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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亦学基本情況
木北姉疱大学 与南伊利堵伊大学合 作的国際会 it寺 立 ,千 2014年 碗定
培寿方案 ,正 式招生 。首批招生主要面対木北三 省 ,共 招生 69人 ;2015年
面向全国逆行第 二批招生 ,共 招生 lo2人 。亦学吋同量短 ,但 得到家K和 学
生 的普遍好坪 。2016年 第二次招生共 98人 ,2017第 四次招生共 95人 。
本寺立 旨在培弄具有国際化意沢和創新思雛方式 ,掌 握管理学 、経済学 、
法律等相美知沢 :系 統掌握会汁学寺立基本 理沿与方法、熟練掌握会汁実雰
操作技能 ;精 通英悟悟吉 、遣庄全球化友展造勢 ,能 鯵腔任跨 国企立 与ヨ
ト菅
利狙須会汁 、財努管理 、税努埼申it工 作的跨文化 夏合型寺立管理人オ 。学
生可 自由逃拝第四学年去美国南伊利諾伊大学交流学コ。
按照木北帰疱大 学半立林准和学位条例 ,必 須完成 本寺立 所没 it的 保程
方案 ,修 満 150学 分 ,其 中通沢教育深程 52学 分 、寺立 教育基砧深 41学 分 、
寺立教育主干深 27学 分 、寺立 教育系列保 11学 分 、生涯規剣深程 15学 分 、
半並沿文 4学 分 ,可 荻得木北帰疱大学本科半立 IIEお 和管理学学士学位IIE事 。

二 、教学透行管理
根据中美合作亦学的寺立培 弄特点 ,保 程建没方面 ,完 善了保程林准

,

調整了教学内容 。主 要結合寺立特色建没 目林 ,根 据 中美会 it寺 立和相美頷
域的新友展和新要求 ,調 整深程 教学 内容 ,減 少或去 除際旧内容 ,ネ ト
充新 内
容 ,使 教学内容体現吋代特征 ,彰 塁会it寺 立特色 。例如会汁学原理是寺立
主干保財努会 it的 基硼深程 ,両 11深 程任深教帰在似定深程 il‐ 支J吋 ,会 有充
分的研付和洵通 ,有 力支禅 了主千保新教学内容的添加 ,同 吋有敷避免了深
程内容重畳的矛盾 。

対千本寺立主干保程 ,在 兼願中美会汁実践要求 与培弄高素願夏合型国
際化人オ的需要原只J下 ,鼓 励相美任深教師使用 国際通用 教材的核 心 内容 。
力此 ,在 学院教努委員会統一姐須下 ,先 由主沸教師提供相美国際通用教材
事 日,各 洵相美飯域寺家后 ,碗 定主千深程主要参考教材 ,任 深教師実施使
用 。同吋 ,径 道教 努委員会不定吋遊行保堂教学内容栓査和学生作立抽査

,

坪出拭行数果好井得到学生汰可的深程 ,給 予任深教師合理的実励 。
成須考核 一般実行考核制 ,実 行分居 it分 法 ,避 免単 一拭巻考核定成績
的片面考核方式 ,更 注重能力培弄和 凸塁実践不市的寺立培 芥特点 。在庁乏
征求意見基711上 ,按 不同深程美型 ,市 1定 了比較洋細的本科教学坪倫方式改
革的指早性意見 。 由学院本科教努委員会市1定 本科教学坪倫方式改革的指 早
性意見 ,下 友至全体任保教岬 。学科負責人召集本学科任深教姉遊行本寺立
深程考核方式和考核林准付稔 ,碗 定改革拭点的深程和 負責人 。武点深程包
括寺立基硼深 、寺立主千深和部分寺立系列深 ,覆 蓋必修和逸 修深程 。実行
考核方式拭点的保程 ,根 据具体汁剣和実施情況給予学院晨面的立項井酌情
増加本科教学工作量 ,作 力項 目有数実施的激励保障 。項 目完成后 ,倣 好項
目的鮎題恵結報告 ,制 定会 it学 寺立 教学坪倫方式改革実施細只J,姪 学院教
努委員会付稔通述 ,然 后正式実施 ,以 此作力項 目実施的監督保 障 。
寺立基硼深的指早意見 :恵 成績一般未平吋成鏡和期末考拭成須 ;至 少
来用三神 以上考核方式 ,如 宅拭拭巻 、作 立、深程稔文 、寺題扱告 、深程実
践 、小狙村沿等 ;学 校允寺期末考拭成須 占恵成須的 0‑100%,結 合本寺立共
隊情況 ,建 波期末考拭成須 至少 占恵成須的 50%:拭 巻命題成適当増加逸倣
題和実践美題 目。
寺立主干深指尋意見 :恵 成須力平吋成須和期末考拭成績 ;建 波平吋成
須 占恵成須的 40%‑50%。 其 中 ,建 波保程実践息結扱告 20%,深 程沿文或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