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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陽科技大學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 

網路教學課程-教學計畫書 

壹、課程基本資料  （本學期是否為新開設課程：■是 □否） 

課程名稱 創意烘焙實務 

課程英文名稱 Creative baking practice 

教學型態 

■非同步遠距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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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學校： (2)系所：

授課教師 

姓名及職稱 
陶冠全 助理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 

師資來源 ■專業系所聘任 □通識中心聘任 □以上合聘 □其他

開課單位名稱 管理 學院 休閒事業管理 系/所 

課程學制 

■學士班(□二年制日間  □二年制進修  ■四年制日間  □四年制進修 )

□碩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 □博士班

□其他，說明：

部別 ■日間部 □進修部（夜間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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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部校定 
□教育部定

□校定 □院定 □所定 ■系定 □其他，說明：

開課期限 

(授課學期數) 
■一學期(半年)  □二學期(全年)  □其他

選課別 □必修  ■選修  □其他

學分數 2 學分 

每週上課時數 2 小時 

開課班級數 校內(開課班級)：  1  班，校外(非開課班級) 班 

預計 

總修課人數 
校內(開課班級)： 25 人，校外(非開課班級) 人 ，總人數：    人 

全英語教學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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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課程平台網址 
（非同步教學必

填） 

 http://moodle.cyut.edu.tw/  □其他，說明：

教學計畫大綱

檔案連結網址 
http://teacher.cyut.edu.tw/EmpMainPage.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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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陽科技大學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 

網路教學課程-教學計畫書 
貳、課程教學計畫 

教學目標 

    培養學生瞭解烘焙材料特性及相關產品、各項產品操作作業程序、設備與器

具、菜單知識、產品製作準備工作、烘培產品包裝及販售注意事項、原物料的製備

和控制，以期學生成為烘焙產業未來研發管理人才。 

1.幫助學生了解烘焙原物料特性，如何應用於產品研發 

2.增進學生對烘焙產品研發及實務操作技能 

3.激發學生創意呈現於烘焙糕點應證，將學理與實務技能結合 

4.培養學生具備未來投入職場就業態度及研發興趣 

適合 

修習對象 
對烘焙及喜歡創新研發之學習者 

課程 

內容大綱 

（請填寫每週次的授課內容及授課方式） 

週次 授課內容 授課方式 

1 烘焙原理及各項材料特性、器具操作方式 □面授 ■遠距教學 

2 
麵糰製作(一)-瑞典蘋果派、橙酒洋梨派 

奶油麵糊(一)：菠蘿泡芙、閃電泡芙 
□面授 ■遠距教學 

3 
麵糰製作(二)-瑞典蘋果派、橙酒洋梨派 

奶油麵糊(二)：菠蘿泡芙、閃電泡芙 
■面授 □遠距教學 

4 
杯子蛋糕(一)(造型裝飾、義大利蛋白霜、翻糖) 

手工餅乾(一)：巧克力杏仁餅、南瓜子杏仁餅 
□面授 ■遠距教學 

5 
杯子蛋糕(二)(造型裝飾、義大利蛋白霜、翻糖) 

手工餅乾(二)：巧克力杏仁餅、南瓜子杏仁餅 
■面授 □遠距教學 

6 
手工餅乾(一)：羅蜜亞餅乾、蜜之果餅乾 

手工餅乾(一)：巧克力雪球、乳酪餅乾 
□面授 ■遠距教學 

7 
手工餅乾(二)：羅蜜亞餅乾、蜜之果餅乾 

手工餅乾(二)：巧克力雪球、乳酪餅乾 
■面授 □遠距教學 

8 
節慶商品(一)：法式馬卡龍、台式馬卡龍 

太妃牛奶糖、杏仁牛軋糖 
□面授 ■遠距教學 

9 
節慶商品(二)：法式馬卡龍、台式馬卡龍 

太妃牛奶糖、杏仁牛軋糖 
■面授 □遠距教學 

10 
法式主廚小點(一)：核果塔、乳酪塔 

達克瓦滋、焦糖餡 
□面授 ■遠距教學 

11 
法式主廚小點(二)：核果塔、乳酪塔 

創意糕點：達克瓦滋、焦糖餡 
■面授 □遠距教學 

12 
漢餅系列(一)：三 Q 餅、黑糖洛神 

鳳梨酥、黃金黑蒜酥 
□面授 ■遠距教學 

13 
漢餅系列(二)：三 Q 餅、黑糖洛神 

鳳梨酥、黃金黑蒜酥 
■面授 □遠距教學 

14 
法式慕斯(一)：海綿蛋糕、芒果慕斯、 

奧地利沙河蛋糕 
□面授 ■遠距教學 

15 法式慕斯(二)：海綿蛋糕、芒果慕斯、 ■面授 □遠距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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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地利沙河蛋糕 

16 
創意糕點(一)：德式黑森林、紐約起士 

水果奶凍捲、抹茶慕斯 
□面授 ■遠距教學

17 
創意糕點(二)德式黑森林、紐約起士 

水果奶凍捲、抹茶慕斯 
■面授 □遠距教學

18 期末成果發表 ■面授 □遠距教學

教學方式 

（有包含者請選取，可複選） 

■ 1.提供線上課程主要及補充教材

■ 2.線上非同步教學，週數：  9 週，總時數： 18   小時 

■ 3.線上教師或線上助教

■ 4.提供面授教學，週數： 9  週，總時數：  18  小時

□ 5.提供線上同步教學，週數：    週，總時數：    小時 

■ 6.其它，說明：課程進行採先行教學錄影，修課學生先行預習，上課時進行實

作及現場指導。 

(附註：依據本校遠距教學實施辦法，每一科目授課時數需達二分之一以上以遠距 

教學方式進行) 

參、課程教學計畫 

學習 

管理系統 

呈現內容是否包含以下角色及功能 
（有包含者請選取，可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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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師生互動 

討論方式 

1.教師時間(Office Hour)： 星期一 3-4 節、星期五 1-2 節

2.教師 E-mail 信箱： willytao0218@cyut.edu.tw

3.辦公室地點及校內分機： R-322 研究室/分機：5322

4.助教連絡方式： Line 或研究室分機：5322

5.教師提供 10 個主題供學生進入討論區討論，且能適時回應學生的問題，並提供

良好回饋，預計全學期參與討論學生共有 400 人次。(附註：每個討論主題應有

50%以上之修課學生參與)

6.其他：教師於課程進行前會將教學影片上傳，供學生自行學習，並進行線上討論

作業 

繳交方式 

（有包含者請選取，可複選） 
■ 1.提供線上說明作業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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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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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進行課程諮詢、練習成果繳交、同儕互評、期末成果發表  

成績 

評量方式 

線上學習頻率及上課態度：40% 

平常上課練習成品：30% 

期末成果發表：30% 

上課 

注意事項 

修課學生實作教學請穿著廚衣或著圍裙。 

每週先行預習該週課程教學影片、於課堂實作時將練習之成果照片上傳，供線上

互相觀摩討論，並進行同儕互評及線上測驗，以確保教學進度及教學目標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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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陽科技大學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 

網路教學課程-教學計畫書 
 

壹、課程基本資料                          （本學期是否為新開設課程：□是 ■否） 

課程名稱 建築物理環境(二) 

課程英文名稱 Architectural Physical Environments (2) 

教學型態 

■非同步遠距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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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學校：              (2)系所：             

授課教師 

姓名及職稱 
陳炯堯(教授) 

師資來源 ■專業系所聘任 □通識中心聘任 □以上合聘 □其他 

開課單位名稱            設計學院                 建築系/所  建築組 

課程學制 

■學士班(□二年制日間  □二年制進修  ■四年制日間  □四年制進修 )  

□碩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 □博士班 

□其他，說明：                                       

部別 ■日間部    □進修部（夜間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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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部校定 
□教育部定 

□校定 □院定 □所定 ■系定 □其他，說明：                          

開課期限 

(授課學期數) 
■一學期(半年)  □二學期(全年)  □其他 

選課別 ■必修  □選修  □其他 

學分數 2 

每週上課時數 2 

開課班級數 校內(開課班級)：  1 班，校外(非開課班級)    班 

預計 

總修課人數 
校內(開課班級)：  70 人，校外(非開課班級)    人 ，總人數： 70 人 

全英語教學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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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課程平台網址 
（非同步教學必

填） 

 http://moodle.cyut.edu.tw/  □其他，說明：                      

教學計畫大綱

檔案連結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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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陽科技大學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 

網路教學課程-教學計畫書 
貳、課程教學計畫 

教學目標 

這個課程配合建築系學生所學習過的基礎物理知識進階至建築專業所須基本設

計物理環境控制專業內容。並擴充建築物理環境控制在考試院建築師高考範圍內

所需之內容，課程主題分為建築光學, 聲學及熱學等三大主題，分段於上下二學

期授課。 

適合 

修習對象 
建築系建築組二年級生，目標建築師高考應試 

課程 

內容大綱 

（請填寫每週次的授課內容及授課方式） 

週次 授課內容 授課方式 

1 噪音評估方法 面授 

2 建築隔音設計 ■面授 □遠距教學 

3 道路噪音預測法 □面授 ■遠距教學 

4 電聲音響設計-設計基礎 ■面授 □遠距教學 

5 電聲音響設計-基礎設備 □面授 ■遠距教學 

6 自然氣候概述 ■面授 □遠距教學 

7 濕度與空氣線圖應用 □面授 ■遠距教學 

8 室內熱環境控制 ■面授 □遠距教學 

9 期中考 □面授 ■遠距教學 

10 大氣污染指標 □面授 ■遠距教學 

11 換氣計算理論 ■面授 □遠距教學 

12 重力換氣與風力換氣 □面授 ■遠距教學 

13 熱傳導基礎 ■面授 □遠距教學 

14 熱貫流量與熱貫流係數 □面授 ■遠距教學 

15 熱傳導與評估 ■面授 □遠距教學 

16 透濕理論 □面授 ■遠距教學 

17 綠建築研究 ■面授 □遠距教學 

18 期末考 ■面授 □遠距教學 
 

教學方式 

（有包含者請選取，可複選） 

■ 1.提供線上課程主要及補充教材 

■ 2.線上線上非同步教學，週數：  8 週，總時數： 16 小時 

□ 3.線上教師或線上助教 

■ 4.提供面授教學，週數：  10 週，總時數： 20 小時 

□ 5.提供線上同步教學，週數：    週，總時數：    小時 

■ 6.其它，說明：  辦理校外實際案例參觀一次(時間依狀況而定)   

(附註：依據本校遠距教學實施辦法，每一科目授課時數需達二分之一以上以遠距 

教學方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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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課程教學計畫 

學習 

管理系統 

呈現內容是否包含以下角色及功能 
（有包含者請選取，可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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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利用遠距教學進行議題討論   

師生互動 

討論方式 

1.教師時間(Office Hour)：  週四(1~6)  

2.教師 E-mail 信箱： chychen@cyut.edu.tw   

3.辦公室地點及校內分機： D706, 4349   

4.助教連絡方式：   余佳綸 8918   

5.教師提供 12 個主題供學生進入討論區討論，預計全學期參與討論學生 

  共有  720  人次。(附註：每個討論主題應有 50%以上之修課學生參與) 

6.其他：  透過 LMS系統學生隨時發問 老師利用時間回應   

作業 

繳交方式 

（有包含者請選取，可複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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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績 

評量方式 
上網率 25%，期中考 25%，期末考 25%，線上考試 25% 

上課 

注意事項 
面授時間絕不缺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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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陽科技大學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 

網路教學課程-教學計畫書 
 

壹、課程基本資料                             （本學期是否為新開設課程：□是 ■否） 
課程名稱 管理學 

課程英文名稱 Management 

教學型態 

■非同步遠距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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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學校：              (2)系所：             

授課教師 

姓名及職稱 
鄭秀華 助理教授 

師資來源 ■專業系所聘任 □通識中心聘任 □以上合聘 □其他 

開課單位名稱          資訊          學院      資訊管理           系/所 

課程學制 

■學士班(□二年制日間  □二年制進修  ■四年制日間  □四年制進修 )  

□碩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 □博士班 

□其他，說明：                                       

部別 ■日間部    □進修部（夜間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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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部校定 
□教育部定 

□校定 □院定 □所定 ■系定 □其他，說明：                          

開課期限 
(授課學期數) 

■一學期(半年)  □二學期(全年)  □其他 

選課別 ■必修  □選修  □其他 

學分數 3 

每週上課時數 3 

開課班級數 校內(開課班級)：  1  班，校外(非開課班級)    班 

預計 

總修課人數 
校內(開課班級)：  55  人，校外(非開課班級)  5 人 ，總人數：  60  人 

全英語教學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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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課程平台網址 
（非同步教學必

填） 

 http://moodle.cyut.edu.tw/  □其他，說明：                      

教學計畫大綱

檔案連結網址 
http://www.cyut.edu.tw/~hhc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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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moodle.cyut.edu.tw/


朝陽科技大學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 

網路教學課程-教學計畫書 
 

貳、課程教學計畫 

教學目標 

1. 知識：使學生瞭解管理學基礎理論與相關管理實務 2. 技能：能進行簡單的

分析與比較決策方案 3. 態度：使學生建立自主學習的態度 4. 其他：為後續

管理相關課程之基礎 
適合 

修習對象 
資訊管理系大一學生 

課程 

內容大綱 

（請填寫每週次的授課內容及授課方式） 

週次 授課內容 授課方式 

1 本學期課程說明 ■面授 

2 管理者與管理 ■面授 □遠距教學 

3 管理思想的演進 □面授 ■遠距教學 

4 管理者特質與組織文化 □面授 ■遠距教學 

5 全球環境中的管理 ■面授 □遠距教學 

6 倫理與社會責任 □面授 ■遠距教學 

7 決策制定 (1) □面授 ■遠距教學 

8 決策制定 (2) ■面授 □遠距教學 

9 規劃 (1) □面授 ■遠距教學 

10 規劃 (2)  □面授 ■遠距教學 

11 策略 ■面授 □遠距教學 

12 控制 □面授 ■遠距教學 

13 組織結構 (1) ■面授 □遠距教學 

14 組織結構 (2) □面授 ■遠距教學 

15 期末考 ■面授 □遠距教學 

16 領導與激勵 □面授 ■遠距教學 

17 期末報告 (1) ■面授 □遠距教學 

18 期末報告 (2) ■面授 □遠距教學 
 

教學方式 

（有包含者請選取，可複選） 

■ 1.提供線上課程主要及補充教材 

■ 2.線上線上非同步教學，週數：  9  週，總時數：  27  小時 

■ 3.線上教師或線上助教 

■ 4.提供面授教學，週數： 9  週，總時數：  27  小時 

□ 5.提供線上同步教學，週數：    週，總時數：    小時 

□ 6.其它，說明：                                        

(附註：依據本校遠距教學實施辦法，每一科目授課時數需達二分之一以上以遠距 

教學方式進行) 

9



 

參、課程教學計畫 

學習 

管理系統 

呈現內容是否包含以下角色及功能 
（有包含者請選取，可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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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師生互動 

討論方式 

1.教師時間(Office Hour)：    星期二 5-6 堂               

2.教師 E-mail 信箱：  hhcheng@cyut.edu.tw                

3.辦公室地點及校內分機：     L-726 #7834               

4.助教連絡方式：                                       

5.教師提供   10  個主題供學生進入討論區討論，且能適時回應學生的問題，並

提供良好回饋，預計全學期參與討論學生共有   400   人次。(附註：每個討

論主題應有 50%以上之修課學生參與) 

6.其他：                                               

作業 

繳交方式 

（有包含者請選取，可複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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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績 

評量方式 
線上作業、討論與測驗 50%、期末考 20%、期末報告 20%、到校課堂參與 10% 

上課 

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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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陽科技大學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 

網路教學課程-教學計畫書 
 

壹、課程基本資料                             （本學期是否為新開設課程：□是 ▓否） 
課程名稱 電子商務 

課程英文名稱 Electronic Commerce 

教學型態 

▓非同步遠距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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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學校：              (2)系所：             

授課教師 

姓名及職稱 
薛夙珍 副教授 

師資來源 ▓專業系所聘任 □通識中心聘任 □以上合聘 □其他 

開課單位名稱    資訊  學院     資訊管理   系/所 

課程學制 

■學士班(□二年制日間  □二年制進修  ■四年制日間  □四年制進修 )  

□碩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 □博士班 

□其他，說明：                                       

部別 ■日間部    □進修部（夜間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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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部校定 
□教育部定 

□校定 □院定 □所定 ■系定 □其他，說明：                          

開課期限 

(授課學期數) 
■一學期(半年)  □二學期(全年)  □其他 

選課別 □必修  ■選修  □其他 

學分數 3 

每週上課時數 18 

開課班級數 校內(開課班級)： 2   班，校外(非開課班級)    班 

預計 

總修課人數 
校內(開課班級)： 40   人，校外(非開課班級)  5  人 ，總人數：45  人 

全英語教學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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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課程平台網址 
（非同步教學必

填） 

■ http://moodle.cyut.edu.tw/  ■其他，說明： lms.ctl.cyut.edu.tw 

教學計畫大綱

檔案連結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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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moodle.cyut.edu.tw/


朝陽科技大學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 

網路教學課程-教學計畫 
貳、課程教學計畫 

教學目標 
本課程目的在介紹電子商務的理論及實務應用，協助學生熟悉電子商務領域各項重

要議題並了解資訊科技是如何應用在電子商務的環境中。 

適合 

修習對象 
對電子商務有興趣的大學生 

課程 

內容大綱 

（請填寫每週次的授課內容及授課方式） 

週次 授課內容 授課方式 

1 本學期課程說明 ■面授 

2 電子商務的簡介-基本概念與流程 ■面授 □遠距教學 

3 電子商務的簡介-策略發展與商業模式 □面授 ■遠距教學 

4 電子商務的經營模式-B2C □面授 ■遠距教學 

5 電子商務的經營模式-C2C □面授 ■遠距教學 

6 電子商務的經營模式-B2B □面授 ■遠距教學 

7 企業電子化 □面授 ■遠距教學 

8 期中考前複習 ■面授 □遠距教學 

9 期中考 ■面授 □遠距教學 

10 網路行銷（I） □面授 ■遠距教學 

11 網路行銷（II） □面授 ■遠距教學 

12 網路廣告 □面授 ■遠距教學 

13 案例討論與學習檢視 ■面授 □遠距教學 

14 電子商務安全 □面授 ■遠距教學 

15 電子商務付款 □面授 ■遠距教學 

16 新世代 EC □面授 ■遠距教學 

17 期末考總複習 ■面授 □遠距教學 

18 期末考 ■面授 □遠距教學 
 

（有包含者請選取，可複選） 

■ 1.提供線上課程主要及補充教材 

■ 2.線上線上非同步教學，週數： 11 週，總時數： 33 小時 

■ 3.線上教師或線上助教 

■ 4.提供面授教學，週數： 7 週，總時數： 21小時 

□ 5.提供線上同步教學，週數：    週，總時數：    小時 

□ 6.其它，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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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課程教學計畫 

學習 

管理系統 

呈現內容是否包含以下角色及功能 
（有包含者請選取，可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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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師生互動 

討論方式 

1.教師時間(Office Hour)： (二)5-6 (四)3-4

2.教師 E-mail 信箱：schsueh@cyut.edu.tw

3.辦公室地點及校內分機： T2-914-1  分機：4231

4.助教連絡方式：

5.教師提供  25  個主題供學生進入討論區討論，且能適時回應學生的問題，並

提供良好回饋，預計全學期參與討論學生共有  600  人次。(附註：每個討論

主題應有 50%以上之修課學生參與)

6.其他：

作業 

繳交方式 

（有包含者請選取，可複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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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本測驗

成績 

評量方式 

 平時作業及網路討論 50%

 期中考 20 %

 期末考 20%

 到校課堂參與 10%

上課 

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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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陽科技大學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 

網路教學課程-教學計畫書 
 

壹、課程基本資料                             （本學期是否為新開設課程：□是 ▓否） 
課程名稱 電子商務 

課程英文名稱 Electronic Commerce 

教學型態 

▓非同步遠距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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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學校：              (2)系所：             

授課教師 

姓名及職稱 
薛夙珍 副教授 

師資來源 ▓專業系所聘任 □通識中心聘任 □以上合聘 □其他 

開課單位名稱    資訊  學院     資訊管理   系/所 

課程學制 

■學士班(□二年制日間  □二年制進修  ■四年制日間  □四年制進修 )  

□碩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 □博士班 

□其他，說明：                                       

部別 ■日間部    □進修部（夜間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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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部校定 
□教育部定 

□校定 □院定 □所定 ■系定 □其他，說明：                          

開課期限 

(授課學期數) 
■一學期(半年)  □二學期(全年)  □其他 

選課別 □必修  ■選修  □其他 

學分數 3 

每週上課時數 18 

開課班級數 校內(開課班級)： 2   班，校外(非開課班級)    班 

預計 

總修課人數 
校內(開課班級)： 40   人，校外(非開課班級)  5  人 ，總人數：45  人 

全英語教學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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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課程平台網址 
（非同步教學必

填） 

■ http://moodle.cyut.edu.tw/  ■其他，說明： lms.ctl.cyut.edu.tw 

教學計畫大綱

檔案連結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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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陽科技大學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 

網路教學課程-教學計畫 
貳、課程教學計畫 

教學目標 
本課程目的在介紹電子商務的理論及實務應用，協助學生熟悉電子商務領域各項重

要議題並了解資訊科技是如何應用在電子商務的環境中。 

適合 

修習對象 
對電子商務有興趣的大學生 

課程 

內容大綱 

（請填寫每週次的授課內容及授課方式） 

週次 授課內容 授課方式 

1 本學期課程說明 ■面授 

2 電子商務的簡介-基本概念與流程 ■面授 □遠距教學 

3 電子商務的簡介-策略發展與商業模式 □面授 ■遠距教學 

4 電子商務的經營模式-B2C □面授 ■遠距教學 

5 電子商務的經營模式-C2C □面授 ■遠距教學 

6 電子商務的經營模式-B2B □面授 ■遠距教學 

7 企業電子化 □面授 ■遠距教學 

8 期中考前複習 ■面授 □遠距教學 

9 期中考 ■面授 □遠距教學 

10 網路行銷（I） □面授 ■遠距教學 

11 網路行銷（II） □面授 ■遠距教學 

12 網路廣告 □面授 ■遠距教學 

13 案例討論與學習檢視 ■面授 □遠距教學 

14 電子商務安全 □面授 ■遠距教學 

15 電子商務付款 □面授 ■遠距教學 

16 新世代 EC □面授 ■遠距教學 

17 期末考總複習 ■面授 □遠距教學 

18 期末考 ■面授 □遠距教學 
 

（有包含者請選取，可複選） 

■ 1.提供線上課程主要及補充教材 

■ 2.線上線上非同步教學，週數： 11 週，總時數： 33 小時 

■ 3.線上教師或線上助教 

■ 4.提供面授教學，週數： 7 週，總時數： 21小時 

□ 5.提供線上同步教學，週數：    週，總時數：    小時 

□ 6.其它，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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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課程教學計畫 

學習 

管理系統 

呈現內容是否包含以下角色及功能 
（有包含者請選取，可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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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師生互動 

討論方式 

1.教師時間(Office Hour)： (二)5-6   (四)3-4              

2.教師 E-mail 信箱：schsueh@cyut.edu.tw                  

3.辦公室地點及校內分機： T2-914-1  分機：4231           

4.助教連絡方式：                                       

5.教師提供  25  個主題供學生進入討論區討論，且能適時回應學生的問題，並

提供良好回饋，預計全學期參與討論學生共有  600  人次。(附註：每個討論

主題應有 50%以上之修課學生參與) 

6.其他：                                               

作業 

繳交方式 

（有包含者請選取，可複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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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本測驗              

成績 

評量方式 

 平時作業及網路討論 50% 

 期中考 20 % 

 期末考 20% 

 到校課堂參與 10% 

上課 

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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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陽科技大學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 

網路教學課程-教學計畫書 
 

壹、課程基本資料                             （本學期是否為新開設課程：□是 ■否） 
課程名稱 管理學 

課程英文名稱 Management 

教學型態 

■非同步遠距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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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學校：              (2)系所：             

授課教師 

姓名及職稱 
鄭秀華 助理教授 

師資來源 ■專業系所聘任 □通識中心聘任 □以上合聘 □其他 

開課單位名稱          資訊          學院      資訊管理           系/所 

課程學制 

■學士班(□二年制日間  □二年制進修  □四年制日間  ■四年制進修 )  

□碩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 □博士班 

□其他，說明：                                       

部別 □日間部    ■進修部（夜間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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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部校定 
□教育部定 

□校定 □院定 □所定 ■系定 □其他，說明：                          

開課期限 
(授課學期數) 

■一學期(半年)  □二學期(全年)  □其他 

選課別 ■必修  □選修  □其他 

學分數 3 

每週上課時數 3 

開課班級數 校內(開課班級)：  1  班，校外(非開課班級)    班 

預計 

總修課人數 
校內(開課班級)：  55  人，校外(非開課班級)  5 人 ，總人數：  60  人 

全英語教學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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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課程平台網址 
（非同步教學必

填） 

 http://moodle.cyut.edu.tw/  □其他，說明：                      

教學計畫大綱

檔案連結網址 
http://www.cyut.edu.tw/~hhc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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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陽科技大學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 

網路教學課程-教學計畫書 
 

貳、課程教學計畫 

教學目標 

1. 知識：使學生瞭解管理學基礎理論與相關管理實務 2. 技能：能進行簡單的

分析與比較決策方案 3. 態度：使學生建立自主學習的態度 4. 其他：為後續

管理相關課程之基礎 
適合 

修習對象 
資訊管理系大一學生 

課程 

內容大綱 

（請填寫每週次的授課內容及授課方式） 

週次 授課內容 授課方式 

1 本學期課程說明 ■面授 

2 管理者與管理 ■面授 □遠距教學 

3 管理思想的演進 □面授 ■遠距教學 

4 管理者特質與組織文化 □面授 ■遠距教學 

5 全球環境中的管理 ■面授 □遠距教學 

6 倫理與社會責任 □面授 ■遠距教學 

7 決策制定 (1) □面授 ■遠距教學 

8 決策制定 (2) ■面授 □遠距教學 

9 規劃 (1) □面授 ■遠距教學 

10 規劃 (2)  □面授 ■遠距教學 

11 策略 ■面授 □遠距教學 

12 控制 □面授 ■遠距教學 

13 組織結構 (1) ■面授 □遠距教學 

14 組織結構 (2) □面授 ■遠距教學 

15 期末考 ■面授 □遠距教學 

16 領導與激勵 □面授 ■遠距教學 

17 期末報告 (1) ■面授 □遠距教學 

18 期末報告 (2) ■面授 □遠距教學 
 

教學方式 

（有包含者請選取，可複選） 

■ 1.提供線上課程主要及補充教材 

■ 2.線上線上非同步教學，週數：  9  週，總時數：  27  小時 

■ 3.線上教師或線上助教 

■ 4.提供面授教學，週數： 9  週，總時數：  27  小時 

□ 5.提供線上同步教學，週數：    週，總時數：    小時 

□ 6.其它，說明：                                        

(附註：依據本校遠距教學實施辦法，每一科目授課時數需達二分之一以上以遠距 

教學方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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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課程教學計畫 

學習 

管理系統 

呈現內容是否包含以下角色及功能 
（有包含者請選取，可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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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師生互動 

討論方式 

1.教師時間(Office Hour)：    星期二 5-6 堂               

2.教師 E-mail 信箱：  hhcheng@cyut.edu.tw                

3.辦公室地點及校內分機：     L-726 #7834               

4.助教連絡方式：                                       

5.教師提供   10  個主題供學生進入討論區討論，且能適時回應學生的問題，並

提供良好回饋，預計全學期參與討論學生共有   400   人次。(附註：每個討

論主題應有 50%以上之修課學生參與) 

6.其他：                                               

作業 

繳交方式 

（有包含者請選取，可複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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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績 

評量方式 
線上作業、討論與測驗 50%、期末考 20%、期末報告 20%、到校課堂參與 10% 

上課 

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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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陽科技大學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 

網路教學課程-教學計畫書 
 

壹、課程基本資料                             （本學期是否為新開設課程：□是 否） 
課程名稱 資訊倫理 

課程英文名稱  Information Ethics 

教學型態 

非同步遠距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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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學校：              (2)系所：             

授課教師 

姓名及職稱 
羅有隆副教授 

師資來源 專業系所聘任 □通識中心聘任 □以上合聘 □其他 

開課單位名稱   資訊    學院  資訊管理        系/所 

課程學制 

學士班(□二年制日間  □二年制進修  □四年制日間  四年制進修 )  

□碩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 □博士班 

□其他，說明：                                       

部別 □日間部    進修部（夜間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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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部校定 
□教育部定 

□校定 □院定 □所定 系定 □其他，說明：                          

開課期限 
(授課學期數) 

一學期(半年)  □二學期(全年)  □其他 

選課別 必修  □選修  □其他 

學分數  2 

每週上課時數  2 

開課班級數 校內(開課班級)： 1  班，校外(非開課班級)    班 

預計 

總修課人數 
校內(開課班級)：  50  人，校外(非開課班級)  10  人 ，總人數： 60 人 

全英語教學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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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課程平台網址 
（非同步教學必

填） 

 http://lms.ctl.cyut.edu.tw/  □其他，說明：                      

教學計畫大綱

檔案連結網址 
 https://admin.cyut.edu.tw/crsinfo/ 

20

http://lms.ctl.cyut.edu.tw/


朝陽科技大學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 

網路教學課程-教學計畫書 
 

貳、課程教學計畫 

教學目標 
在這門課裡，我們將以倫理的角度來探討，隨著資訊科技不斷的發展與廣泛應用，

所衍生出的問題。引導學生對於電腦與網路的使用，有正確的觀念。 
適合 

修習對象 
進修部資管系四技三年級或對資訊倫理有興趣之他系同學 

課程 

內容大綱 

（請填寫每週次的授課內容及授課方式） 

週次 授課內容 授課方式 

1 本學期課程說明 面授 

2 資訊科技對社會的衝擊 面授 □遠距教學 

3 道德、倫理與法律 □面授 遠距教學 

4 資訊倫理相關影片欣賞&心得報告撰寫(一) □面授 遠距教學 

5 資訊倫理、資訊隱私 □面授 遠距教學 

6 議題討論(一)─資訊隱私 □面授 遠距教學 

7 個人資料保護 □面授 遠距教學 

8 線上即時討論與 Q&A □面授 遠距教學 

9 期中考 面授 □遠距教學 

10 資訊隱私相關影片欣賞&心得報告撰寫(二) □面授 遠距教學 

11 智慧財產權 □面授 遠距教學 

12 議題討論(二)─智慧財產權 □面授 遠距教學 

13 資訊安全 □面授 遠距教學 

14 資訊安全相關影片欣賞&心得報告撰寫(三) □面授 遠距教學 

15 網路犯罪 □面授 遠距教學 

16 議題討論(三)─網路犯罪 □面授 遠距教學 

17 網路禮節 □面授 遠距教學 

18 期末考 面授 □遠距教學 
 

教學方式 

（有包含者請選取，可複選） 

 1.提供線上課程主要及補充教材 

 2.線上線上非同步教學，週數：  13  週，總時數：  26  小時 

 3.線上教師或線上助教 

 4.提供面授教學，週數： 4  週，總時數：  8  小時 

 5.提供線上同步教學，週數：  1  週，總時數：  2  小時 

□ 6.其它，說明：                                        

(附註：依據本校遠距教學實施辦法，每一科目授課時數需達二分之一以上以遠距 

教學方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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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課程教學計畫 

學習 

管理系統 

呈現內容是否包含以下角色及功能 
（有包含者請選取，可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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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師生互動 

討論方式 

1.教師時間(Office Hour)：  二 34、四 34                         

2.教師 E-mail 信箱：     yllo@cyut.edu.tw              

3.辦公室地點及校內分機：     T2-1029 / 分機 4274       

4.助教連絡方式：     待公佈                          

5.教師提供  3  個主題供學生進入討論區討論，且能適時回應學生的問題，並提

供良好回饋，預計全學期參與討論學生共有  150  人次。(附註：每個討論主

題應有 50%以上之修課學生參與) 

6.其他：    線上即時 Q&A                      

作業 

繳交方式 

（有包含者請選取，可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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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績 

評量方式 

1. 特定議題線上討論三次，參與討論與文章發表(內容與篇數，30%) 

2. 心得報告(三次、30%) 

3. 期中考(20%) 

4.期末考(20%) 

上課 

注意事項 
確實依照進度研讀課程資料、參與討論、以及心得報告繳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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