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遠距教學課程計畫提報大綱 

一、課程基本資料： 

1.  課程名稱 知識管理 

2.  課程英文名稱 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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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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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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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15.  開課班級數 1 

16.  預計總修課人數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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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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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備註 本學期為新開設課程 



 

二、教學目標 

 本課程之目標為讓學生瞭解在推行知識管理的過程中，如何建立基本概

念、處理重要問題、面對艱難挑戰以及應用資訊技術。 

三、適合修讀對象 

 商管學院四年級學生 

四、課程內容大綱 

課        程        綱        要        進        度 

週 別 授課內容 
教學活動時數 

面授 遠距 
同步 

遠距 
非同步 

合計 
時數 

一 知識發展的重要性 4 0 0 4 

二 知識管理的基本概念 4 0 0 4 

三 知識管理的理論基礎 0 0 4 4 

四 知識管理系統的建構 0 0 4 4 

五 知識管理的創新意涵 0 0 4 4 

六 創新的基本概念 0 0 4 4 

七 創新的種類 0 0 4 4 

八 創新的策略 4 0 0 4 

九 期中考+半導體製造業知識管理個案 4 0 0 4 

十 交通運輸製造業知識管理個案 0 0 4 4 

十一 現代資訊服務產業知識管理個案 0 0 4 4 

十二 資訊與通訊產品產業知識管理個案 0 0 4 4 

十三 金融與壽險服務產業知識管理個案 4 0 0 4 

十四 其他服務產業知識管理個案+畢業考 4 0 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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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  有線上教師或線上助教 

小時 

■  提供面授教學，次數： 6 次，總時數： 24 

□  提供線上同步教學，次數：

小時 

   次，總時數：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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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課程每周安排兩個時段(週三 3:00~5:00、週五 10:00~12:00)的教師時

間與學生實體或線上討論，任何問題也可透過 e-mail、FB 或線上討論區

詢問，本課程會安排一位助教，學生可以找助教協助或直接找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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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課程平時成績佔 30%，包含實體課堂出席、線上互動討論與平時作業，

期中考佔 30%、期末考佔 40%，皆為紙筆測驗。 

十、上課注意事項 

 學生需要準備一副好的耳機或喇叭，每周安排一個適當時間上線聽講與互

動討論。保持愉快的心情，做好時間規劃，並自主學習，學習成效並不亞

於實體課堂上課。 

十一、教材及參考書目 

 黃廷合、吳思達(2014)。知識管理理論與實務(第四版)。全華圖書。 



遠距教學課程計畫提報大綱 

一、課程基本資料： 

22.  課程名稱 統計軟體應用 

23.  課程英文名稱 Software applications in Statistics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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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5.  授課教師姓名及職稱 蔡文彬  副教授兼學務長 

26.  師資來源 ■專業系所聘任  □通識中心聘任  □以上合聘 

□其他 

27.  開課單位名稱 

(或所屬學院及科系所名稱) 
餐飲管理系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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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部別 ■日間部  □進修部(夜間部)  □其他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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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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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開課期限(授課學期數) ■一學期(半年)  □二學期(全年)  □其他 

33.  選課別 ■必修  □選修 □其他 

34.  學分數 3 

35.  每週上課(或面授)時數 1.5 

36.  開課班級數 1 

37.  預計總修課人數 44 

38.  全英語教學 □是  ■否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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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課程線上平台網址 http://elearning.fe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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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備註 本課程為續開設之遠距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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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飲管理系四技三年級學生。 

四、課程內容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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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SPSS 概說 面授(3 小時) 

2 SPSS 軟體介面操作 遠距(非同步:3 小時) 

3 問卷設計與資料取得 面授(3 小時) 

4 資料轉換 遠距(非同步:3 小時) 

5 次數分配 遠距(非同步:3 小時) 

6 敘述統計回顧 遠距(非同步:3 小時) 

7 交叉分析表應用與卡方檢定 面授(3 小時) 

8 綜合練習 面授(3 小時) 

9 期中考 面授(3 小時) 

10 複選題次數分配表與交叉表 遠距(非同步:3 小時) 

11 均數檢定與獨立樣本 T 檢定 面授(3 小時) 

12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遠距(非同步:3 小時) 

13 綜合練習 面授(3 小時) 

14 相關與迴歸(一) 遠距(非同步:3 小時) 

15 相關與迴歸(二) 遠距(非同步:3 小時) 

16 信度與一致性分析 遠距(非同步:3 小時) 

17 因素分析與綜合練習 面授(3 小時)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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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次，總時數： 27 
□  有線上教師或線上助教 

小時 

■  提供面授教學，次數： 9 次，總時數： 27 
□  提供線上同步教學，次數：

小時 

   次，總時數：  

□其它：請說明： 
小時 

六、學習管理系統呈現內容是否包含以下角色及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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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次，總時數：27 小時 
3.提供面授教學(含期中、期末考)，次數：9 次，總時數：27 小時 
4.其它：請說明：討論區、問題解答 

八、作業繳交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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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中線上測驗：20% 
期末線上測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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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遠距教學課程計畫提報大綱 

一、課程基本資料： 

43.  課程名稱 零售管理 

44.  課程英文名稱 Retailing Management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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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6.  授課教師姓名及職稱 周萍芬   助理教授 

47.  師資來源 ■專業系所聘任  □通識中心聘任  □以上合聘 

□其他 

48.  開課單位名稱 

(或所屬學院及科系所名稱) 
企業管理系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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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部別 ■日間部  □進修部(夜間部)  □其他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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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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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開課期限(授課學期數) ■一學期(半年)  □二學期(全年)  □其他 

54.  選課別 □必修  ■選修 □其他 

55.  學分數 3 

56.  每週上課(或面授)時數 1.34 

57.  開課班級數 1 

58.  預計總修課人數 23 

59.  全英語教學 □是  ■否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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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課程線上平台網址 http://elearning.fe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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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備註 本課程為新開設之遠距課程 



 

二、教學目標 

1. 教導學生零售業與管理的概念結合，並同時使用零售專家系統軟體進行零售販賣模

擬操作；使學生有親身至零售業工作的體驗。 

2.學生經由此零售管理操作軟體經驗，鼓勵參加校內外相關競賽。 

三、適合修讀對象 

企業管理系四技三年級學生。 

四、課程內容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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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學期課程內容、給分及遠距上課

應注意事項說明 面授(3 小時) 

2 教材使用說明與軟體操作說明 面授(3 小時) 

3 零售市場 遠距(非同步 3 小時) 

4 零售業態 遠距(非同步 3 小時) 

5 零售創新與價值鏈觀點 遠距(非同步 3 小時) 

6 清明節補假 清明節補假 

7 零售競爭策略與供應關係 遠距(非同步 3 小時) 

8 訂價 遠距(非同步 3 小時) 

9 期中考 面授(3 小時) 

10 零售專家軟體系統實際操作 面授(3 小時) 

11 零售專家軟體系統實際操作 面授(3 小時) 

12 課程與軟體之問題檢討分析 遠距同步 3 小時 

13 課程與軟體之問題檢討分析 遠距同步 3 小時 

14 商圈立地選擇與零售資訊系統 遠距(非同步 3 小時) 

15 廣告管理與商店氣氛管理 遠距(非同步 3 小時) 

16 服務管理與人力資源管理 遠距(非同步 3 小時) 

17 零售通路的多元化 遠距(非同步 3 小時)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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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次，總時數： 27 
□  有線上教師或線上助教 

小時 

■  提供面授教學，次數：6 次，總時數： 18 
■  提供線上同步教學，次數：

小時 
 2 次，總時數： 6 

□  其它：請說明  
小時 

 

六、學習管理系統呈現內容是否包含以下角色及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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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次，總時數：27 小時 
3.提供面授教學(含期中、期末考)，次數：9 次，總時數：27 小時 
4.其它：討論區、問題解答 

 

八、作業繳交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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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席率: 5% 
2. 實作練習(軟體)：50% 
3. 線上作業：10% 
4. 線上教材閱讀率：10% 
5. 期中測驗：15% 
6. 期末測驗：10% 
 

十、上課注意事項 

4. 上課簽到：網路點名，以登入教學平台點閱教材為主，面授課程會在教室點名。 
5. 軟體系統實作：以每次分組競賽成績為評分基準。 
6. 期中考、期末考以書面考試成績為準。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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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售管理 許英傑、黃淑姿著 (前程文化事業有限公司)[ISBN 97 



遠距教學課程計畫提報大綱 

一、課程基本資料： 

64.  課程名稱 管理個案分析 

65.  課程英文名稱 Management Case Study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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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7.  授課教師姓名及職稱 李美玲  兼任講師 

68.  師資來源 ■專業系所聘任  □通識中心聘任  □以上合聘 

□其他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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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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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部別 □日間部  □進修部(夜間部)  ■其他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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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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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開課期限(授課學期數) ■一學期(半年)  □二學期(全年)  □其他 

75.  選課別 □必修  ■選修 □其他 

76.  學分數 3 

77.  每週上課(或面授)時數 2.17 

78.  開課班級數 1 

79.  預計總修課人數 48 

80.  全英語教學 □是  ■否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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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課程線上平台網址 http://elearning.feu.edu.tw/learn/index.php 

83.  課程教學計畫檔案連結網址 http://elearning.feu.edu.tw/learn/index.php 

84.  備註 本學期續開設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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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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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相關規定與上課方式說明 

同學自我介紹 

面授課程(3小時) 

2 第一單元 個案學習前行 遠距(同步：2小時，非同步:1小時) 

3 
第二章  規劃個案 :1.垃圾袋      

2.創業計劃書 

遠距(同步：2小時，非同步:1小時) 

4 防震防災演習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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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小時，非同步:1小時) 

6 清明節補假 休假 

7 
第四章 組織行為 個案:1.年終

獎金 2.激勵方式 

遠距(同步：2小時，非同步:1小時) 

8 個案研討，課程複習 面授課程(3小時) 

9 期中考 面授課程(3小時) 

10 個案研討 面授課程(3小時) 

11 
第五章 領導 個案:1.李焜耀的

領導 2.衝突 

遠距(同步：2小時，非同步:1小時) 

12 
第六章 控制 個案:1.平衡計分

卡 2.台商的做法 

遠距(同步：2小時，非同步:1小時) 

13 
第七章 生產管理 個案:1.管理

概論 2.六個標準差 

遠距(同步：2小時，非同步:1小時) 

14 個案研討，實戰演練 面授課程(3小時)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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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小時，非同步:1小時)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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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小時，非同步:1小時) 

17 個案研討，實戰演練 面授課程(3小時) 

18 期末考 面授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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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次，總時數： 9 

■  有線上教師或線上助教 

小時 

■  提供面授教學，次數： 7 次，總時數： 21 

■  提供線上同步教學，次數：

小時 

 9 次，總時數： 18 

□其它：請說明：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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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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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