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遠距教學課程計畫提報大綱 

一、課程基本資料： 

1.  課程名稱 統計軟體應用 

2.  課程英文名稱 Software applications in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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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4.  每週上課(或面授)時數 1.28 

15.  開課班級數 1 

16.  預計總修課人數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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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教學目標 

教導學生基本統計觀念，會使用 SPSS 統計軟體工具來分析，並撰寫作業或讀書報告。 

三、適合修讀對象 

餐飲管理系四技四年級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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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26 一、 一 SPSS 概說 面授(3小時) 

03/05 二、 二 SPSS 軟體介面操作(一) 遠距(非同步:3小時) 

03/12 三、  SPSS 軟體介面操作(二) 遠距(非同步:3小時) 

03/19 四、  問卷設計 遠距(非同步:3小時) 

03/26 五、  問卷設計之資料取得 遠距(非同步:3小時) 

04/02 六、  資料轉換 遠距(非同步:3小時) 

04/09 七、  次數分配 遠距(非同步:3小時) 

04/16 八、  敘述統計回顧 面授(3小時) 

04/23 九、  期中考 面授(3小時) 

04/30 十、  交叉分析表應用與卡方檢定 遠距(非同步:3小時) 

05/07 十一、  複選題交叉表 遠距(非同步:3小時) 

05/14 十二、  均數檢定與獨立樣本 T檢定 面授(3小時) 

05/21 十三、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相關、迴歸與信度 
面授(3小時) 

05/28 十四、  期末考 面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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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數： 8 次，總時數： 24 小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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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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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次，總時數：24小時 

3. 提供面授教學(含期中、期末考)，次數：6次，總時數：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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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SS 統計分析實務：楊世瑩 著(旗標出版股份有限公司)。(ISBN：978-957-4442-631-7) 



遠距教學課程計畫提報大綱 

一、課程基本資料： 

1.  課程名稱 多媒體簡報設計 

2.  課程英文名稱 Multimedia Presentation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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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4.  每週上課(或面授)時數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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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學生在學習本課程後具備如下能力: 

 1. 學習 PowerPoint 2007簡報建立與基本編修技能 

 2. 學習 PowerPoint 2007簡報物件與特效處理技能 

 3. 學習 PowerPoint 2007簡報母片製作與應用技能 

 4. 學習 PowerPoint 2007多媒體簡報製作與應用技能 

 5. 學習 PowerPoint 2007進階功能及設定 

三、適合修讀對象 

 四技一~四年級有簡報製作需求的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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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27 一、 一 課程與上課方式說明 面授 

03/06 二、 二 
102「商業發展學程」、104「硬碟

介紹」、106「Office中文增值功能」 
面授 

03/13 三、  
108「購屋流程」、110「自由基」、

202「電腦營報名表」 
遠距(同步：1.5小時，非同步:1.5小時) 

03/20 四、  
204「披蕯炸雞送到家」、206「菊

島風情」、208「虎頭蜂」 
遠距(同步：1.5小時，非同步:1.5小時) 

03/27 五、  
210「美國職棒世界大賽」、302「腦

力激盪」、304「OEM寵物店」 
遠距(同步：1.5小時，非同步:1.5小時) 

04/03 六、  
306「國際扶輪社」、308「全球暖

化台灣發燒」、310「游泳」 
遠距(同步：1.5小時，非同步:1.5小時) 

04/10 七、  
402「小小表演會」、404「五花八

門秀」、406「動物新知」 
遠距(同步：1.5小時，非同步:1.5小時) 

04/17 八、  
408「智慧型薪資調整系統」、410

「旅遊導覽」、複習 
面授 

04/24 九、  期中考 面授 

05/01 十、  
101「草莓慕斯」、103「台北捷運」、

105「新天鵝堡」 
遠距(同步：1.5小時，非同步:1.5小時) 



05/08 十一、  
107「水汙染」、109「水果」、201

「十二星座圖」 
遠距(同步：1.5小時，非同步:1.5小時) 

05/15 十二、  
203「台灣之光王建民」、205「燒

燙傷急救步驟」、207「蔬菜」 
遠距(同步：1.5小時，非同步:1.5小時) 

05/22 十三、  
209「工資的決定」、301「流浪到

淡水」、303「棒球」 
遠距(同步：1.5小時，非同步:1.5小時) 

05/29 十四、  
305「美國職棒大聯盟」、307「歌

仔戲」、309「住院醫療」 
遠距(同步：1.5小時，非同步:1.5小時) 

06/05 十五、  
401「國旗與國歌」、403「愛在台

北」、405「動物奇觀」 
遠距(同步：1.5小時，非同步:1.5小時) 

06/12 十六、  
407「生字教學」、409「淡水風情」、

複習 
遠距(同步：1.5小時，非同步:1.5小時) 

06/19 十七、  總複習 面授 

06/26 十八、  期末考 面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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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次，總時數：18小時 

■  提供線上同步教學，次數：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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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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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werPoint 2007實力養成暨評量術科實作 30% 

 期末考試: Power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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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Point 2007 實力養成暨評量，碁峰(全華或松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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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費者行為 

2.  課程英文名稱 Consumer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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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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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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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費者行為是從事行銷、廣告、公關工作之基本知識，是一門跨學科的科目。本課程

目標在幫助學生能學習到消費者行為之相關理論，並輔以個案範例做說明，以探索消

費者的思維與行為，兼顧理論與實務應用，俾利於學生未來進入職場的參考準則。  

三、適合修讀對象 

對於從事行銷、廣告、公關工作有興趣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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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27 一、 一 遠距教學平台說明與操作 面授 

03/06 二、 二 消費者行為導論 遠距(非同步:3小時) 

03/13 三、  消費者行為導論 遠距(同步：1小時，非同步:2小時) 

03/20 四、  消費者研究方法 遠距(同步：1小時，非同步:2小時) 

03/27 五、  消費者研究方法 遠距(非同步:3小時) 

04/03 六、  市場區隔 面授 

04/10 七、  市場區隔 遠距(同步：1小時，非同步:2小時) 

04/17 八、  導讀: 品牌就是戒不掉 面授 

04/24 九、  期中報告 面授 

05/01 十、  動機與消費者行為 遠距(同步：1小時，非同步:2小時) 

05/08 十一、  動機與消費者行為 遠距(非同步:3小時) 

05/15 十二、  人格與消費者行為 面授 

05/22 十三、  人格與消費者行為 遠距(非同步:3小時) 



05/29 十四、  導讀: 購物進行式 面授 

06/05 十五、  消費者知覺 面授 

06/12 十六、  消費者知覺 遠距(非同步:3小時) 

06/19 十七、  消費者學習 遠距(非同步:3小時) 

06/26 十八、  期末報告 線上繳交並開放觀摩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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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次，總時數：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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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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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中及期末報告繳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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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期中考佔 20%，期末考佔 20% 

十、上課注意事項 

 

十一、教材及參考書目 

消費者行為，滄海書局，陸洛、高旭繁著 (ISBN 978-986-6184-46-8) 

 



遠距教學課程計畫提報大綱 

一、課程基本資料： 

1.  課程名稱 田口式實驗法 

2.  課程英文名稱 Taguchi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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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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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教學目標 

（1）先讓學生對「田口方法」有一個全盤的認識，讓一些主要的概念及名詞銘刻在學

生的腦海中。 

（2）進一步讓學生在很短的時間內能學習到較完整的「田口方法」而能獨力地應用此

方法來進行專案研究。 

（3）接著，對上述三個主題（S/N 比之理論基礎及進階應用、直交表之理論基礎及

進階應用、及變異分析）逐一作講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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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01 一、 一 田口式實驗法簡介 面授 

03/08 二、 二 
實例：煞車組件設計(Design of a 

Brake Assembly) 
面授 

03/15 三、  probability of Mathematics 遠距(同步與非同步教學各佔 2:1) 

03/22 四、  permutation & combination 遠距(同步與非同步教學各佔 2:1) 

03/29 五、  poisson dis. 遠距(同步與非同步教學各佔 2:1) 

04/05 六、  normal dis. 遠距(同步與非同步教學各佔 2:1) 

04/12 七、  sampling of Statistics 遠距(同步與非同步教學各佔 2:1) 

04/19 八、  distribution of sampling 遠距(同步與非同步教學各佔 2:1) 

04/26 九、  期中考 面授 

05/03 十、  Interval Estimation 遠距(同步與非同步教學各佔 2:1) 



05/10 十一、  null vs. alternative hypothesis 遠距(同步與非同步教學各佔 2:1) 

05/17 十二、  Chi-square test 遠距(同步與非同步教學各佔 2:1) 

05/24 十三、  Orthogonal Arrays 使用說明 面授 

05/31 十四、  畢業考 面授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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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次，總時數：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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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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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口方法－品質設計的原理與實務，高立圖書公司，李輝煌著。 

參考書目: 

實驗計畫法入門  作者：永田靖/著 譯者：陳耀茂 出版社：中衛 



遠距教學課程計畫提報大綱 

一、課程基本資料： 

1.  課程名稱 新能源概論 

2.  課程英文名稱 New ene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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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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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課程之授課目標，為使學生熟悉各種類型之新能源及其特性、原理等相關知識，培

養學生具有全面性之概念，並能成為具能源責任之態度與觀念之工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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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27 一、 一 能源環境 面授 

03/06 二、 二 了解新能源分類及其特性 面授 

03/13 三、  能量轉換基本知識 遠距(同步與非同步教學各佔 2:1) 

03/20 四、  熱力學基本定律 遠距(同步與非同步教學各佔 2:1) 

03/27 五、  核能發電 遠距(同步與非同步教學各佔 2:1) 

04/03 六、  核聚變反應簡介 遠距(同步與非同步教學各佔 2:1) 

04/10 七、  地熱發電 Geothermal energy 遠距(同步與非同步教學各佔 2:1) 

04/17 八、  海洋能發電 遠距(同步與非同步教學各佔 2:1) 

04/24 九、  期中考 面授 

05/01 十、  太陽能發電 遠距(同步與非同步教學各佔 2:1) 

05/08 十一、  生物質能發電 遠距(同步與非同步教學各佔 2:1) 

05/15 十二、  氫能發電與燃料電池簡介 遠距(同步與非同步教學各佔 2:1) 

05/22 十三、  生質能應用與發展 面授 

05/29 十四、  畢業考 面授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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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次，總時數：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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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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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源運用及環境(第三版) 黃文良譯 滄海圖書 957-29246-1-3 2006 

參考書目: 

能源概論(第四版) 陳維新 高立圖書有限公司 978-986-412-654-5 2009 



遠距教學課程計畫提報大綱 

一、課程基本資料： 

1.  課程名稱 管理個案分析 

2.  課程英文名稱 Management Case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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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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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開課班級數 1 

16.  預計總修課人數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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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教學目標 
    透過個案的討論與分析，使學生能夠瞭解企業經營的理念及執行過程中所可能遭遇的

問題，並分析影響經營策略選擇及結果的內在及外在因素，也學習探討策略執行中所能採取

的控制方法，進而熟悉企業經營工作當前之趨勢及未來之走向。 

三、適合修讀對象 

    進修學院 企業一智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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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一、 
相關規定與上課方式說明 

同學自我介紹 
面授課程 

3/6 二、 一 第一單元 個案學習前行 遠距(同步：80分鐘，非同步:40分鐘) 

3/13 三、 二 
第二章 規劃  個案:1.垃圾袋      

2.創業計劃書 
遠距(同步：80分鐘，非同步:40分鐘) 

3/20 四、  
第三章 組織  個案:1.台糖變

革 2.T公司變革計畫書 
遠距(同步：80分鐘，非同步:40分鐘) 

3/27 五、  
第四章 組織行為 個案:1.年終

獎金 2.激勵方式 
遠距(同步：80分鐘，非同步:40分鐘) 

4/3 六、  畢業典禮補放假 休假 

 4/10 七、  
第五章 領導 個案:1.李焜耀的

領導 2.衝突 
遠距(同步：80分鐘，非同步:40分鐘) 

4/17 八、  個案研討 面授課程 

4/24 九、  期中考 面授課程 

5/1 十、  個案研討 面授課程 

5/8 十一、  
第六章 控制 個案:1.平衡計分

卡 2.台商的做法 
遠距(同步：80分鐘，非同步:40分鐘) 

5/15 十二、  
第七章 生產管理 個案:1.管理

概論 2.六個標準差 
遠距(同步：80分鐘，非同步:40分鐘) 

5/22 十三、  防震防災演習 停課 



5/29 十四、  
第八章 行銷管理 個案:1.速食

麵大戰 2.L公司的行銷 
遠距(同步：80分鐘，非同步:40分鐘) 

6/5 十五、  
第九章 人力資源管理 個案:1.

線上學習風潮 2.H公司的問題 
遠距(同步：80分鐘，非同步:40分鐘) 

6/12 十六、  端午節 放假 

6/19 十七、  個案研討 面授課程 

6/26 十八、  期末考 面授課程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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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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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M20:20~2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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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分析  鼎茂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羅凱揚.陳苡任 著 

     參考書：1.企業管理實務個案分析 五南出版 戴國良著 

             2.管理實務與個案分析 鼎茂出版  張承 張德著 

             3.管理個案.理論.辯證 前程出版  洪明洲著 
 

mailto:mllee@cc.fe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