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空中大學 108 學年度上學期期中(末)考試時間表
期中考 108 年 11月 02 日
期末考 109 年 01月 04 日

時間

期中考 108 年 11 月 03 日
期末考 109 年 01 月 05 日

時間

(星期六)

【高雄地區】

(星期日)
□11.中國文化概論 (3學分)【人文】
□36.社會團體工作 (3學分)【社科】
□38.社會福利行政 (3學分)【社科】
第一節 □49.國際行銷學 (3學分)【商學（管資）】(坊間書)
08:30 □54.不動產投資與實務 (3學分)【商學（管資）】
|
□62.當代治理新趨勢 (3學分)【公行】
09:40 □68.青少年心理與輔導 (3學分)【生科（社科）】
□82.創業管理 (3學分)【管資（商學）】(坊間書)
□93.行動網頁製作與應用 (3學分)【管資】(無教科書) (上機6次)
□12.宋史 (3學分)【人文】
□20.英文文選 (3學分)【人文】
第二節 □29.心理學 (3學分)【社科（公行、生科）】(坊間書)
10:00 □48.連鎖經營實務 (3學分)【商學（管資）】
|
□50.會計學 (3學分)【商學（管資）】
11:10 □61.各國人事制度 (3學分)【公行】
□67.食品營養與健康 (3學分)【生科】
□83.門市服務與管理 (3學分)【管資（商學）】(坊間書)
□94.財務管理 (3學分)【管資（商學）】(坊間書)
□04.大師系列講座：社會與自然篇 (2學分)【通識（共同）】(無教科書) 《網路面

◎面授日期暫定如下：
108/10/06、10/20、11/24、12/22(星期日)
◎網路面授日期(108/公告)：
空大首頁→在校生→跨中心網路面授→科目下方則有上課日期、時間及老師；上
課的錄影檔會放在數位學習平台(如果同學視訊面授當天請假，請於3-5天後再至
數位學習平台觀看。)
◎採網路面授之科目(週一至週五晚間)，於上課時會錄影存檔，並放置於學校的
錄影播放平台中，其間可能會錄到同學的影像及相關資訊，如同學選課即同意上
課全程錄影。

「電子計算機概論(一)」→（週六）實習時數：4小時，實習費：400元

（週六）實習時數：12小時，實習費：800
「行動網頁製作與應用」
「生活中的資訊安全」
※電腦實習課程實習時間：周六日間 08：30～17：00，電腦實習課程在高雄
中心電腦教室上課。如中心選課人數不足10人時，採電腦實習科目雲端教學
（周一至周五晚間19：00～20：50）
※「行動網頁製作與應用」、「生活中的資訊安全」，期中考採隨班評量，
由面授老師全權負責；期末考全校統一考試，並安排補考日期，請詳閱該課
程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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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安定與苦悶：冷戰時期的台灣（1949～1971） (2學分)【人文】 網路面授
第三節 □16.生活日語 (2學分)【人文】
11:30
|
12:40

□39.工作心理學 (3學分)【社科】
□40.成人學習與教學 (3學分)【社科】
□51.行銷企劃 (3學分)【商學（管資）】(坊間書)
□56.效能政府與公共服務 (3學分)【公行】(無教科書)
□69.環境教育與解說 (3學分)【生科】
□73.殯葬政策與法規 (2學分)【生科】
□95.網路拍賣與團購管理 (3學分)【管資】(無教科書)

面授班
面授班
面授班
面授班
網路面授

面授班
網路面授

面授班

開班狀況

□07.傳藝臺灣 (2學分)【通識（共同）】(無教科書)
□18.色彩創意與生活 (3學分)【人文】
第四節 □22.社會心理學 (3學分)【社科（生科）】(坊間書)
13:30 □42.中華民國憲法 (3學分)【社科】
|
□52.金融服務行銷 (3學分)【商學（管資）】(坊間書)
14:40 □59.公共政策 (3學分)【公行（社科）】
□76.休閒活動設計 (2學分)【生科】
□84.餐飲連鎖加盟管理 (3學分)【管資（商學）】(坊間書)
□89.社會企業經營管理 (3學分)【管資（商學）】(坊間書)
□06.生活中的資訊安全 (3學分)【通識（共同）】(無教科書) (上機6次)
第五節
15:00
|
16:10

□09.武俠小說概論 (3學分)【人文】
□15.藝術鑑賞 (2學分)【人文（生科）】
□34.智慧財產權法 (3學分)【社科（管資）】
□47.商業簡報理論與實務 (3學分)【商學（管資）】
□60.組織變革管理與技術 (3學分)【公行】
□71.家庭危機與管理 (3學分)【生科】
□72.慶典創意與設計 (2學分)【生科】
□86.電子計算機概論(一) (3學分)【管資（商學、公行）】(實習)

□92.服務業經營管理 (3學分)【管資（商學）】
□03.實用英文 (3學分)【通識（共同）】
□21.公共電視制度 (3學分)【人文】
第六節 □33.生涯規劃與發展 (2學分)【社科（生科）】
16:30 □35.親職教育 (2學分)【社科（生科）】
|
□53.職場個人魅力經營 (3學分)【商學（管資）】
17:40 □55.地方政府與政治 (3學分)【公行】
□74.嬰幼兒健康照護與活動設計 (3學分)【生科】
□79.高齡者活動評估與設計 (2學分)【生科】
□80.大數據戰略－各行業應用 (3學分)【管資】(坊間書)
□88.資訊安全 (3學分)【管資】《網路面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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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國文文選 (3學分)【通識（共同）】
□14.宗教、哲學與生命 (3學分)【人文】
第四節 □23.刑法總則 (3學分)【社科（公行）】
13:30 □37.社會工作概論 (3學分)【社科】
網路面授
|
□45.統計學 (3學分)【商學（管資）】
網路面授 14:40 □57.行政法基本理論 (3學分)【公行（社科）】
面授班
□70.家庭教育方案規劃 (3學分)【生科】
網路面授
□78.殯葬會場規劃與設計 (2學分)【生科】
網路面授
□85.管理會計學 (3學分)【管資（商學）】
□90.電子商務導論 (3學分)【管資】(坊間書)
□05.生活、科技與法律 (2學分)【通識（共同）】(無教科書)
網路面授
□13.台灣民間信仰 (2學分)【人文】
網路面授 第五節 □17.初階英語 (2學分)【人文】
面授班
15:00 □31.社會個案工作 (3學分)【社科】
面授班
|
□32.創造與生活 (2學分)【社科】
網路面授 16:10 □43.理財規劃與實務 (3學分)【商學（管資）】
面授班
□58.行政學(上) (3學分)【公行】
網路面授
□66.殯葬衛生 (2學分)【生科】參選課注意事項第14頁說明6
網路面授
□75.婚姻與家人關係 (3學分)【生科】
面授班
□91.顧客關係管理實務 (3學分)【管資】(坊間書)
面授班
□01.健康管理 (3學分)【通識（共同）】
網路面授
□19.媒體素養 (3學分)【人文】
面授班 第六節 □30.社會工作研究法 (3學分)【社科】
面授班
16:30 □41.法學緒論 (2學分)【社科（公行）】
面授班
|
□44.國際金融與匯兌 (3學分)【商學（管資）】
網路面授 17:40 □46.個人行銷與形象管理 (3學分)【商學（公行、管資）】
面授班
□63.行政中立 (3學分)【公行】(無教科書)
面授班
□77.女性休閒 (2學分)【生科】
網路面授
□87.電腦網路 (3學分)【管資】
電腦實習

網路面授

※本表請搭配108上選課注意事項一同參閱，如有異動請以學校最新公告為主。
※上述所有課程(除標示註記《網路面授》者外)，各中心選課人數未達10 人者，採網路面授，選課時請審慎考慮，如該科無法開設實體教室面授而需編為網路面授班
，

全遠距課程（無實體面授）（含於5科上限內） 面授、考試由視訊面授老師全權負責
□10.英文名著閱讀：Being Mortal (2學分)【人文】《請詳閱選課注意事項附錄三
□65.諮商實務與運用 (3學分)【生科】《請詳閱選課注意事項附錄三，開班人數：15人》
，
開班人數：15人》 (2學分)【管資】《請詳閱選課注意事項附錄三，開班人
□81.生活中的資料科學
數：15人》

微學分課程（無實體面授） 每學期至多選2科；面授、考試由視訊面授老師全權負責
□24.法學德文（三） (1學分)【社科】《請詳閱選課注意事項附錄四，開班人數：15
人》

□26.法學德文（四） (1學分)【社科】《請詳閱選課注意事項附錄四，開班人數：15
人》

□25.兒童創造性學習 (1學分)【社科】《請詳閱選課注意事項附錄四，開班人數：1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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