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6 學年度自學教材 

項次 開課名稱 開課單位 開課老師 

1 台灣民俗文化 通識教育中心 康全誠 

2 國文 通識教育中心 黃秀仍 

3 浪漫派音樂介紹 通識教育中心 蘇稚蘋 

4 音樂劇與同題材表演之比較 通識教育中心 蘇稚蘋 

5 Photoshop 影像萬花筒 通識教育中心 蘇稚翬 

6 國文-蘇軾(超然臺記) 通識教育中心 張寶貴 

7 環境與生活 通識教育中心 王維傑 

8 中級英檢自學教材(夏威夷) 通識教育中心 曾芷陵 

9 國文 通識教育中心 張忠智 

10 初級英檢數位輔助閱讀教材 通識教育中心 曾芷陵 

11 化妝品學原理 化學工程系 李明峻 

12 生涯規劃 休閒運動管理系 楊銘芬 

13 財務管理 企業管理系 邱清顯 

14 綠色行銷 企業管理系 周雅燕 

15 生產與作業管理基本概要 企業管理系 蕭慧德 

16 電子商務科技與行銷策略 
企業管理系資訊管

理學系 
林純純謝哲人 

17 TQC 工程製圖類 CAD 3D-Solidwork 認證 自動化控制系 陳世宏 

18 DSP 圖控軟體的應用 自動化控制系 陳世宏 

19 
C 語言程式基礎-敘述、流程控制、陣列與

涵數 
自動化控制系 張名輝 

20 財務管理基礎與貨幣時間價值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孫文琦 

21 管理心理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吳崑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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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應用統計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賴春美、陳正哲 

23 酸與鹼 材料科學與工程系 姚志鵬 

24 實驗室安全衛生概論 材料科學與工程系 陳明儀 

25 視覺化 c 語言程式設計入門 材料科學與工程系 黃啟輝 

26 軟體證照輔導 資訊工程系 林炳辰 

27 組譯程式 資訊工程系 林炳辰 

28 計算機組織 資訊工程系 林炳辰 

29 C 程式語言之指標的概念與應用 資訊管理系 蕭佳明 

30 網路層與傳輸層服務 資訊管理系 蔡文彬 

31 馬可夫鏈 資訊管理系 夏郭賢 

32 虛擬實境 資訊管理系 郭明達 

33 建構多媒體背景畫面之過程 資訊管理系 趙嗣強 

34 FrontPage 網頁製作實例演練 資訊管理系 李筱瑜 

35 
經濟部資訊專業人員網路通訊類鑑定解題

-(網路安全與管理考科) 
資訊管理系 蔡文彬 

36 
經濟部資訊專業人員網路通訊類鑑定解題

-(網際網路介接基礎考科) 
資訊管理系 蔡文彬 

37 3D MAX 入門與動畫設計實務 資訊管理系 李筱瑜 

38 丙級硬體裝修術科自學教材 電機工程系 蕭佳明 

39 Java 自學教材 資訊管理系 蔡文彬 

40 計算機概論 資訊管理系 李筱瑜 

41 人物結構對遊戲軟體中人物塑造之重要性 資訊管理系 趙嗣強 

42 影像處理-PhotoImpact 資訊管理系 李筱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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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物理(二) 電子工程系 張國清 

44 硬體描述語言 電子工程系 黃譯興 

45 電路學(二) 電子工程系 張國清 

46 電子學實驗(一) 電子工程系 黃譯興 

47 丙級單晶片能力認證 電子工程系 李登山 

48 電子學之二極體篇 電機工程系 潘恆堯 

49 信號與系統 電機工程系 蕭佳明 

50 工程及資訊倫理 電機工程系 潘恆堯 

51 新能源概論-能源應用與環境變遷 機械工程系 沈銘秋 

52 電工學與實習-低壓配線元件介紹 機械工程系 謝榮發 

53 程式設式 機械工程系 王榮慶 

54 熱傳學 機械工程系 林建南 

55 
勞委會職訓局烘培食品-麵包類乙級術科

技能檢定 
餐飲管理系 林綉敏 

56 基礎文法與寫作 應用外語系 徐定華 

57 層流邊界層理論 電腦應用工程系 王世杰 

58 電腦輔助機械設計概要 電腦應用工程系 王世杰 

59 TQC 認證辦公室類-Excel 2003 電腦應用工程系 周德明 

60 工程熱力學第一與第二定律 電腦應用工程系 王世杰 

61 電腦輔助立體製圖 電腦應用工程系 龔傑 

62 微分方程式與線性系統 電腦應用工程系 龔傑 

63 Cosmos Floworks 2007 動態教學 電腦應用工程系 周德明 

64 TQC 認證辦公室類-Power Point 2003 電腦應用工程系 周德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