職專班新生說明會，計有師

長、學生共70人參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