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遠距教學課程計畫提報大綱 

一、課程基本資料： 

1.  課程名稱 工程材料 

2.  課程英文名稱 Engineering 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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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國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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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學院 

機械機械工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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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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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課程為續開設之遠距課程 

 



二、教學目標 

使學生了解材料的主要類別及功能特性、材料之組成構造及相關性

能、了解材料缺陷的由來及造成的影響、熟悉材料之各項機械特性及測試

方法、掌握改變材料性能之可能方式與原理。 

使學生有能力進行材料機械性能之測試、判別材料使用過程可能發生

之性質變化、能判斷材料損壞之可能原因及改進辦法、能妥善運用各種製

程技術改變材料性能、能具備成為一位材料工程師之基本功夫。 

三、適合修讀對象 

機械系四技部二年級 

四、課程內容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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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科學與工程簡介 1 0 2 3 

二 原子結構與原子鍵結 1 0 2 3 

三 原子和離子的排列-1 1 0 2 3 

四 原子和離子的排列-2 1 0 2 3 

五 原子和離子排列中的缺陷-1 1 0 2 3 

六 原子和離子排列中的缺陷-2 1 0 2 3 

七 材料內原子與離子的移動 1 0 2 3 

八 機械性質-1 1 0 2 3 

九 期中考 1 0 2 3 

十 機械性質-2 1 0 2 3 

十一 破壞力學，疲勞與潛變行為 1 0 2 3 

十二 應變硬化和退火 1 0 2 3 

十三 凝固的原理 1 0 2 3 



十四 凝固的應用 1 0 2 3 

十五 固溶體與相平衡 1 0 2 3 

十六 散佈強化與共晶相圖 1 0 2 3 

十七 利用相變態與熱處理產生散佈強化 1 0 2 3 

十八 期末考 1 0 2 3 

合計時數 18 0 36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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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次，總時數：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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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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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堂時間之線上即時聊天室（詳細時間須待系上排課完成） 

2. 教師 E-mail：kuoying@cc.feu.edu.tw 

3. 六次面授教學（包括期中與期末考） 

4. 課後面談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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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時成績 40％（包括出席率、不定時上課點名、線上閱讀頻率、線上

提出具建設性之問題、線上回答問題、線上測驗等） 

2. 期中考 30％（實體測驗，包括選擇、填充、問答） 

3. 期末考 30％（實體測驗，包括選擇、填充、問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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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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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科學與工程，Donald R. Askeland，歐亞書局，(ISBN:978-986-6121-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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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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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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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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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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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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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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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課程名稱 通路與物流管理 

44.  課程英文名稱 Distribution and Logis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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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開課班級數 1 

58.  預計總修課人數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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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管理系四技二年級學生。 

四、課程內容大綱 

週 別 授課內容 教學活動(面授或遠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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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材使用說明與線上操作說明 面授(3 小時) 

3 零售業的發展與挑戰(1) 遠距(非同步 3 小時) 

4 零售業的發展與挑戰(2) 遠距(非同步 3 小時) 

5 零售業的型態與特性(1) 遠距(非同步 3 小時) 

6 零售業的型態與特性(2) 遠距(非同步 3 小時) 

7 流通管理系統(1) 遠距(非同步 3 小時) 

8 流通管理系統(2) 面授(3 小時) 

9 期中考 面授(3 小時) 

10 連鎖與加盟管理(1) 遠距(非同步 3 小時) 

11 連鎖與加盟管理(2) 遠距(非同步 3 小時) 

12 消費者需求與購買行動(1) 遠距(非同步 3 小時) 

13 消費者需求與購買行動(2) 遠距(非同步 3 小時) 

14 門市營運管理(1) 遠距(非同步 3 小時) 

15 門市營運管理(2) 遠距(非同步 3 小時) 

16 流通科技管理(1) 遠距(非同步 3 小時) 

17 流通科技管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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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次，總時數： 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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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總時數：   

■  其它：請說明：期中考，總時數：

小時 
 3 小時；期末考，總時數：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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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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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次，總時數：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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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課程參與及出席率: 10% 
2. 線上繳交作業：50% 
3. 線上問題回覆：10% 
4. 線上教材閱讀率：10% 
5. 期中測驗：10% 
6. 期末測驗：10% 
 

十、上課注意事項 

4. 本課程需購買教科書。 
5. 上課簽到以網路點名，登入教學平台點閱教材為主，面授課程會在教室點名。網路   

點名將不定時公佈網業登錄照片於公告區。 
6. 線上繳交作業超過時限，將無法補交。 
7. 於公告區提問問題，需於討論區回覆。此點將會計入學期分數。 
8. 期中考、期末考以線上即時考試測驗成績為準。 
9. 如果與課程、教學、行政等問題請至「討論區」發表提問。 
10. 若課程臨時變動，請注意公告區發佈事項。 
 

十一、教材及參考書目 

流通管理 邱繼智著 (華立圖書)[ISBN 978-957-784-331-9]。 

 



遠距教學課程計畫提報大綱 

一、課程基本資料： 

64.  課程名稱 商業心理學 

65.  課程英文名稱 Commercial Psych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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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修專校  企業管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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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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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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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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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備註 本學期續開設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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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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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相關規定與上課方式說明 

學生自我介紹 

面授課程(3小時) 

三 中秋節補假 放假 

四 1.談判概論 遠距(同步:2小時，非同步 1小時) 

五 2.談判理論 遠距(同步:2小時，非同步 1小時) 

六 3.談判者本質 遠距(同步:2小時，非同步 1小時) 

七 4.談判者心理 遠距(同步:2小時，非同步 1小時) 

八 課程複習 面授課程(3小時) 

九 期中考 面授課程(3小時) 

十 
檢討考卷. 

個案剖析.實戰演練 

面授課程(3小時) 

十一 
4.2-同理心 

4.3-傾聽對手的聲音 

遠距(同步:2小時，非同步 1小時) 

十二 6.談判社會觀 遠距(同步:2小時，非同步 1小時) 

十三 7.談判時地人 遠距(同步:2小時，非同步 1小時) 

十四 個案剖析.分組報告 面授課程(3小時) 

十五 9.談判戰術 遠距(同步:2小時，非同步 1小時) 

十六 10.談判技巧 
遠距(同步:2小時，非同步 1小時) 

十七 個案剖析.分組報告 面授課程(3小時) 

十八 期末考 面授課程(3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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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提供線上同步教學，次數：

小時 

 9，總時數： 18

□ 其它：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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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M20:15~2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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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mllee@cc.feu.edu.t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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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