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0 學年度下學期 管理學院『微學分課程』 暨 『整合課程』規劃表 
週

次 
日期 微學分課程/0.5學分 

整合課程/3學分 

開學第一週 2/24開始上課 

1 開學週(2/21) 

星期四 

上午 234 

============= 

  

課程名稱： 

東南亞文化與 

語言 

(曾貝莉/業師) 

課程屬性： 

講授/業師協同 

星期四 

上午 234 

  

課程名稱： 

斜槓青年的

大學社會責

任 

(林哲宏/業

師) 

課程屬性： 

講授/業師

協同/實作/

參訪 

星期四 

下午 678 

============= 

  

課程名稱： 

泰語會話 

(李龍雨(應用外

語系老師)/業師) 

課程屬性： 

講授/業師協同 

2 0303 
課程名稱：元宇宙概念及應

用 Meta verse 

Concept And 

Application 

授課老師：戴志璁/業師 

課程主題： 

 元宇宙概念介紹 

 元宇宙的產業發展與應

用 

 我的元宇宙世界 

課程屬性：講授/業師協同/

小組討論 

課程名稱：3D直播輕鬆學 

3D live streaming easy to 

learn 

授課老師：黃勇富/劉紹傑 

課程主題： 

 3D直播開箱術 

 3D直播佈置術 

 3D直播 SHOW 

課程屬性: 業師協同/講授/

實作 

 

課程名稱：生活中的任意門 

Arbitrary Door 

In Life 

授課老師：胡琬珮 

課程主題： 

 情緒溝通以及轉化情緒

是生活中角色變化的關

鍵任意門 

 情緒對了，態度就跟

上，透過換位思考變身

為人見人愛 

 生活中的魔法奇招，例

如溫故知新&吸星大法&

面面俱到 

課程屬性：講授/業師協同 

 

 

課程名稱：便利商店之智慧

零售  

Smart Retailing 

of Convenience 

Store 

授課老師：高子原/歐陽嘉駿 

課程主題： 

 RFID 

 QR Code 

 人臉辨識 

課程屬性：業師協同/講授/

參訪 

3 0310 

4 0317 

5 0324  

課程名稱：環境永續與治理 

Environment, 

Social And 

Governance 

授課老師： 戴志璁/業師 

課程主題： 

 ESG概念介紹 

 ESG與產業發展 

 ESG評估指標 

課程屬性：講授/業師協同/

小組討論 

 

課程名稱：手縫皮件 

DIY Hand-Made 

Leather Goods 

授課老師：回怡雯/林思妤 

人數限制：50人 

課程主題： 

 皮革製品的特色與手縫

技巧 

 特色手縫小物製作(一) 

 特色手縫小物製作(二) 

課程屬性：業師協同/實作/

講授 

課程名稱：任我行秘笈   

The secret to Let Me Do 

Whatever I Want 

授課老師：胡琬珮 

課程主題： 

 理性中合理耍點任性，

活出自我，不為人知的

祕密為何？ 

 我不是學霸，但我活得

精彩又快樂，不為人知

的秘笈為何？ 

 為何老闆/同事/合作伙伴

等利害關係人對我又愛

又恨/愛恨交加 

課程屬性：講授/業師協同 

 

課程名稱：天下武功惟快不

破-外匯交易操

作 

授課老師：廖梓棋/周建志 

課程主題： 

 外匯市場升貶因素 

 美國個股與國際指數關

係 

 外匯交易案例分析 

課程屬性: 業師協同/講授/

小組討論/上機網路實作 

6 0331 

7 0407 

8 0414 

 

課程名稱：樂活人生三部曲  

A Trilogy Of 

Lifestyles Of 

LOHAS 

授課老師：戴志璁/業師 

課程主題： 

 身體健康與樂活 

 心理成長與樂活 

 靈動探索與樂活 

課程屬性：講授/業師協同/

小組 討論 

 

課程名稱：個性化飾品實作

Personalized 

Jewelry DIY 

授課老師：回怡雯/林思妤 

人數限制：50人 

課程主題： 

 色彩搭配的技巧與實作 

 個性化手鍊創作 

 特色生活小物創作 

課程屬性:業師協同/實作/講

授 

 

課程名稱：成為記憶力達人 

To Be A Memory 

Expert 

授課老師：蔡政宏/業師 

課程主題： 

 記憶力包含哪些內容? 

 如何運用邏輯強化記憶

力? 

 讓記憶力提高你的價值 

課程屬性：業師協同/講授/

小組討論/實作 

 

課程名稱：懂你的機器人理

財 

授課老師：鄭憲超/周建志 

課程主題： 

 機器人資產配置的建議

能信嗎？ 

 機器人威脅到你的未

來！ 

 如何打造安穩退休金 

課程屬性:業師協同/講授/小

組討論/上機網路實作 

9 0421 

10 0428 

11 0505 

 

課程名稱：Fun 輕鬆-彩色

人生靠紓壓  

Relaxed Life, 

Colorful Life 

授課老師：(黃佩文/張美玫) 

課程主題： 

 壓力管理:壓力來自於哪

裡? 正視自己的壓力

源。 

 紓壓技巧介紹:芳療紓壓

介紹與實作 

 紓壓技巧介紹:按摩舒壓

介紹與實作 

課程屬性：講授/業師協同/

實作 

 

課程名稱：刻板印像-掌上

型雷雕機實作體

驗 Experience 

laser engraving 

by Cubiio 

上課教室：18-B105 

人數限制：30人 

授課老師：曾美萍 

課程主題： 

 雷射雕刻的原理和特性 

 手繪雕刻體驗 

 圖像雕刻體驗 

課程屬性：講授/實作 

 

課程名稱：成為生活與職場

應對達人  

To Be An Expert 

In Life And 

Workplace 

授課老師：蔡政宏/業師 

課程主題： 

 生活與職場面面觀 

 生活與職場應對的重要

性 

 生活與職場應對實務操

作練習 

課程屬性：業師協同/講授/

小組 

討論/實作 

 

課程名稱：看漫畫學敏捷專

案管理  

Read Manga To 

Learn Agile 

Project 

Management 

授課老師：馬維銘/業師 

課程主題： 

 Persona人物誌/自組織團

隊/僕人式領導 

 資訊看板/規劃樸克牌/玩

樂高積木遊戲 

 價值流程圖/敏捷教練/洞

穴與共處一室辦公 

課程屬性：業師協同/實作/

講授 

12 0512 

13 0519 

14 0526 

 

課程名稱：彩色餐盤,彩色人

生 Colorful Plate, 

Colorful Life 

授課老師：黃佩文/蔡孟均 

課程主題： 

 飲食是人生的根本: 正視

飲食與健康的關係 

 增肌減脂動起來 

 動滋人生 

課程屬性：講授/業師協同/

實作 

 

課程名稱：創意小夜燈實作

-雷雕的應用      

Night Light-

Application of 

Laser Engraving 

And Cutting 

上課教室 18-0305 

人數限制：40人 

授課老師：曾美萍/顏大任 

課程主題： 

 小夜燈構圖與設計 

 電腦繪圖 

 雷雕效果設定與實作 

課程屬性：實作/業師協同 

 

課程名稱：成為自媒體與網

路社群達人 

To Be an Expert On Self-

Media And 

Online 

Communities 

授課老師：蔡政宏/業師 

課程主題： 

 自媒體與網路社群的發

展趨勢 

 網路與自媒體分析與佈

局技巧 

 自媒體與網路社群實務

操作 

課程屬性：業師協同/講授/

小組討論/實作 

 

課程名稱：是金耶!GA 網站

分析我也會!  

It's True! I Can 

Analyze A 

Website By 

Google 

Analytics! 

授課老師：馬維銘/業師 

課程主題： 

 Google Analytics 入門簡

介與實作 

 給新手的圖解懶人包解

說與演練 

 追蹤網站流量及顧客行

為實作 

課程屬性：業師協同/實作/

講授 

15 0602 

16 0609 

17 0616 

062 
自主學習成果發表(二) 40UMP20 

18 

勾選規定：1. 整合課程為整學期 18 週/3 學分；微學分課程以 3 週(9 小時)/0.5 學分為一個課程單元。學生可自主選課。2. 每一位同學每一學期至多可選 5 門微學分課程，但是為避

免衝堂，橫向時段至多只能選擇一門。3. 選修整合課程/微學分課程需配合本校預選作業時程和選課辦法之相關規定。4. 學生到課點名/成績登錄與一般課程均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