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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開課名稱 開課單位 開課老師 

1 電腦與可程式控制器連線控制 自動化控制系 陳世宏 

2 Labview 在數位訊號處理的應用 自動化控制系 陳世宏 

3 感測量測與實習(2) 自動化控制系 曹以明 

4 Labview 在電腦控制之應用 自動化控制系 張名輝 

5 Labview 在遠端監控之應用 自動化控制系 張名輝 

6 單晶片微控制器入門 材料系 黃啟輝 

7 單晶片微控制器進階應用 材料系 黃啟輝 

8 工業安全衛生(游離性輻射及非游離輻射) 材料系 李泰興 

9 工業安全衛生(火災及化學性危害) 材料系 李泰興 

10 基本統計方法 材料系 陳明儀 

11 二階線性常微分方程式(工程數學) 材料系 姚志鵬 

12 一階常微分方程式(工程數學) 材料系 姚志鵬 

13 TQC Pro-Engineer 檢定專業級(二) 電腦應用工程系 王世杰 

14 
Pro-Engineer 電腦輔助進階零件及曲面設

計(一) 
電腦應用工程系 王世杰 

15 
TQC 參 數 實 體 設 計 第 I 、 II 類

(SolidWorks2009) 
電腦應用工程系 龔傑 

16 
TQC 參 數 實 體 設 計 第 III 、 IV 類

(SolidWorks2009) 
電腦應用工程系 龔傑 

17 
勞委會丙級電腦輔助立體製圖檢定(Pro-E

版)-1 
電應系、機械系 張百齊、黃家輝 

18 
勞委會丙級電腦輔助立體製圖檢定(Pro-E

版)-2 
電應系、機械系 張百齊、黃家輝 

19 
勞委會丙級電腦輔助立體製圖檢定(Pro-E

版)-3 
電應系、機械系 張百齊、黃家輝 



98 學年度自學教材 

項次 開課名稱 開課單位 開課老師 

20 工程數學(二) 機械系 汪正祺 

21 材料力學 機械系 汪正祺 

22 氣液壓學-氣壓實習迴路(一) 機械系 鍾振輝 

23 氣液壓學-氣壓實習迴路(二) 機械系 鍾振輝 

24 進階工程分析(一) 機械系 哈冀連 

25 進階工程分析(二) 機械系 哈冀連 

26 財務管理 休閒運動管理系 陳彥勳  

27 日本語發音入門 餐管系 楊杏翬 

28 基礎文法 應用外語系 

曾芷陵、徐定華、王鈞

鈴、蔡玲玲、靳鴻楷/

蔡宗宏 

29 乙級美容檢定護膚實作解析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

系 
陳明儀 

30 口語英語會話及寫作之能力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周美利 

31 Excel 2003 實力養成暨評量解題製作 企業管理系 蕭宏誠 

32 管理學 企業管理系 蕭慧德 

33 企業概論 企業管理系 王淑慧 

34 服務業行銷 企業管理系 王淑慧 

35 EMA 創業管理分析師 企業管理系 陳柑 

36 關聯式資料庫設計 資訊管理系 蘇文娟 

37 結構化分析與設計 資訊管理系 蘇文娟 

38 C51 程式語言 資訊管理系 蔡文彬 

39 ITE 資訊專業人員網路通訊類鑑定解題資訊管理系 蔡文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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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網路考科,97/98 版) 

40 
ITE 資訊專業人員網路通訊類鑑定解題

-(網路安全考科,97/98 版) 
資訊管理系 林秀穎 

41 
ITE 資訊專業人員網路通訊類鑑定解題

-(網路網路服務與應用考科,97/98 版) 
資訊管理系 林秀穎 

42 排序 資訊管理系 劉榮俊 

43 網頁程式設計 資訊管理系 謝盛文、楊雅萍 

44 數位商品商務策略經營管理 資訊管理系 顏郁人 

45 線上隱私權與電子商務網站 資訊管理系 顏郁人 

46 商用套裝軟體(一) 資訊管理系 陳政德 

47 商用套裝軟體(二) 資訊管理系 陳政德 

48 資料庫效能調校 資訊管理系 黃立文 

49 實體關係模式 資訊管理系 黃立文 

50 Ruby 程式設計入門 資訊管理系 胡明進 

51 MySQL 資料庫管理系統使用入門 資訊管理系 胡明進 

52 進階程式設計 資訊管理系 趙宗玫 

53 系統分析與設計 資訊管理系 趙宗玫 

54 企業資源規劃概論 資訊管理系 邱郁文 

55 初階企業資源規劃師 資訊管理系 邱郁文 

56 
應用於 java 程式設計之多媒體自學教材

(part1) 
資訊管理系 何元銘 

57 
應用於資料庫程式學習之多媒體自學教材

(part1) 
資訊管理系 何元銘 

58 Adobe Flash CS3 與虛擬 MV 資訊管理系 謝盛文、黃秋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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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記憶體管理 資訊管理系 陳群奇 

60 區域網路原理 資訊管理系 陳群奇 

61 數位影像處理之數位相機操作實務 資訊管理系 何瑞峰 

62 
數位影像處理之探討影像編輯軟體操作介

面 
資訊管理系 何瑞峰 

63 數位影像處理之數位照片影像處理技巧 資訊管理系 何瑞峰 

64 應用統計學-隨機變數與機率分配 資訊管理系 陳煌琦 

65 管理數學-線性規劃 資訊管理系 陳煌琦 

66 TQC 電腦會計檢定致勝祕笈 資訊管理系 魏春旺 

67 Photoshop 入門 數媒系 張本芳 

68 Photoshop 進階 數媒系 張本芳 

69 Flash Actionscript 程式設計入門 數媒系 郭明達 

70 PHP 互動網頁設計 數媒系 郭明達 

71 Dreamweaver 網頁設計入門 數媒系 李筱瑜 

72 Flash 入門 數媒系 李筱瑜 

73 進階 3D 電腦動畫 數媒系 林皇耀 

74 網路資料庫程式設計 資訊工程系 郭永隆 

75 
使用 Visual Web Developer 開發 ASP.NET

網頁 
資訊工程系 郭永隆 

76 ASP.NET 網頁程式設計 資訊工程系 郭永隆 

77 電腦軟體應用乙級證照輔導(2009 年)(1) 資訊工程系 林炳辰 

78 電腦軟體應用乙級證照輔導(2009 年)(2) 資訊工程系 林炳辰 

79 電腦網路 資訊工程系 徐英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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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電子商務 資訊工程系 徐英哲 

81 互動式動態網頁設計教學 資訊工程系 蔡政達 

82 路由器操作 資訊工程系 王善揚 

83 數位邏輯設計實驗 電子系 李登山 

84 數位邏輯設計(丙級)能力認證 電子系 李登山 

85 導函數與微分之演算與運用 電機工程系 李明榮 

86 電腦硬體裝修乙級第一站解析 電機工程系 王順記 

87 物理實驗(一) 通識教育中心 林永昌 

88 電工實習(一) 通識教育中心 林永昌 

89 《國文選》：張曉風〈許士林的獨白〉 通識教育中心 張寶貴 

90 台灣音樂地圖(二)—台灣歌謠專題討論 通識教育中心 蘇稚蘋 

91 台灣音樂地圖—台灣歌謠發展史 通識教育中心 蘇稚蘋 

92 實用寫作 通識教育中心 張忠智 、莊桂英 

93 旅遊文學 通識教育中心 張忠智、莊桂英 

94 閱讀策略與創作 通識教育中心 黃瓊慧 

95 由數學史觀點瞭解微積分 通識教育中心 廖志東 

96 Visual Basic 函數 通識教育中心 廖志東 

97 Javascript 語法與應用 通識教育中心 林新勇 

98 資料庫設計 通識教育中心 林新勇 

99 現代國語的語音 通識教育中心 黃秀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