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

號
科目名稱

學

分

大學部適用

開設科系(採計學系)
專科部適用
課程類別

教材

型態

續新

修訂
備註

1 民主與法治 3 通識教育中心(共同課程) 校共同 語音 續開 核心通識

2 生活美學 3 通識教育中心(共同課程) 校共同 網頁 續開 核心通識；無教科書

3 日本語文與文化 3 通識教育中心(共同課程) 相關選修  語音 續開 基礎通識

4 人魚線研究院 2 通識教育中心(共同課程) 相關選修  網頁 續開 核心通識；無教科書

5 對聯的文學趣味 3 通識教育中心(共同課程) 校共同 網頁 續開 基礎通識；有字幕

6 空大數位學習環境的操作與應用 1 通識教育中心(共同課程) 校共同 網頁 續開
基礎通識領域；微學分(無實體面授)；請詳閱附
錄五；無教科書；有字幕

7 多元性別平等教育～性別知多少 1 通識教育中心(共同課程) 校共同 網頁 續開
核心通識；微學分(無實體面授)；請詳閱附錄
五；無教科書

8 資訊科技與學習 3 通識教育中心(共同課程) 校共同 網頁 續開 基礎通識；無教科書

9 從閱讀學文化 2 人文學系 相關選修  網頁 新開 全遠距(無實體面授)；選課時請詳閱附錄四；自編教材

10 西遊記 3 人文學系 相關選修  網頁 新開

11 思想的魔術花園─悖論與難題 3 人文學系 相關選修  網頁 新開

12 透過日本文學學日語 2 人文學系 相關選修  網頁 新開

13 你就是媒體 2 人文學系 相關選修  網頁 新開 全遠距(無實體面授)；選課時請詳閱附錄四；自編教材

14 台灣開發史 2 人文學系 相關選修  影音 續開

15 十九、二十世紀歐洲史 2 人文學系 相關選修  語音 續開

16 佛學與人生 3 人文學系 相關選修  語音 續開

17 視覺傳播 3 人文學系 相關選修  影音 續開

18 數位傳播概論 3 人文學系 相關選修  影音 續開

19 藝術鑑賞 2 人文學系(生活科學系) 相關選修  影音 續開

20 中階英語 2 人文學系 相關選修  網頁 續開

21 日文(二) 3 人文學系 相關選修  語音 續開

22 成人學習障礙 3 社會科學系 相關選修  網頁 新開

23 民法（身分法篇：親屬、繼承） 2
社會科學系(商學系、公共行政學

系)
相關選修  網頁 新開

24 教學方法實務演練 3 社會科學系 相關選修  其他 新開 全遠距(無實體面授)；選課時請詳閱附錄四；自編教材

【附錄一】111.12.1修正 國立空中大學暨附設專科部111學年度下學期課程開設科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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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科目名稱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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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部適用

開設科系(採計學系)
專科部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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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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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新

修訂
備註

25 行政法 3 社會科學系(公共行政學系) 社福科專修  語音 修訂

26 中華民國憲法 3 社會科學系 相關選修  語音 修訂

27 刑法總則 3 社會科學系(公共行政學系) 相關選修  網頁 修訂

28 發展心理學 3 社會科學系(生活科學系) 社福科專修  網頁 續開

29 成人心理衛生 2 社會科學系(生活科學系) 相關選修  語音 續開

30 人類學習與認知 2 社會科學系(生活科學系) 相關選修  網頁 續開

31 生命教育 3 社會科學系 社福科專修  網頁 續開

32 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 3 社會科學系 社福科專修  網頁 續開

33 家庭社會工作 3 社會科學系 社福科專修  網頁 續開

34 方案設計與評估 3 社會科學系 社福科專修  網頁 續開

35 社會福利概論 3 社會科學系 社福科專修  語音 續開

36 樂齡生涯學習 3 社會科學系(生活科學系) 相關選修  網頁 續開

37 長期照顧概論 3 社會科學系 社福科專修  網頁 續開

38 愛情心理學 3 社會科學系 相關選修  網頁 續開 無教科書

39 教育心理學 3 社會科學系(生活科學系) 相關選修  網頁 續開

40 教育社會學 3 社會科學系 相關選修  網頁 續開 有字幕

41 生命成長與美好生活 3 社會科學系 相關選修  網頁 續開 無教科書

42 智慧生活與法律 3 社會科學系(公共行政學系) 相關選修  影音 續開 無教科書

43 產業經濟學 3 商學系(管理與資訊學系) 綜商科專修  網頁 新開 坊間書

44 不動產估價 3 商學系(管理與資訊學系) 綜商科專修  網頁 新開 坊間書

45 商用數學 3 商學系(管理與資訊學系) 綜商科專修  影音 續開

46 專案企劃之理論與實務 3 商學系(管理與資訊學系)
社福科專修 

綜商科專修 
語音 續開

47 家族企業管理 3 商學系(管理與資訊學系)
綜商科專修

殯葬分組選修 
語音 續開

48 廣告學原理 3 商學系(管理與資訊學系) 綜商科專修  網頁 續開 有字幕；坊間書

49 投資理論與分析 3 商學系(管理與資訊學系) 綜商科專修  網頁 續開 坊間書

50 總體經濟學 3
商學系(社會科學系,管理與資訊學

系)
綜商科專修  網頁 續開

51 貨幣銀行學 3 商學系(管理與資訊學系) 綜商科專修  網頁 續開 坊間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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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名稱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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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部適用

開設科系(採計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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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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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52 行銷企劃 3 商學系(管理與資訊學系) 綜商科專修  網頁 續開 坊間書

53 金融服務行銷 3 商學系(管理與資訊學系) 綜商科專修  網頁 續開 坊間書

54 證券市場與交易實務 3 商學系(管理與資訊學系) 綜商科專修  網頁 續開 坊間書

55 時尚經營管理 3 商學系(管理與資訊學系) 綜商科專修  語音 續開

56 貿易證照檢定實務 3 商學系(管理與資訊學系) 綜商科專修  網頁 續開

57 商用統計學 3 商學系(管理與資訊學系) 綜商科專修  網頁 續開 坊間書

58 政府財務與預算 3 公共行政學系 行管科專修 影音 修訂

59 行政組織與救濟法 3 公共行政學系(社會科學系) 行管科專修 語音 續開

60 行政學(下) 3 公共行政學系
社福科專修 

行管科專修
網頁 續開

61 公共治理 3 公共行政學系 行管科專修 網頁 續開

62 政策執行與評估 3 公共行政學系 行管科專修 影音語音 續開

63 政府危機管理 3 公共行政學系 行管科專修 網頁 續開

64 薪資制度與管理 3 公共行政學系 行管科專修 網頁 續開

65 人力資源發展 3 公共行政學系(管理與資訊學系) 行管科專修 網頁 續開

66 考銓制度 3 公共行政學系 行管科專修 網頁 續開 有字幕；坊間書

67 當代治理新趨勢(二)：理論與個案 3 公共行政學系 行管科專修 語音 續開 有字幕

68 公務倫理的理論與實踐 3 公共行政學系 行管科專修 網頁 續開 有字幕；坊間書

69 政策溝通與行銷 3 公共行政學系 行管科專修 網頁 續開 有字幕；自編教材

70 公民參與社區治理：理論與實踐 3 公共行政學系 行管科專修 網頁 續開 自編教材

71 家庭心理與動力 2 生活科學系 相關選修  網頁 新開

72 銀髮族心理健康 3 生活科學系(社會科學系)
殯葬科共同

慶典科共同 
語音 修訂

73 當代諮商理論 3 生活科學系(社會科學系) 相關選修  語音 續開

74 家庭生態休閒 2 生活科學系 相關選修  影音語音 續開

75 家庭資源與管理 3 生活科學系 慶典分組選修  網頁 續開

76 兒童行為觀察與輔導 3 生活科學系 相關選修  影音語音 續開

77 老人與家庭 3 生活科學系

社福科專修

殯葬分組選修

慶典分組選修 

網頁 續開

78 慶典禮俗 2 生活科學系 慶典分組選修  網頁 續開

12



序

號
科目名稱

學

分

大學部適用

開設科系(採計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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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綠色能源 3 生活科學系 相關選修  網頁 續開

80 休閒活動設計 2 生活科學系 相關選修  網頁 續開

81 幸福學－正向心理學觀點 3 生活科學系(社會科學系)
殯葬科共同

慶典科共同 
網頁 續開

82 托育服務 2 生活科學系 相關選修  網頁 續開

83 遊程規劃 3 生活科學系 相關選修  網頁 續開 坊間書

84 臨終關懷及悲傷輔導 2 生活科學系 殯葬分組選修  語音 續開

85 殯葬文書 2 生活科學系 殯葬分組選修  網頁 續開

86 健康療癒環境規劃 3 生活科學系 相關選修  網頁 續開

87 內部稽核概論 3 管理與資訊學系(商學系) 企資科專修  網頁 新開 坊間書

88 數位創新 3 管理與資訊學系 企資科專修  網頁 新開 坊間書

89 作業系統的理論基礎 3 管理與資訊學系 企資科專修  網頁 新開 全遠距(無實體面授)；選課時請詳閱附錄四；無教科書

90 Python程式設計與實務應用 3 管理與資訊學系 企資科專修  網頁 新開 全遠距(無實體面授)；選課時請詳閱附錄四；無教科書

91 臺灣企業卓越管理實務導論 3 管理與資訊學系(商學系)

企資科專修

殯葬科共同

慶典科共同

網頁 修訂 視訊面授(無實體面授)

92 服務業經營管理 3 管理與資訊學系(商學系) 企資科專修  網頁 修訂

93 Java資料結構與應用 3 管理與資訊學系 企資科專修  網頁 續開 視訊面授(無實體面授)

94 Word專業文件排版 3 管理與資訊學系 企資科專修  網頁 續開 電腦上機8次；無教科書

95 門市服務與管理 3 管理與資訊學系(商學系)

企資科專修

殯葬科共同

慶典科共同

網頁 續開 坊間書

96 新風險管理精要 3 管理與資訊學系(商學系) 企資科專修  網頁 修訂 視訊面授(無實體面授)；坊間書

97 行動網頁製作與應用 3 管理與資訊學系 企資科專修  網頁 續開 電腦上機6次；無教科書

98 巨量資料處理與應用實務 3 管理與資訊學系 企資科專修  網頁 續開

99 金融機構管理 3 管理與資訊學系(商學系) 企資科專修  網頁 續開 坊間書

100 大數據入門 3 管理與資訊學系 企資科專修  網頁 續開 視訊面授(無實體面授)；坊間書

101 新零售時代趨勢 3 管理與資訊學系(商學系) 企資科專修  網頁 續開 視訊面授(無實體面授)；坊間書

102 服務創新個案分析 3 管理與資訊學系 企資科專修  網頁 續開 坊間書

103 遊戲程式設計入門 2 管理與資訊學系 企資科專修  網頁 續開 全遠距(無實體面授)；選課時請詳閱附錄四；無教科書

本表若有更動，請以承辦單位最新公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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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說明： 

一、備註欄：未註明教科書型態者，表示採用本校教科書。 
標明「有字幕」者，表示該科目之「媒體教材有字幕」。 

二、視訊面授錄影檔只限該視訊面授班的同學點閱，另，選擇實體面授者亦不提供點閱，相
關說明請參閱：新生註冊選課注意事項 P.1「三、教學方式、(三)」，或舊生選課注意
事項 P.3「四、選課及面授方式注意事項、(四)」。 

三、每學期選課(含全遠距及多次面授)科目上限 5科；得另外加修微學分課程，科目上限 2科。 
四、全遠距及微學分課程(請參閱附錄四、五)： 

(一)選課人數需達開班標準(請參閱附錄四、五)始得開課，選課未達開班人數者，請辦理
改(退)選。全遠距科目應於 5個科目上限內辦理改選；微學分科目僅限該微學分 2個
科目上限內辦理改選。

(二)期中與期末評量由面授老師自行決定命題考試或繳交報告，不安排全校期中、末考統
一集中考試。

(三)海外生如欲選修「電腦實習」、「全遠距」與「微學分」課程，請衡量所處地域時區差
別、相關設備及網路連線品質是否適合，並配合相關課程「面授日期」、「面授時段」
及「教學方式」學習。 

五、學生選課繳費後，除符合本校「學生註冊繳費後申請退選暨退費作業要點」辦理退費外，
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退選退費。依本作業要點辦理退選（退學）退費者，僅限退選全部
科目。有關繳費事宜另請參閱「多元繳費方式」https://reurl.cc/60rWn6 

六、學分學程課程請至空大首頁－在校生－註冊選課－學分學程專區(https://reurl.cc/xZgDKL)
或各學系網站查閱。 

七、大學部各學系採計學分數有上限，請參閱各系公告規定或教務處網頁-畢業專區-當學期
『各學系採計他學系開設科目一覽表』備註說明或附錄七。 

八、專科部各科開課課程，請參閱附錄廿二課程一覽表。 
九、有關開設課程之教科書版次，請參閱出版中心網頁/最新消息/當學期之教科書定價暨適

用版次資料，網址：https://www2.nou.edu.tw/pd/index.aspx。 
十、閱讀教材路徑與型態：點選「在校生－我的教室－數位學習平臺」 

(一)網頁：在本校首頁（https://www.nou.edu.tw/），提供選修網頁課程的同學，
隨時上網點選學習，這類課程可以呈現文字/音訊/視訊/動畫/圖形與影像等
多媒體的教材內容。

(二)影音：在本校首頁（https://www.nou.edu.tw/），提供選修影音課程的同學，
隨選點播教學內容。

(三)語音：在本校首頁（https://www.nou.edu.tw/），提供選修語音課程的同學，
隨選點播教學內容，另選定部分課程在「教育廣播電臺」廣播網播出。

十一、使用帳號、密碼登入注意事項：同學登入本校所提供之網站服務時，皆使用單一
（同一組）帳號及密碼登入。 

(一)新生及尚未更新帳號資料的同學，請重新設定新密碼並啟用後，方可使用網
站各項服務系統。設定密碼請先連往空大首頁點選在校生－電腦網路支援－
我要修改密碼，內有詳細的帳號、密碼設定及登入操作說明，可以協助同學
順利進行帳號資料的啟用。第一次登入請輸入帳號(即學號)及預設密碼為身
分證字號（身分證字號第一碼英文字母需為大寫），密碼變更設定後，即可以
此組帳號、密碼登入以下系統：
數位學習平臺
教學用 webmail 系統

教務行政資訊系統
留言板

(二)倘若忘記密碼，請至空大首頁點選在校生－電腦網路支援－遺忘密碼，輸入
學號及身分證字號(第一碼為大寫)，進行驗證身分，系統會將安全性代碼以
電子郵件或簡訊傳送。如對帳密登入仍有疑義，請逕洽本校資訊科技中心，
服務專線：(02)22829355 分機 5659。

※每次密碼修改完成，請記得將所有開啟的瀏覽視窗關閉，才可以使用重新設
定的密碼登入系統。

https://reurl.cc/60rWn6
https://reurl.cc/xZgDKL
https://www2.nou.edu.tw/pd/index.asp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