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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formation Management (IM) plays a key role to success in today’s organization business. However, there has been a considerable skillsets gap for years between the practitioners’ expectation and the students graduated from the IM department of universities. The employers are having issues in identifying the
skillsets of these graduated students can meet the job requirements or not, and invest significant costs and
time in training for the job afterwards.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the course map of IM discipline dynamically
responds to the needs for the job market and follows the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rend by implementing the Outcome-based Education. Consequently, it will be a triple-win situation: 1) helps the graduated
students to find better jobs; 2) the IM departments of universities are esteemed for the success of education;
and 3) the employers are able to deploy the new workforce on the job posts sooner. Such a situation will also
alleviate the competition of human resource for Taiwan enterprises under globalization environment.
Keywords: Outcome-Based Education; Course Map for Information Management Discipline;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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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多年来实务界对大学信息管理系毕业生之专业能力与企业所需有相当落差，造成企业聘用时

无法鉴别毕业生专业能力是否与职缺相符；录用后仍须投资相当训练时间与成本，使新进人员具备与
职务所需之专业能力。何以大学信息管理系教育成果与实务界期待造成落差？本研究目的在于探讨台
湾目前大学信息管理系之课程规划，是否能与政府促进就业计划相衔接，是否能满足就业市场职缺所
需，是否能与信息技术管理趋势接轨等三大面向。同时衡量与“成果式学习”教育理念——确保学生
成果透过多样评鉴验证学习活动与教育目标相扣合——之差距，提出具体建议，期许大学信息管理系
为提升学生核心竞争力，降低企业再训练成本，发挥大学特色，形成学生、大学，与企业三赢局面，
进而减轻因企业全球化策略所致，对台湾信息人才竞争之冲击。
关键词：成果导向式学习；信息管理课程规划；服务科学管理暨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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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此实施计划与大学有直接影响为前三项，要整合

值此全球化趋势下，商业竞争已不仅止于企业彼
此，更扩展至国家之间竞争层次。而人力资源是国家
发展之根本，其素质良窳与适配性，为影响社经发展
之重要关键，影响国家竞争力至深且巨。失业率为景
气落后指标，透露经济发展历程现况。依据台湾“行
政院主计总处”所发布 2012 年 8 月人力资源调查统
计结果，大专及以上教育程度者失业率 4.92%，其中
大学及以上教育程度者失业率 5.84%，图 1 为自 2011
年 7 月至 2012 年 8 月，大专及大学以上教育程度失
业率走势图，图中直线为线性回归线，实曲线为统计
值连接线，虚曲线为统计值上下线沿，说明当前大专
及以上教育程度者失业形势十分严峻[1]。

运用研发资源，发挥大专校院及学术研究机构研发能
量，结合民间企业需求，并鼓励企业积极参与学术界
应用研究，培植企业研发潜力与人才，以促进学术界
与产业界之交流合作与紧密互动，运用产学训合作平
台，协助青年解决学用落差致就业能力不足、对就业
市场迷思、工作态度不够积极、工作经验不足等问题，
以就业为导向提供在学及离校青年不同发展阶段需
求之各项项目训练，透过学校与产业间之合作安排，
学生一方面在学校进修，一方面到产业接受工作岗位
训练，促使学生获得良好的教育并具有符合产业所需
之技术能力，以增进其就业与受雇能力，为促进学用
合一，培养产业发展所需之高阶人才，提升台湾产业
竞争力。
在面对国际经济严峻情势，及台湾经济结构转型
之际，为达成建设计划目标，政府积极落实推动“黄
金十年”八大愿景之具体措施，配合“经济景气因应
方案”推动，以维持“内需、出口”双引擎动能，带
动经济成长，扩大就业；另一方面，仍持续采取促进
就业措施，配合经济及产业发展，于是推出如图 2 之
“101 年促进就业实施计划”，以积极劳动市场政策为
主轴，透过：1) 扩大产学合作；2) 强化职业训练；
3) 提升就业媒合成功率；4) 提供工资补贴；5) 协助
创业与自雇工作者；与 6) 加强短期就业措施等六大

Figure 1. Unemployment of college graduated students
图 1. 大专以上教育程度失业率走势图

策略，持续推动短中长期促进就业措施，加强与活络
劳动市场机制，配合经济及产业发展，舒缓失业问题[2]。

Figure 2. Employment improvement plan of 2012
图 2. 2012 年促进就业实施计划

2

Copyright © 2013 Hanspub

成果导向式学习

本研究目的在于探讨目前大学信息管理系课程

发、设计及维护企业资源管理软件。

规划，是否能与政府促进就业计划相衔接，是否能满

 系统维护操作人员(职缺需求数 = 126/百分比 =

足就业市场职缺所需，是否能与信息技术管理趋势接

9%)——维护计算机系统效能，保持系统正常运作

轨等三大面向。“成果式学习”在于设计一套与学生

并进行除错；记录各系统维护及异动的相关信息；

能力、志趣，及未来成功–就业相辅之学习机制，透

负责软、硬件及其他系统周边装置的安装及维修；

过教育系统聚焦于重视学生学习成效、明确订定毕业

回报所维护之软、硬件问题，并将问题交由技术人

生能力等手段，其重点不在于个别分数高低，而在于

员处理；帮客户端或作业员设定好计算机工作环境

所培养之能力是否能实现未来成功目标。同时衡量与

(如：应用软件)；建立使用手册及程序，并对用户

“成果式学习”教育理念——确保学生成果透过多样

进行教育训练；与操作员、使用者和管理阶层沟通，

评鉴验证学习活动与教育目标相扣合——之差距，据此

评估系统修改及建立新系统的需求。

谨向特色大学信息管理系提供课程规划方向之建议。

2. 信息管理背景就业所需专业分析
要提升信息管理系毕业生就业媒合成功率，首先

 计算机系统分析师(职缺需求数 = 96/百分比 =
6%)——负责计算机信息之传输，以及计算机软
件、数据库、数据结构之维修与研发；设计、撰写、
维修及更新软件，以控制硬件与计算机应用软件之

便必须了解当前信息管理相关职缺需要何种专业技

连接；维护数据库管理系统，确保数据的安全性；

能与知识，方能检视目前信息管理系课程规划是否能

分析计算机用户需要，以发展硬件和软件架构；了

给予学生就业所需。依据“104 社会新鲜人”求职网

解各使用需求单位对信息服务的需求，并建议最佳

站于 2012/10/07 统计，
“以信息管理相关科系”及“无

作业方式；规划并撰写系统需求、规格书及计划书。

工作经验”为搜寻职缺条件，显示就业市场需求最多

 网络管理工程师(职缺需求数 = 87/百分比 = 6%)

为具备应用程序设计相关能力之职务，占总职缺达

——设定、检修网络设备；规划网络管理机制；控

63%，若再进一步选取“3~4 年工作经验”，则开始出

管、备份网络服务器内的档案，并设定客户端权限，

现信息管理相关主管职缺[3]。其中各职务依职缺数由

以确保档案安全；监控系统运作，并建立危机处理

多至少其工作说明如下：

的标准流程；分析、解决客户端通讯问题；负责信

 软件设计工程师(职缺需求数 = 451/百分比 = 32%)

息安全的管制；设定计算机周边硬件系统的网络联

——负责软件之分析，设计以及程序撰写；规划执

机(如：打印机)；提供客户端人员网络系统操作的

行软件架构及模块之设计，控管软件设计进度；进

教育训练；依照企业需求，规划、架设及管理各种

行软件之测试与修改；规划、执行与维护量产的产
品；协助研发软件新技术与新工具；管控软件开发
成本。

服务器。
 其他信息专业人员(职缺需求数 = 71/百分比 =
6%)——设计计算机应用软件及计算机操作系统；

 网络程序设计师(职缺需求数 = 189/百分比 = 13%)

维修与更新计算机应用软件及计算机操作系统；安

——仿真、修正现有网络系统程序；设计、开发新

装计算机及执行计算机硬件诊断；提供信息相关的

的网络程序及界面；负责整体网络架构之维护管理

咨询与专业建议。

与监控、流量控制、安全规划及问题协调追踪与排

 信息助理人员(职缺需求数 = 78/百分比 = 6%)——

除；进行网络程序的需求分析；开发以网络为基础

负责新系统之开发与设计，及现有系统之修改与扩

的应用程序。

充；依系统分析之结果编写程序、撰写操作手册及

 管理信息系统程序设计师(职缺需求数 = 162/百分

作业档案，并进行系统测试；分配与设计记忆储存

比 = 12%)——建置、管理与维护公司系统；开发

空间，并维护数据库和系统安全；负责制订各种作

管理信息系统的功能，以符合企业需求；设计与维

业之标准程序，并评估系统作业绩效；收集计算机

护公司网页；处理个人计算机软硬件的故障问题；

作业所需输入之数据，并分送输出信息给相关单

管理与维护公司网络和数据，并进行备份工作；开

位，同时进行用户操作训练；负责计算机设备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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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房作业管理、计算机用户管理等工作。
 软韧体测试工程师(职缺需求数 = 70/百分比 =
5%)——规划测试计划与测试案例(Test Case)；测

Table 1.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application trend (2009~2012)
表 1. 信息科技与应用趋势(2009-2012)
排行

2009 信息科技与应用趋势

1

试与验证系统功能、兼容性、效能、压力承载、可

虚拟化 (Virtualization)

2

云计算 (Cloud Computing)

靠度等；建立测试环境，撰写、维护、改善测试程

3

超越刀锋新服务器 (Servers-Beyond Blades)

序；分析测试资料、厘清问题、提出改善建议，并

4

因特网导向架构 (Web-Oriented Architectures)

5

企业混搭应用 (Enterprise Mash-ups)

6

专责应用服务器 (Specialized Systems)

户的问题；发行与管理测试相关文件；撰写使用手

7

社会网络软件 (Social Software and Social Networking)

册、安装手册或其他客户支持相关文件。

8

通信商服务整合 (Unified Communications)

9

商业智慧 (Business Intelligence)

10

绿化信息环境 (Green I/T)

撰写测试报告；维护相关测试设备；测试与验证客

 数据库管理人员(职缺需求数 = 65/百分比 = 5%)
——依据用户需求，参与数据库架构的设计，并针
对整体系统架构提供建议，以创建最佳数据库架
构；规划、执行数据库数据备援及回复计划；管理

排行

2010 信息科技与应用趋势

1

云计算 (Cloud Computing)

2

高阶分析 (Advanced Analytics)

各项数据库资源使用，包含使用数量、权限管理、

3

应用运算 (Client Computing)

使用空间、系统资源(CPU、Memory、I/O)等；监

4

绿化信息环境 (Green I/T)

5

数据处理中心优化 (Reshaping the Data Center)

6

社会运算 (Social Computing)

7

信息安全与活动监控 (Security-Activity Monitoring)

题；协同系统管理部门、网络管理部门，提供正常

8

闪存存储设备 (Flash Memory)

数据库维运；依据现况，预估数据库成长趋势，规

9

高可用虚拟化 (Virtualization for Availability)

10

行动应用 (Mobile Applications)

控数据库效能，并适时针对相关参数及 SQL 进行
调校；提供咨询并处理用户使用数据库的相关问

划未来系统资源需求。

排行

3. 信息科技与应用趋势

2011 信息科技与应用趋势

1

云计算 (Cloud Computing)

2

行动与平板计算机应用 (Mobile Applications and Media Tablets)

3

社会联系与协作 (Social Communications and Collaboration)

4

影视数据与呈现 (Video)

年“平板计算机应用”为信息科技应用趋势榜首，使

5

新世代资料分析 (Next Generation Analytics)

用者可以选择不同形式载具随时随地呈现多样貌信

6

社会网络分析 (Social Analytics)

息，而信息部门亦需为此提出整体信息规划——企业

7

专属应用运算 (Context-Aware Computing)

8

闪存存储设备(Storage Class Memory)

9

随处运算 (Ubiquitous Computing)

10

信息基础设施光纤化 (Fabric-Based Infrastructure and Computers)

依据 Gartner 自 2009 至 2012 年，针对“10 大策
在 2012
略性信息科技与应用”研究报告[4]如表 1 所示。

对员工(B2E)，及企业对消费者(B2C)方案，以符合信
息科技应用趋势。“以行动为核心应用与接口”为用
户界面(User Interface)带来新颖感受与经验，取而代之
是以行动为核心，强调点触摸、手势、搜索、语音和

排行

2012 信息科技与应用趋势

1

平板计算机应用 (Media Tablets and Beyond)

2

以行动为核心应用与界面 (Mobile-Centric Applications and
Interfaces)

象，透过整合运算环境连结行动、社交、定位，支付

3

专属应用运算与社会使用者经验 (Contextual and Social User
Experience)

与电子商务等，预期用户需求，主动提供最适内容、

4

物联网 (Internet of Things)

产品或服务，来提高用户生产力与效率。“物联网”

5

应用软件市集 (App Stores and Marketplaces)

6

新世代资料分析 (Next Generation Analytics)

7

海量数据处理与分析 (Big Data)

8

闪存运算 (In-Memory Computing)

(Near Field Communication)支付等，将此类设备连接

9

低耗能服务器 (Extreme Low-Energy Servers)

到因特网，藉以增加其附加价值。“应用软件市集”

10

云计算 (Cloud Computing)

视频之界面设计。
“专属应用运算与社会使用者经验”
是以使用者惯性为主，将经常使用之功能或联系对

是智慧传感设备概念，如：嵌入式传感器(Embedded
Sensor)、图像识别器(Image Recognition)，及近场通信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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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Apple 和 Android 两大阵营下之独立开发商(In-

知识管理等；以及台湾科技大学之策略知识管理等

dependent Solution Vendors）所支持，让成千上万之应

(略去各校名称重复课程)。

用程序透过虚拟商店交易平台，提供更优质应用系统

 基础信息课程——例如：台湾大学之计算器概论、

给广大行动用户。“新世代数据分析”从传统脱机批

计算器组织与结构、计算理论、操作系统、数据结

次方式分析，演进至内嵌式分析，从历史数据分析，

构、算法、离散数学，与网络技术与应用等；政治

解释分析历史和实时数据，透过系统仿真与预测，推

大学之企业数据通讯，与计算机绘图等；中央大学

论企业下一个策略及为具体实施提出依据。“海量数

之数据与档案结构、计算机网络安全，与 UNIX 操

据处理与分析”指如何再利用企业所累积大量历史商

作系统等；中山大学之企业数据通讯等；以及台湾

业活动数据，寻找企业精进方向。然而此类庞大之商

科技大学之信息网络、网络安全，与密码学等(略

业活动数据，与复杂多样之数据格式，与期望数据处

去各校名称重复课程)。

理速度，均超过传统数据管理技术能力；它需要新颖

 信息管理课程——例如：台湾大学之信息安全与风

快速先进之算法，数据撷取处理方式，多样呈现方式，

险管理、电子商务与多媒体策略、电子化企业、组

与对企业策略方向之具体推论等整合性解决方案，以

织管理与信息科技、信息管理导论，与资管专题讨

提升企业决策效率。“闪存运算”为消费性设备、娱

论等；政治大学之电子商务与文化观光、科技化互

乐设备，及其他嵌入式信息系统等，提供高效能存储

动服务与服务创、财会信息系统、产销信息系统、

层使应用系统能充分利用中央处理器，提供更便利复

电子商务与企业电子化策略，与企业网络战略等；

杂之数据处理能力。“低耗能服务器”适用于如：分

中央大学之数字图书馆、电子商务，与供应链管理

布式处理之非计算密集型任务，降企业经营模式提供

等；中山大学之企业资源规划导论、网络与社会、

新的可能，结合企业私有云与外部公共云，创造企业

资管实务专题研讨，与信息伦理等；以及台湾科技

最佳价值。值得注意的是自 2009 至 2011，
“云计算”

大学之信息安全导论、信息安全管理、计算机审计

一直为位居信息科技应用趋势前低服务器每单位处

与稽核、决策分析、电子商务安全、电子化企业，

理耗能，使数据处理中心能容纳更多处理单元，进而

与企业绩效管理实务等(略去各校名称重复课程)。

提升整体运算能力。
“云计算”为茅，2012 则落于榜

 信息技术课程——例如：台湾大学之程序设计、游

末，其主因为“云计算”整体环境尚需时日方能臻于

戏设计、程序语言、系统分析与设计、数据库管理、

健全，而行动运算相关趋势在平板计算机与智能型手

软件规格与验证，与软件开发方法等；政治大学之

机推波助澜之下，投资效益较为明确。

Java 程序设计、XML 与网页创作，与信息系统项

4. 目前信息管理课程规划分析
本研究课程规划分析以台湾五所顶尖大学信息

目设计等；中央大学之 C 初阶程序设计、.NET 窗
口程序设计，与系统开发软件–管理与实务等；中
山大学之应用程序语言、网页制作、产销信息系统

管理系为探讨对象，包括：1) 台湾大学，2) 政治大

项目、决策支持系统项目，与数据库系统项目等；

学，3) 中央大学，4) 中山大学，与 5) 台湾科技大学

以及台湾科技大学之高容量事务处理系统概论、因

(依地区及大学属性排序)。课程资料自各校学生选课

特网程序设计、数据库事务处理理论与实务、软件

网站中，收集最近课程 2012 学年上学期，及 2011 学

工程、软件质量管理、软件流程改善与能力成熟、

年下学期各年级课程，并依本研究所需粗分为除通识

数据库事务处理理论与实等(略去各校名称重复课

与基础课程外，共有五大类：

程)。

 基础管理课程——例如：台湾大学之管理学、经济

 新颖科技课程——例如：政治大学之云计算与其应

学、会计学、作业管理、组织行为，与商事法等；

用、云端分布式操作系统、云端行动应用、云计算

政治大学之企业概论、营销管理、财务管理、人力

伺服架构、投资策略程序语言、3D 动画系统研究、

资源管理、风险管理、服务创新策略，与企业模式

多媒体制作，与数字影像与网页创作等；中山大学

创新等；中央大学之服务学习课程等；中山大学之

之信息服务系统规划、智能型系统项目，与多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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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及网络项目等；以及台湾科技大学之行动装置

习评鉴”不确实，则无从评断“学习活动”是否适切，

应用程序开发等(略去各校名称重复课程)。

自然连带影响“学习目标”达成。反之“学习评鉴”
过当，学生无法从正常之“学习活动”中获取知识与

5. 信息管理教育目标

经验，则学生将有挫折感或漠视活动，其结果将侵蚀

在现今这个高度仰仗信息系统实行企业管理之
世代，信息管理应包括：1) 应用信息系统以协助管理，

所设定之学习目标[10]。
成果导向式学习为一教育模型，其重点并不在于

及 2) 对于信息系统本身之管理等两个主要层面。从

学生课业分数，而在于学习过程结束后学生真正拥有

信息角度，与从管理角度，对企业问题观察与解决方

的能力。成果导向教育强调成果导向、重视学生学习

案，往往是两个截然不同观点，而如何使这两门学问

成效、明确订定毕业生能力。成果导向强调制定明确

相互帮助，进而从中迸发出更为灿烂火花，是信息管

可观察及和可衡量成果之学习标准，包括：1) 提出具

[5]

理一直以来所关注探讨之课题 。而信息管理系成立

体可衡量成果之课程大纲；2) 持续关注学习成果是否

之宗旨，在于建立一个教学与研究之整合环境，发展

进步，评估并调整课程；3) 订定学习评量标准，依据

信息管理相关理论与技术，培养信息管理专业人才，

学生评量成果机动调整课程内容及学习活动；与 4)

推广信息管理应用概念，以因应企业组织与公众社会

鼓励追求更高学习成果学生，并积极辅导未达学习成

[6]

推展信息化之需要 。其教育目标以“科学专业”与

果之学生，确保所有学生最终会达到相同最低标准之

“人文涵养”并重为办学理念，因此在教育内容方面，

学习成果[11]。

除培养学生科技性与管理性专业知识外，更着重于课

人文涵养在信息管理教育目标中举足轻重，此亦

堂与生活当中，激发学生主动服务、关怀人群、互助

反映于相关职务要求中，人文涵养需要培养多方面能

合作之胸襟与精神，如此才能在科技变化激烈迅速脚

力，首先必须展现成功信息“工程师”或“管理师”

步中，充分整合科技、组织、流程、人力等环境因素，

(以下简称资管师)的多重角色[12]：

达成领导组织创新，提升组织效益与竞争力之目标[7]。

 技术角色(Technology Role)：

信息管理系除了国际化专业能力训练外，亦需重视学

○ 分析者(Analyst)：资管师面对问题时，必须大胆

生课业外之表现，以培养学生应对进退、团队合作、

假设问题成因、影响现象与发生情境，依据已

和领导能力，而这些能力将是信息管理系学生将来是

知条件，选择适用之分析原则与工具，使用科

[8]

否可脱颖而出，成为职场或社会领导者之关键 。同

学论证与管理理论，建立分析模型并验证结果，

时信息管理系致力于提供学生专业技能、敬业态度、

以探索问题发生各种可能性，进而萃取对问题

创新整合之学习环境，藉由专业知能教学、跨院系学

所需之理解、找出分析之局限性，最终产生可

程整合、配合企业实务合作教学，以培养学生追求卓

信之推论。

[9]

越、实现自我、贡献社会、迎合产业变迁之能力 。

○ 问题解决者(Problem-Solver)：资管师当面对工

要达成上述教育目标，以“科学专业”与“人文

程问题时，反复查验问题可能重现的原因，考

涵养”并重，发展信息管理相关理论与技术，培养信

虑不同观点与限制条件，随时寻找更有效之替

息管理专业人才，推广信息管理应用概念，培养应对

代方案，设计有效的解决方案，建立工作模式

进退、团队合作、和领导能力，便必须落实于“学习

与实施方法，收集数据验证结果，反省解决过

目标(Learning Objectives)”之建立，透过与相应之学

程，从问题处理过程中累积知识与经验，为下

习目标，规划各种“学习活动(Learning Activities)”，

一个类似问题更广泛应用，订定处理原则与对

在学习活动过程中即结束后，反复评鉴(Evaluation/

策，周而复始。

Test)各项“学习指标”已达成“学习成果”(Outcome-

○ 设计者(Designer)：资管师面对各式工程设计挑

Based Education)。
“学习目标”
、
“学习活动”，与“学

战，既要满足利益相关者需求，同时也要符合

习评鉴”必须彼此配当；当“学习活动”不能反映“学

社会规范和其他方面限制。开发设计要广泛探

习目标”，则“学习活动”无助于目标达成；当“学

索解决方案各面向，制定明确之设计目标，实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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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计划，与技术规范(包括成本、性能、重复使

地提出技术方案，运用管理理论与原则解决信

用性、可持续性，及社会影响等)。在工程实施

息所衍生之各种问题，进而创造难以仿效之企

过程中，综合评估选择替代方案，以最有效方

业文化资源。

式满足既定设计标准及限制，满足利益相关者
需求。

6. 结语

○ 研究者(Researcher)：资管师当进行应用研究时，

实务界多年来寄望大学信息管理相关学系甚殷，

制定研究问题范围，相关假设或寻求其他新知，

期待期毕业生能兼具企业管理观念与信息科技，为企

设计研究方法，收集实验数据并控制误差，使

业经营创造新的价值，为作业运维掌握管理要旨，提

用公认数据分析程序以进行推论，最后验证假

升作业绩效与管理质量。从当今台湾五大执牛耳顶尖

说，确定问题已被解答。

大学信息管理系课程规划发现，在学生有限学习时间

 人际角色(Interpersonal Role)：

与精力下，欲给予管理学相关基础知识，如：管理学、

○ 沟通者(Communicator)：资管师以诚恳耐心的态

经济学、统计学，与会计学等课程；企业整体经营框

度，透过倾听与观察，理解需求者表面及背后

架知识，如：策略管理、营销管理、作业管理，与人

意涵，正确地撷取有效讯息；同时与他人交换

力资源管理等课程；企业信息系统知识，如：客户关

讯息时，必须事前充分准备，提供可信可靠之

系管理、供应链管理、知识管理，与企业资源规划等

信息，从而赢得他人尊敬，在沟通要注意所传

课程；及信息技术专业知识及训练，如：程序设计、

递之信息是对接收方有益，传递过程是否其他

系统分析、算法，与计算机网络等课程，可为精心规

阻碍因素，影响讯息传递的效度，方能达成任

划用意良深。

务与预期结果。
○ 协作者(Collaborator)：资管师参与团队工作时，

然而依 104 人力银行统计，信息管理相关背景之
社会新鲜人职缺最多的是程序设计类，毕业生要想顺

要与他人共同努力下，尊重个人不同背景，观

利走入职场，扎实的程序设计能力是重要竞争利器。

点与技能差异，接受所赋予之角色分配，并支

职缺所需程序设计粗分为三大技术领域：Java、.NET，

持其他人角色，发展共识与有效合作方式，异

与其他开源技术如：PHP、Python，与 Ruby 等，仅中

中求同持续改进已达成最终目标。

央大学与中山大学同时开设 Java 与.NET 程序设计课

○ 领导者(Leader)：资管师展现领导者风范，透过

程；而探讨软件开发问题与方法之重要课程—软件工

价值观建立，采取正面激励手段，凝聚团队共

程，亦仅台湾大学与台湾科技大学开设。对于新信息

同愿景，使其能同时实现个人与组织之目标，

科技应用趋势掌握，云计算相关课程有政治大学开

进而顺利美满地完成任务。

设，应用运算及数据处理中心优化相关有中山大学

 专业角色(Professional Role)：

“信息与服务系统规划”课程等。而对于海量数据处

○ 自我超越者(Self-Grower)：资管师要订定各阶段

理与分析相关，研究对象各大学均未明显见诸课程规

专业目标，具备终身学习能力与成就动机，自

划之内。除了课程规划要与就业需求对应外，亦可对

我评估如何达到个人成长所需之知识技能与态

应企业服务模型——面向企业提供给其客户有价值之

度，迎向未来专业持续精进之各种挑战。

服务创新，理论与策略指出服务创新方向，工程设计

○ 成就者(Achiever)：资管师展现主动积极灵活

与制造落实服务创新，精准人性化管理确保在成本考

性，在时间与沟通压力下，采取适切作为，克

虑下，依据服务创新方向与产品服务，提出具体管理

服障碍，处理及执行所指派之任务，及时地反

方法与机制，进而提升客户整体服务满意度——紧密

应工作质量与绩效。

整合企业功能实现“服务科学管理暨工程(Service,

○ 实践者(Practitioner)：在个人价值和专业价值带

Science, Management, and Engineering/SSME)”整体服

动下，资管师展现诚信及责任于工程实践过程

务观[13]，目前有政治大学“科技化互动服务与服务创

之中，透过适当专业守则，标准与法规，成功

新”与中山大学“服务科学导论”等课程响应“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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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管理”与“管理化信息”已渐向客户价值观(Client

若长期教育成效不彰，毕业生所学不堪为企业所用，

Value Perspective)迁移之趋势。

将造成——学生、信息管理学门，与企业——输三局

在各大学信息系统发展专题课程内，如何培养学

面，因此课程应随科技趋势演进而规划，透过产学合

生人文素养，落实于工程师三大角色——人际、技术，

作，运用实务界专家充实师资，让企业能早期在大学

与专业——扮演，使其能融于组织带领团队，做为问

期间便能参与人才培育计划。同时学生能对未来职场

题解决者，进而自我超越，并且加强简报论述能力，

能力需求及早准备，落实学用合一，而对于有意继续

能将信息管理所学专业成功地与人沟通，进而创造组

研究所深造者，也能体会理论与实务乃是一体两面，

织价值。要想达到此教育目标，必须落实于课程规划，

为社会增添解决问题的生力军。

建立具体“学习目标”，设计“学习活动”，正确地评
鉴“学习成果”，形成成果式学习之魔力三角形(Magic
Triangle)[10]。信息管理做为一门应用管理科学，必须
掌握信息应用趋势，时时修正课程规划与比重，从学
生成果评鉴中寻求更灵活教学方式，因材施教，使偏
重信息管理学生能从信息科技课程中了解信息系统
是如何建置规划到运维；使偏重信息科技学生亦能从
信息管理学各种微言大义有所心悟，假以时日晋升为
管理职后，游刃有余，落实成果式教学持续性精进特
性[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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