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遠距教學課程計畫提報大綱 

一、課程基本資料： 

1.  課程名稱 Linux作業系統實務 

2.  課程英文名稱 Linux Operating System 

3.  

教學型態 ■非同步遠距教學 

□同步遠距教學：同步遠距教學主播學校請填列本門課程

之收播學校與系所： 

＿＿＿＿＿＿＿＿＿＿＿＿＿＿＿＿＿ 

4.  授課教師姓名及職稱 郭永隆/助理教授 

5.  
師資來源 ■專業系所聘任  □通識中心聘任  □以上合聘 

□其他 

6.  
開課單位名稱 

(或所屬學院及科系所名稱) 
資訊工程系 

7.  

課程學制 

 

 

□學士班  □進修學士班   ■學士班在職專班 

□碩士班  □碩士班在職專班  □博士班 

□學院（□二年制 □四年制） 

□專科（□二年制 □四年制） □進修專校   

□進修學院（□二技  □四技 □碩士在職專班） 

□學位學程（□二年制  □四年制  □碩士班） 

□學分學程 

8.  部別 ■日間部  □進修部(夜間部)  □其他 

9.  
科目類別 □共同科目    □通識科目   □校定科目 

■專業科目    □教育科目   □其他 

10.  部校定 

(本課程由那個單位所定) 

□教育部定 

□校定  □院定  □所定  ■系定  □其他 
11.  開課期限(授課學期數) ■一學期(半年)  □二學期(全年)  □其他 

12.  選課別 □必修  ■選修 □其他 

13.  學分數 3 

14.  每週上課(或面授)時數 1.88 

15.  開課班級數 1 

16.  預計總修課人數 50 

17.  全英語教學 □是  ■否 

18.  
國外學校合作遠距課程 

(有合作學校請填寫) 

國外合作學校與系所名稱:________________ 
□國內主播 □國內收播 □境外專班 □雙聯學制 

□其他 
19.  課程線上平台網址 http://elearning.feu.edu.tw 

20.  課程教學計畫檔案連結網址 http://elearning.feu.edu.tw 

21.  備註 (若本學期為新開設課程請特別註明) 

 



二、教學目標 

(1) 使學生了解如何安裝 Linux 

(2) 使學生了解管理 Linux 

(3) 使學生了解如何利用 Linux 建置與管理伺服器 

三、適合修讀對象 

資工系、資管系、電機系及電腦應用工程系。 

四、課程內容大綱 

 

課        程        綱        要        進        度 

日   期 週 別 授課內容 

教學活動(面授或遠距) 

(遠距則請說明同步與非同步教學各佔多少

時間) 

09/19 一、  Linux 簡介 面授 

09/26 二、  軟硬體需求及安裝前準備 面授 

10/03 三、  安裝 Linux 面授 

10/10 四、  
Linux 基本操作-X Window 基本

操作 
面授 

10/17 五、  
Linux 基本操作-文字環境的操

作(一) 
面授 

10/24 六、  
Linux 基本操作-文字環境的操

作(二) 
面授 

10/31 七、  軟體的安裝、升級與移除 遠距(同步：1小時，非同步:2小時) 

11/07 八、  檔案系統 遠距(同步：1小時，非同步:2小時) 

11/14 九、  期中考 面授 

11/21 十、  網路概論及網路連線設定 遠距(同步：1小時，非同步:2小時) 

11/28 十一、  例行性命令的建立-建立排程 遠距(同步：1小時，非同步:2小時) 

12/05 十二、  帳號與磁碟空間管理 遠距(同步：1小時，非同步:2小時) 

12/12 十三、  帳號與磁碟空間管理(二) 遠距(同步：1小時，非同步:2小時) 



12/19 十四、  檔案系統與權限設定 遠距(同步：1小時，非同步:2小時) 

12/26 十五、  系統資訊及行程管理(一) 遠距(同步：1小時，非同步:2小時) 

01/02 十六、  使用者環境-Shell 介紹 遠距(同步：1小時，非同步:2小時) 

01/09 十七、  架設 WWW 伺服器 遠距(同步：1小時，非同步:2小時) 

01/16 十八、  期末考 面授 

五、教學方式（可複選） 

■  提供線上課程主要及補充教材 

■  提供線上非同步教學 

■  有線上教師或線上助教 

■  提供面授教學，次數： 8 次，總時數： 24 小時 

■  提供線上同步教學，次數： 10 次，總時數： 10 小時 

■  其它：線上即時考試，採即測即評 

六、學習管理系統呈現內容是否包含以下角色及功能（有包含者請打） 

1.提供給系統管理者進行學習管理系統資料庫管理 

■ 個人資料 

■ 課程資訊 

■ 其他相關資料管理功能 

2.提供教師(助教)、學生必要之學習管理系統功能 

■ 最新消息發佈、瀏覽 

■ 教材內容設計、觀看、下載 

■ 成績系統管理及查詢 

■ 進行線上測驗、發佈 

■ 學習資訊 

■ 互動式學習設計(聊天室或討論區) 

■ 各種教學活動之功能呈現 

□ 其他相關功能(請說明) 



七、師生互動討論方式（包括教師時間、E-mail 信箱、對應窗口等） 
平時不定特別題目，採線上討論。但亦可訂定某一議題請同學發表意見。 

八、作業繳交方式（有包含者請打） 

■ 1.提供線上說明作業內容 

□ 2.線上即時作業填答 

■ 3.作業檔案上傳及下載 

■ 4.線上測驗 

■ 5.成績查詢 

□ 6.其他做法（請說明） 

 

九、成績評量方式（包括考試方式、考評項目其所佔總分比率） 
1. 平時(共占 20%) :線上資訊(含出席紀錄、留言紀錄…) 
2. 平時考(共占 20%) 
3. 期中考(共占 30%) 
4. 期末考(共占 30%) 

十、上課注意事項 

 

十一、教材及參考書目 
施威銘研究室 Fedora 9 Linux 實務應用 旗標出版社 



遠距教學課程計畫提報大綱 

一、課程基本資料： 

1.  課程名稱 伺服器建置與管理 

2.  課程英文名稱 Internet Server Installation and Management 

3.  

教學型態 ■非同步遠距教學 

□同步遠距教學：同步遠距教學主播學校請填列本門課程

之收播學校與系所： 

＿＿＿＿＿＿＿＿＿＿＿＿＿＿＿＿＿ 

4.  授課教師姓名及職稱 郭永隆/助理教授 

5.  
師資來源 ■專業系所聘任  □通識中心聘任  □以上合聘 

□其他 

6.  
開課單位名稱 

(或所屬學院及科系所名稱) 

資訊工程系 

 

7.  

課程學制 

 

 

□學士班  □進修學士班   ■學士班在職專班 

□碩士班  □碩士班在職專班  □博士班 

□學院（□二年制 □四年制） 

□專科（□二年制 □四年制） □進修專校   

□進修學院（□二技  □四技 □碩士在職專班） 

□學位學程（□二年制  □四年制  □碩士班） 

□學分學程 

8.  部別 ■日間部  □進修部(夜間部)  □其他 

9.  
科目類別 □共同科目    □通識科目   □校定科目 

■專業科目    □教育科目   □其他 

10.  部校定 

(本課程由那個單位所定) 

□教育部定 

□校定  □院定  □所定  ■系定  □其他 
11.  開課期限(授課學期數) ■一學期(半年)  □二學期(全年)  □其他 

12.  選課別 □必修  ■選修 □其他 

13.  學分數 3 

14.  每週上課(或面授)時數 1.88 

15.  開課班級數 1 

16.  預計總修課人數 50 

17.  全英語教學 □是  ■否 

18.  
國外學校合作遠距課程 

(有合作學校請填寫) 

國外合作學校與系所名稱:________________ 
□國內主播 □國內收播 □境外專班 □雙聯學制 

□其他 
19.  課程線上平台網址 http://elearning.feu.edu.tw 

20.  課程教學計畫檔案連結網址 http://elearning.feu.edu.tw 

21.  備註 (若本學期為新開設課程請特別註明) 

 



二、教學目標 

(1) 使學生了解基本網路管理概念 

(2) 使學生了解各種網路伺服器的基本觀念 

(3) 使學生了解如何利用 Windows Server 來建置各種網路伺服器 

(4) 使學生了解各種網路伺服器的管理 

三、適合修讀對象 

資工系、資管系、電機系及電腦應用工程系。 

四、課程內容大綱 

 

課        程        綱        要        進        度 

日   期 週 別 授課內容 

教學活動(面授或遠距) 

(遠距則請說明同步與非同步教學各佔多少

時間) 

09/19 一、  課程介紹、遠距教學平台介紹 面授 

09/26 二、  網路基礎知識 面授 

10/03 三、  準備好架站的網路環境 面授 

10/10 四、  
IIS 網頁伺服器架設、管理及維

護 
面授 

10/17 五、  
IIS 網頁伺服的進階管理-安全管

理及多站台應用 
面授 

10/24 六、  
IIS 網 頁 伺 服 器 應 用 - 使 用

ASP.NET 及 PHP 網頁 
面授 

10/31 七、  
DNS 領域名稱伺服器(1)-概論與

安裝 
遠距(同步：1小時，非同步:2小時) 

11/07 八、  
DNS 領域名稱伺服器(2)-管理及

進階設定 
遠距(同步：1小時，非同步:2小時) 

11/14 九、  期中考 面授 

11/21 十、  DHCP 伺服器(1)-原理介紹 遠距(同步：1小時，非同步:2小時) 

11/28 十一、  DHCP 伺服器-安裝及測試 遠距(同步：1小時，非同步:2小時) 

12/05 十二、  IP 路由器 遠距(同步：1小時，非同步:2小時) 



12/12 十三、  NAT 與 ICS 遠距(同步：1小時，非同步:2小時) 

12/19 十四、  
CA 憑證發放伺服器(1)-憑證原

理、架設 CA 伺服器及憑證申請 
遠距(同步：1小時，非同步:2小時) 

12/26 十五、  
CA 憑證發放伺服器(2)-申請、安

裝伺服器的憑證及憑證應用 
遠距(同步：1小時，非同步:2小時) 

01/02 十六、  FTP 檔案伺服器(1) 遠距(同步：1小時，非同步:2小時) 

01/09 十七、  FTP 檔案伺服器(2) 遠距(同步：1小時，非同步:2小時) 

01/16 十八、  期末考 面授 

五、教學方式（可複選） 

■  提供線上課程主要及補充教材 

■  提供線上非同步教學 

■  有線上教師或線上助教 

■  提供面授教學，次數： 8 次，總時數： 24 小時 

■  提供線上同步教學，次數： 10 次，總時數： 10 小時 

■  其它：線上即時考試，採即測即評 

六、學習管理系統呈現內容是否包含以下角色及功能（有包含者請打） 

1.提供給系統管理者進行學習管理系統資料庫管理 

■ 個人資料 

■ 課程資訊 

■ 其他相關資料管理功能 

2.提供教師(助教)、學生必要之學習管理系統功能 

■ 最新消息發佈、瀏覽 

■ 教材內容設計、觀看、下載 

■ 成績系統管理及查詢 

■ 進行線上測驗、發佈 

■ 學習資訊 

■ 互動式學習設計(聊天室或討論區) 

■ 各種教學活動之功能呈現 



□ 其他相關功能(請說明) 

七、師生互動討論方式（包括教師時間、E-mail 信箱、對應窗口等） 
平時不定特別題目，採線上討論。但亦可訂定某一議題請同學發表意見。 

八、作業繳交方式（有包含者請打） 

■ 1.提供線上說明作業內容 

□ 2.線上即時作業填答 

■ 3.作業檔案上傳及下載 

■ 4.線上測驗 

■ 5.成績查詢 

□ 6.其他做法（請說明） 

 

九、成績評量方式（包括考試方式、考評項目其所佔總分比率） 
1. 平時(共占 20%) :線上資訊(含出席紀錄、留言紀錄…) 
2. 平時考(共占 20%) 
3. 期中考(共占 30%) 
4. 期末考(共占 30%) 

十、上課注意事項 

 

十一、教材及參考書目 
FT201 施威銘研究室 Windows Server 2008 架站實務 旗標出版社 

 



遠距教學課程計畫提報大綱 

一、課程基本資料： 

1.  課程名稱 管理學 

2.  課程英文名稱 Management  

3.  

教學型態 ■非同步遠距教學 

□同步遠距教學：同步遠距教學主播學校請填列本門課程

之收播學校與系所： 

＿＿＿＿＿＿＿＿＿＿＿＿＿＿＿＿＿ 

4.  授課教師姓名及職稱 鄭淑玲 助理教授 

5.  
師資來源 ■專業系所聘任  □通識中心聘任  □以上合聘 

□其他 

6.  
開課單位名稱 

(或所屬學院及科系所名稱) 

 

資管系 

7.  

課程學制 

 

 

■學士班  □進修學士班   □學士班在職專班 

□碩士班  □碩士班在職專班  □博士班 

□學院（□二年制 □四年制） 

□專科（□二年制 □四年制） □進修專校   

□進修學院（□二技  □四技 □碩士在職專班） 

□學位學程（□二年制  □四年制  □碩士班） 

□學分學程 

8.  部別 ■日間部  □進修部(夜間部)  □其他 

9.  
科目類別 □共同科目    □通識科目   □校定科目 

■專業科目    □教育科目   □其他 

10.  部校定 

(本課程由那個單位所定) 

□教育部定 

□校定  ■院定  □所定  □系定  □其他 
11.  開課期限(授課學期數) ■一學期(半年)  □二學期(全年)  □其他 

12.  選課別 ■必修  □選修 □其他 

13.  學分數 2 

14.  每週上課(或面授)時數 1.05 

15.  開課班級數 1 

16.  預計總修課人數 50 

17.  全英語教學 □是  ■否 

18.  
國外學校合作遠距課程 

(有合作學校請填寫) 

國外合作學校與系所名稱:________________ 
□國內主播 □國內收播 □境外專班 □雙聯學制 

□其他 
19.  課程線上平台網址 http://elearning.feu.edu.tw 

20.  課程教學計畫檔案連結網址 http://elearning.feu.edu.tw 

21.  備註 新開設遠距課程 

 



二、教學目標 

管理學是學習管理基本的學科，本課程的教學目標為教授學生基本的管理概念、管理

的四大功能，包括企劃、組織、領導與控制，還有決策及變革管理，輔以管理理論的

解說，並且加上個案探討，讓學生可以將課堂的知識有效地應用於實務上，以期能激

發學生學習的興趣。 

三、適合修讀對象 

對於管理學有興趣的學生 

四、課程內容大綱 

 

課        程        綱        要        進        度 

日   期 週 別 授課內容 

教學活動(面授或遠距) 

(遠距則請說明同步與非同步教學各佔多少

時間) 

09/14 一、  遠距教學平台說明與操作 面授 

09/21 二、  管理學導論 面授 

09/28 三、  管理學導論 遠距(非同步:2小時) 

10/05 四、  個案探討 遠距(非同步:2小時) 

10/21 五、  決策 面授 

10/19 六、  決策 遠距(非同步:2小時) 

10/26 七、  企劃 遠距(同步：1小時，非同步:1小時) 

11/02 八、  企劃 原教室面授及舉行小考(面授) 

11/09 九、  期中考 面授 

11/06 十、  組織 遠距(同步：1小時，非同步:1小時) 

11/23 十一、  組織 遠距(非同步:2小時) 

11/30 十二、  領導 面授 



12/07 十三、  領導 遠距(非同步:2小時) 

12/14 十四、  控制 遠距(非同步:2小時) 

12/21 十五、  控制 遠距(同步：1小時，非同步:1小時) 

12/28 十六、  個案探討 遠距(非同步:2小時) 

01/04 十七、  變革 面授 

01/11 十八、  期末考 面授 

五、教學方式（可複選） 

■  提供線上課程主要及補充教材 

■  提供線上非同步教學 

□  有線上教師或線上助教 

■  提供面授教學，次數： 8  次，總時數：16  小時 

■  提供線上同步教學，次數： 3  次，總時數： 3 小時 

□ 其它：請說明： 

六、學習管理系統呈現內容是否包含以下角色及功能（有包含者請打） 

1.提供給系統管理者進行學習管理系統資料庫管理 

□ 個人資料 

□ 課程資訊 

□ 其他相關資料管理功能 

2.提供教師(助教)、學生必要之學習管理系統功能 

■ 最新消息發佈、瀏覽 

■ 教材內容設計、觀看、下載 

■ 成績系統管理及查詢 

□ 進行線上測驗、發佈 

■ 學習資訊 

■ 互動式學習設計(聊天室或討論區) 

□ 各種教學活動之功能呈現 



□ 其他相關功能(請說明) 

七、師生互動討論方式（包括教師時間、E-mail 信箱、對應窗口等） 

提供課程公告版及討論版以促動學習互動，另外亦提供 email 信箱以加強聯繫 

八、作業繳交方式（有包含者請打） 

□ 1.提供線上說明作業內容 

□ 2.線上即時作業填答 

■ 3.作業檔案上傳及下載 

□ 4.線上測驗 

□ 5.成績查詢 

□ 6.其他做法（請說明） 

 

九、成績評量方式（包括考試方式、考評項目其所佔總分比率） 

平時成績佔 40%，期中考佔 30%，期末考佔 30% 

十、上課注意事項 

 

十一、教材及參考書目 

管理學 洪明洲著 前程書局 

 



遠距教學課程計畫提報大綱 

一、課程基本資料： 

1.  課程名稱 商業套裝軟體應用Π 

2.  課程英文名稱 The Application of Commercial Package Software Ι 

3.  

教學型態 ■非同步遠距教學 

□同步遠距教學：同步遠距教學主播學校請填列本門課程

之收播學校與系所： 

＿＿＿＿＿＿＿＿＿＿＿＿＿＿＿＿＿ 

4.  授課教師姓名及職稱 蕭宏誠 講師 

5.  
師資來源 ■專業系所聘任  □通識中心聘任  □以上合聘 

□其他 

6.  
開課單位名稱 

(或所屬學院及科系所名稱) 

商管學院 

企業管理系 

7.  

課程學制 

 

 

■學士班  □進修學士班   □學士班在職專班 

□碩士班  □碩士班在職專班  □博士班 

□學院（□二年制 ■四年制） 

□專科（□二年制 □四年制） □進修專校   

□進修學院（□二技  □四技 □碩士在職專班） 

□學位學程（□二年制  □四年制  □碩士班） 

□學分學程 

8.  部別 ■日間部  □進修部(夜間部)  □其他 

9.  
科目類別 □共同科目    □通識科目   □校定科目 

□專業科目    □教育科目   ■其他_電腦 

10.  部校定 

(本課程由那個單位所定) 

□教育部定 

□校定  ■院定  □所定  □系定  □其他 
11.  開課期限(授課學期數) ■一學期(半年)  □二學期(全年)  □其他 

12.  選課別 ■必修  □選修 □其他 

13.  學分數 2 

14.  每週上課(或面授)時數 1.38 

15.  開課班級數 1 

16.  預計總修課人數 32 

17.  全英語教學 □是  ■否 

18.  
國外學校合作遠距課程 

(有合作學校請填寫) 

國外合作學校與系所名稱:________________ 
□國內主播 □國內收播 □境外專班 □雙聯學制 

□其他 
19.  課程線上平台網址 http://elearning.feu.edu.tw/ 

20.  課程教學計畫檔案連結網址 http://elearning.feu.edu.tw/ 

21.  備註 新開設遠距課程 

 



二、教學目標 

 讓學生在學習本課程後具備如下能力: 

 1. 學習 EXCEL 2007工作表之格式設定能力 

 2. 學習 EXCEL 2007工作表之編修能力 

 3. 學習 EXCEL 2007工作表之進階處理能力 

 4. 學習 EXCEL 2007工作表之列印及匯入匯出能力 

 5. 學習 EXCEL 2007統計圖表之建立能力 

三、適合修讀對象 

 商管學院四技二年級 

四、課程內容大綱 

 

課        程        綱        要        進        度 

日期 週 別 授課內容 

教學活動(面授或遠距) 

(遠距則請說明同步與非同步教學各佔多少

時間) 

09/19 一、  課程與上課方式說明 面授 

09/26 二、  
102「九九乘法表」、104「在職訓

練班學生選課資料內容」 
面授 

10/03 三、  
106「樂透彩中獎機率統計」、108

「資訊管理專有名詞字典」 
面授 

10/10 四、  

110「大樂透開獎號碼、中獎人數、

獎金統計分析」、202「各家銀行指

數型房貸利率分析表」 

遠距(同步：1小時，非同步:1小時) 

10/17 五、  
204「成績計算表」、206「血型分

析」 
遠距(同步：1小時，非同步:1小時) 

10/24 六、  
208「土木工程學會會員資料」、210

「合併第一季至第四季報表」 
遠距(同步：1小時，非同步:1小時) 

10/31 七、  

302「各員工正班、加班及休假資

料」、304「電腦研習營學員基本資

料內容」 

遠距(同步：1小時，非同步:1小時) 

11/07 八、  102~304總複習 面授 

11/14 九、  期中考 面授 



11/21 十、  
306「人事考評管理系統」、308「分

期付款帳款管理系統」 
遠距(同步：1小時，非同步:1小時) 

11/28 十一、  
310「監視器報價管理系統」、402

「昱遠工程員工退休年金資料」 
遠距(同步：1小時，非同步:1小時) 

12/05 十二、  

404「某科目之學期成績統計表」、

406「行善基金會義工地址資料內

容」 

遠距(同步：1小時，非同步:1小時) 

12/12 十三、  

408「筆記電腦相關商品規格內

容」、410「明遠大學學生操行與學

業成績資料」 

遠距(同步：1小時，非同步:1小時) 

12/19 十四、  

502[應屆畢業生升學人數統計]、

504「Nasdaq 100 指數及連動債券

報酬率資料」 

遠距(同步：1小時，非同步:1小時) 

12/26 十五、  
506「96 年日曆分析表」、508「銷

售訂單統計表」 
遠距(同步：1小時，非同步:1小時) 

01/02 十六、  
510「基本學力測驗學生答題統計

資料內容」、復習 
遠距(同步：1小時，非同步:1小時) 

01/09 十七、  總複習 面授 

01/16 十八、  期末考 面授 

五、教學方式（可複選） 

■  提供線上課程主要及補充教材 

■  提供線上非同步教學 

□  有線上教師或線上助教 

■  提供面授教學，次數： 7 次，總時數：14小時 

■  提供線上同步教學，次數： 11次，總時數：11小時 

□ 其它：請說明： 

六、學習管理系統呈現內容是否包含以下角色及功能（有包含者請打） 

1.提供給系統管理者進行學習管理系統資料庫管理 

■ 個人資料 

■ 課程資訊 

□ 其他相關資料管理功能 



2.提供教師(助教)、學生必要之學習管理系統功能 

■ 最新消息發佈、瀏覽 

■ 教材內容設計、觀看、下載 

■ 成績系統管理及查詢 

■ 進行線上測驗、發佈 

■ 學習資訊 

■ 互動式學習設計(聊天室或討論區) 

■ 各種教學活動之功能呈現 

□ 其他相關功能(請說明) 

七、師生互動討論方式（包括教師時間、E-mail 信箱、對應窗口等） 

 提供教師在校 office hour 

 e-mail:shiauhc@cc.feu.edu.tw 

 MSN: shiauhc@yahoo.com.tw 

八、作業繳交方式（有包含者請打） 

■ 1.提供線上說明作業內容 

□ 2.線上即時作業填答 

■ 3.作業檔案上傳及下載 

■ 4.線上測驗 

■ 5.成績查詢 

□ 6.其他做法（請說明） 

 

九、成績評量方式（包括考試方式、考評項目其所佔總分比率） 

 期中考試: EXCEL 2007實力養成暨評量術科實作 30% 

 期末考試: EXCEL 2007實力養成暨評量術科實作 40% 

 平時線上議題討論:10% 

 平時課程參與:10% 

 平時小考:10% 

十、上課注意事項 



 學生需自備連結網路工具，且必須具備線上自學及基本資訊能力。 

十一、教材及參考書目 

 電腦技能基金會，EXCEL 2007實力養成暨評量，(碁峰、松崗、全華)出版

社 



遠距教學課程計畫提報大綱 

一、課程基本資料： 

1.  課程名稱 餐飲資訊管理 

2.  課程英文名稱 Information Management in Food & Beverage 

3.  

教學型態 ■非同步遠距教學 

□同步遠距教學：同步遠距教學主播學校請填列本門課程

之收播學校與系所： 

＿＿＿＿＿＿＿＿＿＿＿＿＿＿＿＿＿ 

4.  授課教師姓名及職稱 蔡文彬  副教授兼學務長 

5.  師資來源 ■專業系所聘任  □通識中心聘任  □以上合聘 

□其他 

6.  
開課單位名稱 

(或所屬學院及科系所名稱) 

餐飲管理系 

7.  

課程學制 

 

 

□學士班  □進修學士班   □學士班在職專班 

□碩士班  □碩士班在職專班  □博士班 

■學院（□二年制 ■四年制） 

□專科（□二年制 □四年制） □進修專校   

□進修學院（□二技  □四技 □碩士在職專班） 

□學位學程（□二年制  □四年制  □碩士班） 

□學分學程 

8.  部別 ■日間部  □進修部(夜間部)  □其他 

9.  
科目類別 □共同科目    □通識科目   □校定科目 

■專業科目    □教育科目   □其他 

10.  
部校定 

(本課程由那個單位所定) 

□教育部定 

□校定  □院定  □所定  ■系定  □其他 
11.  開課期限(授課學期數) ■一學期(半年)  □二學期(全年)  □其他 

12.  選課別 □必修  ■選修 □其他 

13.  學分數 3 

14.  每週上課(或面授)時數 0.83 

15.  開課班級數 1 

16.  預計總修課人數 45 

17.  全英語教學 □是  ■否 

18.  
國外學校合作遠距課程 

(有合作學校請填寫) 

國外合作學校與系所名稱:________________ 
□國內主播 □國內收播 □境外專班 □雙聯學制 

□其他 
19.  課程線上平台網址 http://elearning.feu.edu.tw 

20.  課程教學計畫檔案連結網址 http://elearning.feu.edu.tw 

21.  備註 新開設遠距課程 

 



二、教學目標 

利用餐飲資訊相關軟體之操作與架構講解，學習餐飲營運及管理所需顧及之層面，初

步了解提升餐飲服務品質與提高競爭力，所必須面臨之各項控制因素與成本控制。 

三、適合修讀對象 

     餐飲管理系四技二年級學生。 

四、課程內容大綱 

 

課        程        綱        要        進        度 

日   期 週 別 授課內容 
教學活動(面授或遠距) 

(遠距則請說明同步與非同步教學各佔多少

時間) 

09/14 一、  餐飲資訊系統簡介 面授 

09/21 二、  資料庫系統簡介 面授 

09/28 三、  電腦網路及通訊 遠距(非同步:3小時) 

10/05 四、  電子商務優點及解決方案 遠距(非同步:3小時) 

10/21 五、  Excel 商務功能 遠距(非同步:3小時) 

10/19 六、  建立人員資料表 遠距(非同步:3小時) 

10/26 七、  Excel 函數與在職訓練成績計算 遠距(非同步:3小時) 

11/02 八、  綜合練習 面授 

11/09 九、  期中考 面授 

11/06 十、  樞紐分析表 面授 

11/23 十一、  人事薪資系統應用 遠距(非同步:3小時) 

11/30 十二、  人事薪資資料列印與合併列印 遠距(非同步:3小時) 

12/07 十三、  應收應付票據管理應用 遠距(非同步:3小時) 

12/14 十四、  應收應付票據樞紐分析表 遠距(非同步:3小時) 

12/21 十五、  損益分析表製作 遠距(非同步:3小時) 

12/28 十六、  資產負債表 遠距(非同步:3小時) 

01/04 十七、  綜合練習 面授 

01/11 十八、  期末考 面授 



五、教學方式（可複選） 

■  提供線上課程主要及補充教材 

■  提供線上非同步教學，次數： 11 次，總時數： 33 小時 

□  有線上教師或線上助教 

■  提供面授教學，次數： 5 次，總時數： 15 小時 

□  提供線上同步教學，次數：   次，總時數：  小時 

其它：請說明： 

六、學習管理系統呈現內容是否包含以下角色及功能（有包含者請打） 

1.提供給系統管理者進行學習管理系統資料庫管理 

■ 個人資料 

■ 課程資訊 

■ 其他相關資料管理功能 

2.提供教師(助教)、學生必要之學習管理系統功能 

■ 最新消息發佈、瀏覽 

■ 教材內容設計、觀看、下載 

□ 成績系統管理及查詢 

□ 進行線上測驗、發佈 

□ 學習資訊 

■ 互動式學習設計(聊天室或討論區) 

□ 各種教學活動之功能呈現 

□ 其他相關功能(請說明) 

七、師生互動討論方式（包括教師時間、E-mail 信箱、對應窗口等） 

1. 提供線上課程主要及補充教材 
2. 提供線上非同步教學，次數：11 次，總時數：33 小時 
3. 提供面授教學(含期中、期末考)，次數：7 次，總時數：21 小時 
4. 其它：請說明：討論區、問題解答 

八、作業繳交方式（有包含者請打） 

■ 1.提供線上說明作業內容 

□ 2.線上即時作業填答 



■ 3.作業檔案上傳及下載 

□ 4.線上測驗 

□ 5.成績查詢 

□ 6.其他做法（請說明） 

 

九、成績評量方式（包括考試方式、考評項目其所佔總分比率） 

出席率:5% 
隨堂(含線上)測驗：15% 
作業：30% 
線上機裁閱讀率：10% 
期中實體測驗：20% 
期末實體測驗：20% 

十、上課注意事項 

1. 上課簽到：本堂課的修業標準之一為出席率，因此必須登入教學平台上課，面授課

時也必點名。 
2. 測驗評量：課後不定期會有「平時測驗」，平時測驗之評量測驗為每次上課後至下次

上課前，因為要計分為求公平起見只能測驗一次。 
3. 如果與課程、教學、行政等問題請至「討論區」發表提問。 

十一、教材及參考書目 

1. 餐旅資訊系統：Kasavana & Cahill 原著 許興家 黃啟揚 編譯(鼎茂圖書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2. 商務應用必學的 16 堂課：潘俊毓 著(文魁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3. 自編教材。 



遠距教學課程計畫提報大綱 

一、課程基本資料： 

1.  課程名稱 休閒產業概論 

2.  課程英文名稱 Introduction of Leisure Industry 

3.  

教學型態 ■非同步遠距教學 

□同步遠距教學：同步遠距教學主播學校請填列本門課程

之收播學校與系所： 

＿＿＿＿＿＿＿＿＿＿＿＿＿＿＿＿＿ 

4.  授課教師姓名及職稱 蔣丞哲助理教授 

5.  
師資來源 ■專業系所聘任  □通識中心聘任  □以上合聘 

□其他 

6.  
開課單位名稱 

(或所屬學院及科系所名稱) 
休閒運動管理系 

7.  

課程學制 

 

 

■學士班  □進修學士班   □學士班在職專班 

□碩士班  □碩士班在職專班  □博士班 

■學院（□二年制 ■四年制） 

□專科（□二年制 □四年制） □進修專校   

□進修學院（□二技  □四技 □碩士在職專班） 

□學位學程（□二年制  □四年制  □碩士班） 

□學分學程 

8.  部別 ■日間部  □進修部(夜間部)  □其他 

9.  
科目類別 □共同科目    □通識科目   □校定科目 

■專業科目    □教育科目   □其他 

10.  部校定 

(本課程由那個單位所定) 

□教育部定 

□校定  ■院定  □所定  □系定  □其他 
11.  開課期限(授課學期數) ■一學期(半年)  □二學期(全年)  □其他 

12.  選課別 ■必修  □選修 □其他 

13.  學分數 3 

14.  每週上課(或面授)時數 1.66 

15.  開課班級數 1 

16.  預計總修課人數 50 

17.  全英語教學 □是  ■否 

18.  
國外學校合作遠距課程 

(有合作學校請填寫) 

國外合作學校與系所名稱:________________ 
□國內主播 □國內收播 □境外專班 □雙聯學制 

□其他 
19.  課程線上平台網址 http://elearning.feu.edu.tw 

20.  課程教學計畫檔案連結網址 http://elearning.feu.edu.tw 

21.  備註 (若本學期為新開設課程請特別註明) 

 



二、教學目標 

「休閒遊憩」是一複雜多變且關係著多重學科面向整合的一門學問，廣受社會各界重視，對人

類品生活品質的提升有莫大的助益。本課程是進入休憩領域的入門課程，由介紹產業基

礎分析，及資源、行銷、效益等發展構面，到休閒產業的發展趨勢。藉由本課程同學得

以對休閒領域有正確的認識，以作為修習其他休憩相關課程的基礎。 

三、適合修讀對象 

 休閒系四技一年級學生及對休閒產業有興趣之大學生。 

四、課程內容大綱 

 

課        程        綱        要        進        度 

日   期 週 別 授課內容 

教學活動(面授或遠距) 

(遠距則請說明同步與非同步教學各佔多少

時間) 

09/19 一、  休閒導論 面授 

09/26 二、  休閒與遊憩之基本概念 面授 

10/03 三、  休閒遊憩與人生發展 遠距(同步：1小時，非同步:2小時) 

10/10 四、  
休閒遊憩使用者的行為模式與

需求 

 

遠距(同步：1小時，非同步:2小時) 

10/17 五、  休閒遊憩的資源 遠距(同步：1小時，非同步:2小時) 

10/24 六、  休閒遊憩與行銷 遠距(同步：1小時，非同步:2小時) 

10/31 七、  
休閒遊憩與行銷 &休閒產業管

理 

 

 

遠距(同步：1小時，非同步:2小時) 

11/07 八、  休閒產業管理 面授 

11/14 九、  期中考 面授 

11/21 十、  運動產業 遠距(同步：1小時，非同步:2小時) 

11/28 十一、  休閒農場 遠距(同步：1小時，非同步:2小時) 

12/05 十二、  餐飲業 遠距(同步：1小時，非同步:2小時) 



12/12 十三、  休閒博物館 &主題樂園 遠距(同步：1小時，非同步:2小時) 

12/19 十四、  休閒溫泉業 & 民宿 遠距(同步：1小時，非同步:2小時) 

12/26 十五、  購物商場 遠距(同步：1小時，非同步:2小時) 

01/02 十六、  國家公園 遠距(同步：1小時，非同步:2小時) 

01/09 十七、  課程補充 面授 

01/16 十八、  期末考 面授 

五、 教學方式（可複選） 

■提供線上課程主要及補充教材 

■提供線上非同步教學 

□  有線上教師或線上助教 

■ 提供面授教學，次數： 6  次，總時數： 18 小時 

■ 提供線上同步教學，次數： 12  次，總時數： 12 小時 

□ 其它：請說明： 

六、學習管理系統呈現內容是否包含以下角色及功能（有包含者請打） 

1.提供給系統管理者進行學習管理系統資料庫管理 

■個人資料 

■課程資訊 

■其他相關資料管理功能 

2.提供教師(助教)、學生必要之學習管理系統功能 

■最新消息發佈、瀏覽 

■教材內容設計、觀看、下載 

■成績系統管理及查詢 

■進行線上測驗、發佈 

■學習資訊 

■互動式學習設計(聊天室或討論區) 

■各種教學活動之功能呈現 



□ 其他相關功能(請說明) 

七、師生互動討論方式（包括教師時間、E-mail 信箱、對應窗口等） 

以線上討論為主，若線上討論無法即時回覆，會以電子郵件來回覆，或者利用面授時

間來補充說明。 

 

八、作業繳交方式（有包含者請打） 

■1.提供線上說明作業內容 

■2.線上即時作業填答 

■3.作業檔案上傳及下載 

■4.線上測驗 

■5.成績查詢 

□ 6.其他做法（請說明） 

 

九、成績評量方式（包括考試方式、考評項目其所佔總分比率） 

成績包含三部分：平時成績、期中考及期末考，其中平時成績包含網站的所有紀綠(出

席、留言、討論及作業繳交情形)，期中考及期末考都是由老師指定(或學生自行)一個

與課程有關之 project，學生必須在指定時間內完成並繳交。 

 

十、上課注意事項 

所有網路上的行為，學習平台都會紀綠下來，包括出席情形、留言板、討論區及作業

繳交情形，所以同學要實際參與這方面的活動，以爭取有關的平時分數。 

十一、教材及參考書目 

 休閒遊憩與觀光 解鴻年與 張馨文著 華立圖書 2010年 6月 

 休閒事業管理與概論 林紀璿著 新陸書局 2009年 7月 

 休閒遊憩理論與實務 歐聖榮著 前程文化 2007年 7月 



遠距教學課程計畫提報大綱 

一、課程基本資料： 
1.  課程名稱 電腦網路 
2.  課程英文名稱 Computer Network 

3.  

教學型態 ■非同步遠距教學 
■同步遠距教學：同步遠距教學主播學校請填列本門課程

之收播學校與系所： 
本課程使用 Joinnet 進行網路同步上課，授課老師

為魏春旺老師。 
4.  授課教師姓名及職稱 魏春旺助理教授 

5.  師資來源 ■專業系所聘任  通識中心聘任  以上合聘 
其他 

6.  
開課單位名稱 
(或所屬學院及科系所名稱) 資訊管理系 

7.  

課程學制 
 
 

學士班  進修學士班   學士班在職專班 
碩士班  碩士班在職專班  博士班 
學院（二年制 四年制） 
專科（二年制 五年制） 進修專校   
■進修學院（二技  ■四技 碩士在職專班） 
學位學程（二年制  四年制  碩士班） 
學分學程 

8.  部別 日間部  ■進修部(夜間部)  其他 

9.  
科目類別 共同科目    通識科目   校定科目 

■專業科目    教育科目   其他 

10.  
部校定 
(本課程由那個單位所定) 

教育部定 
校定  院定  所定  ■系定 其他 

11.  開課期限(授課學期數) ■一學期(半年)  二學期(全年)  其他 

12.  選課別 ■必修  選修  其他 

13.  學分數 2 學分 

14.  每週上課(或面授)時數 2 小時 

15.  開課班級數 1 

16.  預計總修課人數 40 

17.  全英語教學 是  ■否 

18.  
國外學校合作遠距課程 
(有合作學校請填寫) 

國外合作學校與系所名稱:________________ 
國內主播 國內收播 境外專班 雙聯學制 
其他 

19.  課程線上平台網址 http://elearning.feu.edu.tw/ 
20.  課程教學計畫檔案連結網址 http://elearning.feu.edu.tw/ 
21.  備註 新開設遠距課程 



二、教學目標 

本課程旨在建立學生的電腦網路基礎觀念，兼具理論概念的講授與實務技術

的操作，引導學生全面性理解電腦網路相關知識。主要內容包含： 

(1) 各式網路種類、通訊協定和網路模型 

(2) OSI 七層模型與 TCP/IP 協定 

(3) 區域、廣域、無線三大網路原理應用 

(4) IP 定址及常見通訊協定 ARP、ICMP、UDP、TCP  

(5) IPv6 規格與雲端運算 

(6) 虛擬網路與家用 ADSL 網路運作 

(7) IPv6 安裝及實務操作與連線使用 

(8) 網路管理及網路安全上的應用 

 

三、適合修讀對象 

管理學院學生 

 

四、課程內容大綱 

 
課        程        綱        要        進        度 

日   期 週 別 授課內容 
教學活動(面授或遠距) 

(遠距則請說明同步與非同步教學 
各佔多少時間) 

09/15 一、  電腦網路與網路作業系統 實體教室面授(2 小時) 

09/22 二、  網路模型與網路設備 實體教室面授(2 小時) 

09/29 三、  網路基本元素與互連網路 網路同步教學(2 小時) 

10/06 四、  區域網路 網路同步教學(2 小時) 

10/13 五、  廣域網路 實體教室面授(2 小時) 

10/20 六、  無線網路 網路同步教學(2 小時) 



10/27 七、  P 定址 (IP Addressing) 網路同步教學(2 小時) 

11/03 八、  網際網路協定 (IPv4) 實體教室面授(2 小時) 

11/10 九、  期中考 實體教室面授(2 小時) 

11/17 十、  ARP 協定 網路同步教學(2 小時) 

11/24 十一、  ICMP 協定 網路同步教學(2 小時) 

12/01 十二、  路由協定 網路同步教學(2 小時) 

12/08 十三、  UDP 協定 實體教室面授(2 小時) 

12/15 十四、  TCP 協定 網路同步教學(2 小時) 

12/22 十五、  新世代的網際網路協定 網路同步教學(2 小時) 

12/29 十六、  網路應用與服務 網路同步教學(2 小時) 

01/05 十七、  家用網路、虛擬網路與雲端運算 實體教室面授(2 小時) 

01/12 十八、  期末考 實體教室面授(2 小時) 

 

五、 教學方式（可複選） 

■  提供線上課程主要及補充教材 

■  提供線上非同步教學 

■  有線上教師或線上助教 

■  提供面授教學，次數： 8 次，總時數： 16 小時 

■  提供線上同步教學，次數： 10 次，總時數： 20 小時 

■  其它：線上同步課程討論、線上辦公室時間 



六、學習管理系統呈現內容是否包含以下角色及功能（有包含者請打） 

1.提供給系統管理者進行學習管理系統資料庫管理 

■  個人資料 

■  課程資訊 

■  其他相關資料管理功能 

2.提供教師(助教)、學生必要之學習管理系統功能 

■  最新消息發佈、瀏覽 

■  教材內容設計、觀看、下載 

■  成績系統管理及查詢 

■  進行線上測驗、發佈 

■  學習資訊 

■  互動式學習設計(聊天室或討論區) 

■  各種教學活動之功能呈現 

■  其他相關功能：即時通訊影音互動(MSN、SKYPE) 

 

七、師生互動討論方式（包括教師時間、E-mail 信箱、對應窗口等） 

本課程包含實體教室上課、網路同步上課，與網路非同步上課。網路學習平台

提供討論板功能進行互動，學生也可以到教師研究室面對面討論。任何問題都可以

e-mail 到 cwwey@cc.fec.edu.tw 向老師詢問，或者跟老師使用即時通訊軟體(MSN 或

SKYPE)互動。 

 

八、作業繳交方式（有包含者請打） 

■  提供線上說明作業內容 

■  線上即時作業填答 

■  作業檔案上傳及下載 

■  線上測驗 

■  成績查詢 

  其他做法（請說明） 

mailto:學生有任何問題都可以e-mail到cwwey@cc.fec.edu.tw
mailto:學生有任何問題都可以e-mail到cwwey@cc.fec.edu.tw


九、成績評量方式（包括考試方式、考評項目其所佔總分比率） 

(1) 課程參與：20% (包含實體與網路) 

(2) 平時作業：20% 

(3) 期中考：30% 

(4) 期末考：30% 

十、上課注意事項 

需要具備電腦與耳機麥克風進行網路上課，以及良好的學習態度。 

 

十一、教材及參考書目 

陳祥輝 (2010)。新思維網路概論。初版。博碩文化股份有限公司。ISBN：

978-986-620-608-5 



遠距教學課程計畫提報大綱 

一、課程基本資料： 

1.  課程名稱 機電整合概論 

2.  課程英文名稱 Mechatronics 

3.  

教學型態 ■非同步遠距教學 

■同步遠距教學：同步遠距教學主播學校請填列本門課程

之收播學校與系所： 

遠東科技大學  機械系＿＿＿＿＿＿＿＿ 

4.  授課教師姓名及職稱 鍾振輝  講師 

5.  
師資來源 ■專業系所聘任  □通識中心聘任  □以上合聘 

□其他 

6.  
開課單位名稱 

(或所屬學院及科系所名稱) 

機械系 
 

7.  

課程學制 

 

 

■學士班  □進修學士班   □學士班在職專班 

□碩士班  □碩士班在職專班  □博士班 

□學院（□二年制 □四年制） 

□專科（□二年制 □四年制） □進修專校   

■進修學院（□二技  ■四技 □碩士在職專班） 

□學位學程（□二年制  □四年制  □碩士班） 

□學分學程 

8.  部別 □日間部  ■進修部(夜間部)  □其他 

9.  
科目類別 □共同科目    □通識科目   □校定科目 

■專業科目    □教育科目   □其他 

10.  部校定 

(本課程由那個單位所定) 

□教育部定 

□校定  □院定  □所定  ■系定  □其他 

11.  開課期限(授課學期數) ■一學期(半年)  □二學期(全年)  □其他 

12.  選課別 □必修  ■選修 □其他 

13.  學分數 2 

14.  每週上課(或面授)時數 1.33 

15.  開課班級數 1 

16.  預計總修課人數 50 

17.  全英語教學 □是  ■否 

18.  
國外學校合作遠距課程 

(有合作學校請填寫) 

國外合作學校與系所名稱:________________ 
□國內主播 □國內收播 □境外專班 □雙聯學制 

□其他 

19.  課程線上平台網址 http://elearning.feu.edu.tw 

20.  課程教學計畫檔案連結網址 http://elearning.feu.edu.tw 

21.  備註 (若本學期為新開設課程請特別註明) 

 



二、教學目標 

1.使學生了解積電整合感測器元件 

2.使學生了解 PLC於機電整合的應用  

3.利用信號產生器測試步進馬達及驅動器之動作。 

4.熟悉 PLC控制步進馬達。 

5.熟悉 PLC控制 AC伺服馬達。 

6.熟悉 PLC控制變頻器及感應馬達。 

7.介紹 VB透過 MSCOMM通訊控制項監控 PLC。 

三、適合修讀對象 

夜四技四年級 

 

四、課程內容大綱 

 

課        程        綱        要        進        度 

日   期 週 別 授課內容 

教學活動(面授或遠距) 

(遠距則請說明同步與非同步教學各佔多少

時間) 

09/16 一、  控制系統簡介 面授 

09/23 二、  
控 制 系 統 數 學 發 展 歷 史 進 路

(approach)。 
面授 

09/30 三、  LAPLACE轉換與轉移函數 遠距(同步與非同步教學各佔 1:1) 

10/07 四、  運算放大器 遠距(同步與非同步教學各佔 1:1) 

10/14 五、  
系統之狀態變數與矩陣形式之多輸入

輸出系統 
遠距(同步與非同步教學各佔 1:1) 

10/21 六、  
使用 MATLAB/Simulink 電腦模擬質量-

彈簧-阻尼系統 
遠距(同步與非同步教學各佔 1:1) 

10/28 七、  
使用 MATLAB/Simulink 電腦模擬二階

L-R-C 控制系統 
遠距(同步與非同步教學各佔 1:1) 

11/04 八、  
使用 GX-Developer 電腦模擬電動機追

次控制 
遠距(同步與非同步教學各佔 1:1) 

11/11 九、  期中考 面授 



11/18 十、  機電整合勞委會檢定學科介紹 面授 

11/25 十一、  機電整合勞委會檢定術科介紹 面授 

12/02 十二、  
使用 MATLAB/Simulink 電腦模擬比例-

積分控制 
遠距(同步與非同步教學各佔 1:1) 

12/09 十三、  
使用 MATLAB/Simulink 電腦模擬比例-

微分控制 
遠距(同步與非同步教學各佔 1:1) 

12/16 十四、  
使用 MATLAB/Simulink 電腦模擬 PID

控制 
遠距(同步與非同步教學各佔 1:1) 

12/23 十五、  
使用 GX-Developer 電腦模擬三相電動

機之起動停止控制 
遠距(同步與非同步教學各佔 1:1) 

12/30 十六、  
內部訊號用 16 位元上數計數器-使用

GX-Developer電腦模擬 
遠距(同步與非同步教學各佔 1:1) 

01/06 十七、  
計數器之基本-使用 GX-Developer 電

腦模擬 
遠距(同步與非同步教學各佔 1:1) 

01/13 十八、  期末考 面授 

五、教學方式（可複選） 

□  提供線上課程主要及補充教材 

■  提供線上非同步教學 

□  有線上教師或線上助教 

■  提供面授教學，次數： 6次，總時數：12小時 

■  提供線上同步教學，次數： 12次，總時數：12小時 

□ 其它：請說明： 

六、學習管理系統呈現內容是否包含以下角色及功能（有包含者請打） 

1.提供給系統管理者進行學習管理系統資料庫管理 

■ 個人資料 

■ 課程資訊 

■ 其他相關資料管理功能 

2.提供教師(助教)、學生必要之學習管理系統功能 

■ 最新消息發佈、瀏覽 

■ 教材內容設計、觀看、下載 

■ 成績系統管理及查詢 



■ 進行線上測驗、發佈 

■ 學習資訊 

■ 互動式學習設計(聊天室或討論區) 

□ 各種教學活動之功能呈現 

□ 其他相關功能(請說明) 

七、師生互動討論方式（包括教師時間、E-mail信箱、對應窗口等） 

面授互動討論及遠距同步教學互動討論。 

八、作業繳交方式（有包含者請打） 

■ 1.提供線上說明作業內容 

■ 2.線上即時作業填答 

■ 3.作業檔案上傳及下載 

■ 4.線上測驗 

■ 5.成績查詢 

□ 6.其他做法（請說明） 

 

九、成績評量方式（包括考試方式、考評項目其所佔總分比率） 

平時成績 30%  期中成績 30%  期末成績 40% 

十、上課注意事項 

學生須遵守規定時間上課，不得無故缺課或遲到早退。 

各班學藝股長，應逐日詳填電子教室日誌。 

面授時教室內學生座位由老師編定後，不得隨意變更。 

十一、教材及參考書目 

教材: 

「機電整合」，Kilian原著，陳天青、廖信德 編譯，2006年，高立圖書 

參考書目 

機電整合 郭興家/邱弘興 編著 高立圖書公司 



遠距教學課程計畫提報大綱 

一、課程基本資料： 

1.  課程名稱 氣液壓學 

2.  課程英文名稱 Pneumatic and hydraulic engineering 

3.  

教學型態 ■非同步遠距教學 

■同步遠距教學：同步遠距教學主播學校請填列本門課程

之收播學校與系所： 

遠東科技大學  機械系＿＿＿＿＿＿＿＿ 

4.  授課教師姓名及職稱 鍾振輝  講師 

5.  
師資來源 ■專業系所聘任  □通識中心聘任  □以上合聘 

□其他 

6.  
開課單位名稱 

(或所屬學院及科系所名稱) 

機械系 
 

7.  

課程學制 

 

 

■學士班  □進修學士班   □學士班在職專班 

□碩士班  □碩士班在職專班  □博士班 

□學院（□二年制 □四年制） 

□專科（□二年制 □四年制） □進修專校   

■進修學院（□二技  ■四技 □碩士在職專班） 

□學位學程（□二年制  □四年制  □碩士班） 

□學分學程 

8.  部別 □日間部  ■進修部(夜間部)  □其他 

9.  
科目類別 □共同科目    □通識科目   □校定科目 

■專業科目    □教育科目   □其他 

10.  部校定 

(本課程由那個單位所定) 

□教育部定 

□校定  □院定  □所定  ■系定  □其他 

11.  開課期限(授課學期數) ■一學期(半年)  □二學期(全年)  □其他 

12.  選課別 □必修  ■選修 □其他 

13.  學分數 3 

14.  每週上課(或面授)時數 2.33 

15.  開課班級數 1 

16.  預計總修課人數 50 

17.  全英語教學 □是  ■否 

18.  
國外學校合作遠距課程 

(有合作學校請填寫) 

國外合作學校與系所名稱:________________ 
□國內主播 □國內收播 □境外專班 □雙聯學制 

□其他 

19.  課程線上平台網址 http://elearning.feu.edu.tw 

20.  課程教學計畫檔案連結網址 http://elearning.feu.edu.tw 

21.  備註 (若本學期為新開設課程請特別註明) 

 



二、教學目標 

(1)氣壓概論 

(2)氣壓零件結構講解 

(3)氣壓基本迴路 

(4)迴路設計方法 

(5)油壓概論 

(6)油壓零件結構講解 

(7)基本迴路路講解 

(8)精彩迴路講解 

三、適合修讀對象 

夜四技四年級 

四、課程內容大綱 

 

課        程        綱        要        進        度 

日   期 週 別 授課內容 

教學活動(面授或遠距) 

(遠距則請說明同步與非同步教學各佔多少

時間) 

09/16 一、  氣壓之基本理論 面授 

09/23 二、  氣壓元組件介紹 面授 

09/30 三、  
單一往復運動控制-極限開關之

應用 
遠距(同步與非同步教學各佔 2:1) 

10/07 四、  延時回行控制-計時器之應用 遠距(同步與非同步教學各佔 2:1) 

10/14 五、  連續往復運動-雙電磁閥 遠距(同步與非同步教學各佔 2:1) 

10/21 六、  氣壓缸連續往復運動-雙電磁閥 遠距(同步與非同步教學各佔 2:1) 

10/28 七、  
壓力開關控制連續往復運動-雙

電磁閥 
遠距(同步與非同步教學各佔 2:1) 

11/04 八、  單點閃爍迴路-雙 timer設定 遠距(同步與非同步教學各佔 2:1) 

11/11 九、  期中考 面授 



11/18 十、  氣液壓學勞委會檢定學科介紹 面授 

11/25 十一、  氣液壓學勞委會檢定術科介紹 面授 

12/02 十二、  不定位氣壓回路圖形表示法 遠距(同步與非同步教學各佔 2:1) 

12/09 十三、  
進程阻尼後計時回程快速洩壓

氣壓控制 
遠距(同步與非同步教學各佔 2:1) 

12/16 十四、  循環慢速前進快速縮回 遠距(同步與非同步教學各佔 2:1) 

12/23 十五、  延時閥負載靈敏性控制 遠距(同步與非同步教學各佔 2:1) 

12/30 十六、  氣壓缸之延時回行控制 遠距(同步與非同步教學各佔 2:1) 

01/06 十七、  
兩點控制慢速前進延時快速回

行 
遠距(同步與非同步教學各佔 2:1) 

01/13 十八、  期末考 面授 

五、 教學方式（可複選） 

□  提供線上課程主要及補充教材 

■  提供線上非同步教學 

□  有線上教師或線上助教 

■  提供面授教學，次數： 6次，總時數：18小時 

■  提供線上同步教學，次數： 12次，總時數：24小時 

□ 其它：請說明： 

六、學習管理系統呈現內容是否包含以下角色及功能（有包含者請打） 

1.提供給系統管理者進行學習管理系統資料庫管理 

■ 個人資料 

■ 課程資訊 

■ 其他相關資料管理功能 

2.提供教師(助教)、學生必要之學習管理系統功能 

■ 最新消息發佈、瀏覽 

■ 教材內容設計、觀看、下載 

■ 成績系統管理及查詢 



■ 進行線上測驗、發佈 

■ 學習資訊 

■ 互動式學習設計(聊天室或討論區) 

□ 各種教學活動之功能呈現 

□ 其他相關功能(請說明) 

七、師生互動討論方式（包括教師時間、E-mail信箱、對應窗口等） 

面授互動討論及遠距同步教學互動討論。 

八、作業繳交方式（有包含者請打） 

■ 1.提供線上說明作業內容 

■ 2.線上即時作業填答 

■ 3.作業檔案上傳及下載 

■ 4.線上測驗 

■ 5.成績查詢 

□ 6.其他做法（請說明） 

九、成績評量方式（包括考試方式、考評項目其所佔總分比率） 

平時成績 30%  期中成績 30%  期末成績 40% 

十、上課注意事項 

學生須遵守規定時間上課，不得無故缺課或遲到早退。 

各班學藝股長，應逐日詳填電子教室日誌。 

面授時教室內學生座位由老師編定後，不得隨意變更。 

十一、教材及參考書目 

教材: 

1. 氣壓工程學（含液壓學基本理論） 新文京 林宗賢 

參考書目 

1. 氣液壓學 呂淮熏 黃勝銘 編著 高立 

2. 氣壓迴路設計 傅粻棻 編著 全華 

3. 氣壓控制理論與實務 林錫麟 等人 復文 

 



遠距教學課程計畫提報大綱 

一、課程基本資料： 

1.  課程名稱 商業心理學 

2.  課程英文名稱 Commercial Psychology 

3.  

教學型態 ■非同步遠距教學 

■同步遠距教學：同步遠距教學主播學校請填列本門課程

之收播學校與系所： 

＿＿＿＿＿＿＿＿＿＿＿＿＿＿＿＿＿ 

4.  授課教師姓名及職稱 李美玲  兼任講師 

5.  
師資來源 ■專業系所聘任  □通識中心聘任  □以上合聘 

□其他 

6.  
開課單位名稱 

(或所屬學院及科系所名稱) 

進修專校  企業管理科 

 

7.  

課程學制 

 

 

□學士班  □進修學士班   □學士班在職專班 

□碩士班  □碩士班在職專班  □博士班 

□學院（□二年制 □四年制） 

■專科（□二年制 □四年制） ■進修專校   

□進修學院（□二技  □四技 □碩士在職專班） 

□學位學程（□二年制  □四年制  □碩士班） 

□學分學程 

8.  部別 □日間部  ■進修部(夜間部)  □其他 

9.  
科目類別 □共同科目    □通識科目   □校定科目 

■專業科目    □教育科目   □其他 

10.  部校定 

(本課程由那個單位所定) 

□教育部定 

■校定  □院定  □所定  □系定  □其他 
11.  開課期限(授課學期數) ■一學期(半年)  □二學期(全年)  □其他 

12.  選課別 □必修  ■選修 □其他 

13.  學分數 3 學分 

14.  每週上課(或面授)時數 2.16 

15.  開課班級數 一班 

16.  預計總修課人數 50 人 

17.  全英語教學 □是  ■否 

18.  
國外學校合作遠距課程 

(有合作學校請填寫) 

國外合作學校與系所名稱:________________ 
□國內主播 □國內收播 □境外專班 □雙聯學制 

□其他 
19.  課程線上平台網址 http://elearning.feu.edu.tw 

20.  課程教學計畫檔案連結網址 http://elearning.feu.edu.tw 

21.  備註 (若本學期為新開設課程請特別註明) 

 



二、教學目標 
    期望本課程豐富的內容得以提供同學解決紛爭與衝突行為方法，針對所面臨的情境，

找出合宜的解決方案，很快就找到圓融處理的準則。 

三、適合修讀對象 

    進修專校 企業管理科 一年級學生 

四、課程內容大綱 
課        程        綱        要        進        度 

日   期 週 別 授課內容 教學活動(面授或遠距) 

(遠距則請說明同步與非同步教學各佔多少

時間) 

09/19 二 
相關規定與上課方式說明 

同學自我介紹 
面授課程 

09/26 三 談判概論 
同步:80分鐘 

非同步 40分鐘 

10/03 四 2.談判理論 
同步:80分鐘 

非同步 40分鐘 

10/10 五 國慶日放假  

10/17 六 3.談判者本質  
同步:80分鐘 

非同步 40分鐘 

10/24 七 4.談判者心理 
同步:80分鐘 

非同步 40分鐘 

10/31 八 
4.2-同理心 

4.3-傾聽對手的聲音 

同步:80分鐘 

非同步 40分鐘 

11/07 九 複習 面授課程 

11/14 十 期中考 面授課程 

11/21 十一 
檢討考卷. 

個案剖析.實戰演練 

 

面授課程 

11/28 十二 6.談判社會觀 
同步:80分鐘 

非同步 40分鐘 

12/05 十三 7.談判時地人 
同步:80分鐘 

非同步 40分鐘 

12/12 十四 個案剖析.報告 面授課程 



12/19 十五 9.談判戰術 
同步:80分鐘 

非同步 40分鐘 

12/26 十六 10.談判技巧 
同步:80分鐘 

非同步 40分鐘 

01/02 十七 
8.談判過程 

個案剖析、報告 
面授課程 

01/09 十八 期末考 面授課程 

 

六、 教學方式（可複選） 

■  提供線上課程主要及補充教材 

■  提供線上非同步教學 

■  有線上教師或線上助教 

■  提供面授教學，次數： 7 次，總時數： 21 小時 

■  提供線上同步教學，次數： 9 次，總時數： 18 小時 

□ 其它：請說明： 

六、學習管理系統呈現內容是否包含以下角色及功能（有包含者請打） 

1.提供給系統管理者進行學習管理系統資料庫管理 

■ 個人資料 

■ 課程資訊 

□ 其他相關資料管理功能 

2.提供教師(助教)、學生必要之學習管理系統功能 

■ 最新消息發佈、瀏覽 

■ 教材內容設計、觀看、下載 

■ 成績系統管理及查詢 

■ 進行線上測驗、發佈 

■ 學習資訊 

■ 互動式學習設計(聊天室或討論區) 



■ 各種教學活動之功能呈現 

□ 其他相關功能(請說明) 

七、師生互動討論方式（包括教師時間、E-mail 信箱、對應窗口等） 

教師時間：每週一 PM20:15~22:15 

E-mail：mllee@cc.feu.edu.tw 

八、作業繳交方式（有包含者請打） 

■ 1.提供線上說明作業內容 

■ 2.線上即時作業填答 

■ 3.作業檔案上傳及下載 

■ 4.線上測驗 

■ 5.成績查詢 

□ 6.其他做法（請說明） 

 

九、成績評量方式（包括考試方式、考評項目其所佔總分比率） 

         不定時上課點名，不定時於線上問問題、期中、畢業考試於教室面授考，平時成

績以 80分為基準，一次不到扣 4分，若有發表具建設性意見或分享相關文章亦可加分。 

十、上課注意事項 

        上課請同學與老師踴躍互動，可提升自己的程度，亦可獲加分，請同學注

意出席率，以免本科重修，同學須定期收 e-mail，以免錯過相關通知，遠距教

學時有問題可於課程討論中提出。 

十一、教材及參考書目 

教科書：前程企業管理有限公司 談判原理與實務 張國忠著 

參考書目：1.沒什麼談不了 超完整談判實戰指南 

美商麥格羅.希爾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分公司出版 

作者：葛蘭.盧姆著  許晉福譯 

2.談判學 華泰文化事業公司出版 

  作者：Roy J.Lewicki/David M.Saunnders/John W.Minton

譯者張鐵軍 

                 3.談判的戰略與戰術 滄海書局 作者：張天任著  

                 4.談判協商立即上手 麥格羅.希爾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作者：Steven P. Cohen 著 袁世珮譯 

mailto:mllee@cc.fe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