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空中大學  管理與資訊學系  111～114學年度預定開設課程表(依學類分) 1110923 

學

年 

學

期 
企業管理類 財務管理類 綜合管理類 資訊管理類 資訊應用類 資訊專業類 

新 

開 

修 

訂 

續 

開 

合 

計 

111  

暑 
◎問題與個案分析(2N)  ◎中小企業管理(2TV) ◎行動商務與娛樂(2N) ◎生活中的多媒體剪輯與製作

(2N) 
◎雲端與行動生活實務(2N) 0 0 5 5 

上 

◎企業管理(3N) 
◎企業人力資源管理(3N) 

◎財務管理(3N) 
◎管理會計學(3N) 
◎基金管理(3N) 

◎就業服務管理(3N) 
Δ餐飲連鎖加盟管理(3N) 

◎網路拍賣與團購管理(3N) 
◎大數據戰略—各行業應用
(3N) 
◎電子商務導論(3N) 
 

※【區塊鏈入門與應用】(3N) 
 
◎數位攝影與影像處理(3N) 
◎Excel 進階技巧與專業應用實
務(3N) 

◎計算機組織(3N) 
◎【機器學習的原理與應用】
(2N) 
※【資訊安全專業與實務養
成】(3N) 

0 

(2) 

1 12 

(1) 

13 

(3) 

下 

◎門市服務與管理(3N) 
Δ臺灣企業卓越管理實務導論
(3N) 
 

◎金融機構管理(3N) 
◎新風險管理精要(3N) 
※內部稽核概論(3N) 

◎新零售時代趨勢(3N) 
Δ服務業經營管理(3N) 
 

◎大數據入門(3N) 
◎服務創新個案分析(3N) 
※數位創新(3N) 

※【Python 程式設計與實務應
用】(3N) 
◎行動網頁製作與應用(3N) 
◎Word專業文件排版(3N) 
 

◎巨量資料處理與應用實務
(3N) 
◎Java資料結構與應用(3N) 
※【作業系統的理論基礎】
(3N) 
◎【遊戲程式設計入門】(2N) 

2 

(2) 

 

2 10 

(1) 

14 

(3) 

112  

暑 
◎管理與生活(2N) ◎企業財務分析(2N) ◎商業溝通與管理(2N) ◎商業自動化概論(2N) ◎生活中的多媒體剪輯與製作

(2N) 
◎雲端與行動生活實務(2N) 0 0 6 6 

上 

◎企業人力資源管理(3N) 
◎社會企業經營管理(3N) 

◎財務管理(3N) 
◎管理會計學(3N) 
◎基金管理(3N) 

※科技產業分析與管理(3N) 
◎專案管理概論(3N) 

※新媒體行銷(3N) 
◎跨境電子商務(3N) 
◎網路拍賣與團購管理(3N) 

◎電子計算機概論(一)(3N) 
◎多媒體簡報實務(3N) 
◎【區塊鏈入門與應用】(3N) 
 

※★ODF 開放式簡報軟體應用★
(1N) 

◎【資料科學的基礎】(3N) 
◎物件導向系統分析與設計 
(3N)  
※【現代行動與無線通訊】
(3N) 
 

2 

(2) 

0 11 

(2) 

13 

(4) 

下 

Δ現代宅配與物流管理(3N) 
◎門市服務與管理(3N) 

◎金融機構管理(3N) 
◎新風險管理精要(3N) 
◎內部稽核概論(3N) 

◎就業服務管理(3N) 
※策略管理(3N) 

◎數位創新(3N) 
◎資訊管理導論(3N) 
◎電子商務導論(3N) 

◎電子計算機概論(二)(3N) 
◎【Python 程式設計與實務應
用】(3N) 

 ◎Linux 作業系統管理(3N) 
 ◎【Python 與程式設計的運算
思維】(3N) 

1 1 10 

(2) 

12 

(2) 

113 

暑 
◎企業倫理(2R) ※環境社會與治理-ESG(2N) 

 
◎商業溝通與管理(2N) ◎行動商務與娛樂(2N) ◎生活中的多媒體剪輯與製作

(2N) 
◎雲端與行動生活實務(2N) 1 0 5 6 

上 

◎臺灣企業卓越管理實務導論
(3N) 
◎企業管理(3N) 

◎財務管理(3N) 
◎管理會計學(3N) 
◎基金管理(3N) 

◎服務業經營管理(3N) 
◎科技產業分析與管理(3N) 

※知識管理(3N) 
◎新媒體行銷 (3N) 
◎服務創新個案分析(3N) 

※Office 365 應用實務(3N) 
◎【區塊鏈入門與應用】(3N) 
 
 

◎【資料科學的基礎】(3N) 
◎作業系統(3N) 
 

2 0 10 

(2) 

12 

(2) 

下 

※解析作業管理(3N) 
◎現代宅配與物流管理(3N) 
 

◎金融機構管理(3N) 
◎新風險管理精要(3N) 
◎內部稽核概論(3N) 

◎策略管理(3N) 
◎餐飲連鎖加盟管理(3N) 

◎資訊管理導論(3N) 
◎大數據戰略—各行業應用
(3N) 
◎生活中的金融科技服務(3N) 
 

◎【Python 程式設計與實務應
用】(3N) 

◎Office 365 應用實務(3N) 
 

◎【Python與程式設計的運算
思維】(3N) 
◎電腦網路(3N) 

1 0 11 

(2) 

12 

(2) 

114  

暑 
◎管理與生活(2N) ◎環境社會與治理-ESG (2N) ◎中小企業管理(2TV) ◎商業自動化概論(2N) ◎生活中的多媒體剪輯與製作

(2N) 
◎雲端與行動生活實務(2N) 0 0 6 6 

上 

◎解析作業管理(3N) 
◎企業人力資源管理(3N) 

◎財務管理(3N) 
◎管理會計學(3N) 
◎基金管理(3N) 

◎專案管理概論(3N) 
◎服務業經營管理(3N) 

※商業模式概論(3N) 
◎網路拍賣與團購管理(3N) 
◎電子商務導論(3N) 

※物聯網概論與應用(3N) 
 

◎資訊安全(3N) 
◎巨量資料處理與應用實務
(3N) 

2 0 11 13 

下 

※企業成長管理(3N) 
◎臺灣企業卓越管理實務導論
(3N) 
 

◎金融機構管理(3N) 
◎新風險管理精要(3N) 
◎內部稽核概論(3N) 

◎科技產業分析與管理(3N) 
◎策略管理(3N) 

◎數位創新(3N)  
◎大數據入門(3N) 
◎跨境電子商務(3N) 

 ◎【資訊安全專業與實務養
成】(3N)  
◎電腦網路規劃與管理(3N) 
※【人工智慧導論】(3N) 

1 

(1) 

0 10 

(1) 

11 

(2) 

附註：※新開(標已提計畫)  △修訂  ◎續開  □再製續開  基礎課程  專門課程  ★微學分  【全遠距】  標黃色塊為全視訊(無實體面授)  標藍字有電腦實習  標紅底線為學分學程核心課程   

(一)111上開設科目業經本校 110學年度第 3次校課程及教學策劃委員會審議通過(1110419)。 
    111下開設科目業經本校 111學年度第 1次校課程及教學策劃委員會審議通過(1111011)。 
(二)111至 114預定開設課程業經本系 111下學期第 1次系課策會及系務會議通過(1110923)。 
(三)本校因入學不分系，且無畢業年限之限制，為因應時勢快速變遷，符合時代潮流，課程規劃可能有所更動，請同學選課時仍以當學期公告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