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0年度第 3期學分班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推廣教育【學分班】 

課程大綱資料表 

課程名稱 
商業軟體應用與

設計 
上課時間 

110.09.13-111.01.14 

每週一 19:00-21:40 

授課教師 吳純慧 學分數 3學分 

週次 日期 課程大綱 

一 9/13 課程內容介紹、Excel工作環境介紹 

二 9/20 Excel 格式設定 

三 9/27 Excel 基本統計圖表 I：長條圖、橫條圖 

四 10/4 Excel 基本統計圖表 II：圓餅圖、環圈圖 

五 10/11 Excel 進階統計圖表：組合式圖表 

六 10/18 Excel 版面設定與列印 

七 10/25 Excel 函數應用(一)：文字函數 

八 11/1 Excel 函數應用(二)：日期函數 

九 11/8 期中考試 

十 11/15 Excel 函數應用(三)：統計函數 

十一 11/22 Excel 函數應用(四)：邏輯函數 

十二 11/29 Excel 排序、篩選 

十三 12/6 Excel 樞紐分析表 

十四 12/13 Excel資料彙整、資料清理 

十五 12/20 Excel實例應用(一)：銀行逾期放款分析 

十六 12/27 Excel實例應用(二)：銷售訂單統計分析 

十七 1/3 Excel實例應用(三)：產品市場佔有率分析 

十八 1/10 期末考試 

參考教科書 
《Excel 2016 實力養成暨評量》，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

碁峰出版社。 

備註  

 

  

https://www.books.com.tw/web/sys_puballb/books/?pubid=gotop


                                                              110年度第 3期學分班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推廣教育【學分班】 

課程大綱資料表 

課程名稱 投資學 上課時間 
110.09.13-111.01.14 

每週二 19:00-21:40 

授課教師 吳建臺 學分數 3學分 

週次 日期 課程大綱 

一 9/14 投資理論概論 

二 9/21 金融體系簡介 

三 9/28 金融市場的交易機制 

四 10/5 金融商品介紹 

五 10/12 投資組合理論(一)-投資組合的報酬與風險衡量 

六 10/19 投資組合理論(二)-最小變異數投組與投組前緣 

七 10/26 投資組合理論(三)-投資組合的績效評估 

八 11/2 資本資產定價法則(CAPM) 

九 11/9 期中考 

十 11/16 CAPM的估計與應用 

十一 11/23 效率市場假說 

十二 11/30 股價評價模式 

十三 12/7 債券市場介紹 

十四 12/14 債券的收益與利率風險、信用風險與債信評等 

十五 12/21 利率期限結構理論 

十六 12/28 期貨與選擇權介紹(一) 

十七 1/4 期貨與選擇權介紹(二) 

十八 1/11 期末考 

參考教科書 自製講義 

備註  

  



                                                              110年度第 3期學分班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推廣教育【學分班】 

課程大綱資料表 

課程名稱 產業實務分析與創新 上課時間 
110.09.13-111.01.14 

每週三 19:00-21:40 

授課教師 林佑儒 學分數 3學分 

週次 日期 課程大綱 

一 9/15 產業現況分析概論 

二 9/22 產業分析理論與方法 

三 9/29 產業技術預測與前瞻 

四 10/6 科技製造業與服務業分析觀點 

五 10/13 產業結構與價值鏈分析 

六 10/20 科技產業政策 

七 10/27 市場規模推估 

八 11/3 廠商發展策略分析 

九 11/10 期中考 

十 11/17 智慧電網產業創新政策比較 

十一 11/24 電動車產業創新系統與政策分析 

十二 12/1 台灣太陽能光電產業之組合分析 

十三 12/8 半導體 IC設計產業分析 

十四 12/15 LED照明產業之策略研究 

十五 12/22 物聯網服務聯盟策略 

十六 12/29 技術預測與評估 

十七 1/5 廠商發展策略分析 

十八 1/12 期末考 

參考教科書 產業分析與創新 徐作聖 王仁聖等編著 全華出版 

備註  

  



                                                              110年度第 3期學分班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推廣教育【學分班】 

課程大綱資料表 

課程名稱 日文翻譯實務 上課時間 
110.09.13-111.01.14 

每週四 19:00-21:40 

授課教師 阮炳嵐 學分數 3學分 

週次 日期 課程大綱 

一 9/16 日語發音複習(1)：平假名、片假名 

二 9/23 日語發音複習(2)：濁音、半濁音、抝音 

三 9/30 自我介紹 

四 10/7 日本文化介紹 (1)：武士道文化 

五 10/14 形容詞的變化及應用 

六 10/21 代名詞與連體詞的應用 

七 10/28 形容動詞與數量詞的應用 

八 11/4 日本文化介紹 (2)：藝妓文化 

九 11/11 期中考 

十 11/18 副詞與形容詞的過去式 

十一 11/25 好惡、能力、巧拙、有無的助詞應用 

十二 12/2 日本文化介紹 (3)：在日華人文化 

十三 12/9 移動性動詞的應用 

十四 12/16 動詞的ます型 

十五 12/23 他動詞的應用；存在動詞的應用 

十六 12/30 日本文化介紹 (4)：二次大戰歷史文化 

十七 1/6 動詞變化與繼續動詞的應用 

十八 1/13 期末考 

參考教科書 「日本語大丈夫」，第 8版，新文京圖書公司 

備註  

  



                                                              110年度第 3期學分班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推廣教育【學分班】 

課程大綱資料表 

課程名稱 許珮玲 上課時間 
110.09.13-111.01.14 

每週五 19:00-21:40 

授課教師 
Office 2019實用設

計與國際認證 
學分數 3學分 

週次 日期 課程大綱 

一 9/17 Word環境介紹、文字、段落編輯 

二 9/24 Word表格、美工圖案編輯、SmartArt圖形設計 

三 10/1 Word 物件及格式設定、追蹤、超連結設定 

四 10/8 Word電子刊物設計 

五 10/15 Excel環境介紹、格式設定 

六 10/22 Excel工作表設計與編修 

七 10/29 Excel基礎函數介紹 

八 11/5 Excel常用函數介紹 

九 11/12 期中考 

十 11/19 Excel格式化條件運用 

十一 11/26 PowerPoint環境介紹、基本編輯、投影片切換設計、音效與影片設計 

十二 12/3 PowerPoint母片設計、美編設計、投影片放映與管理 

十三 12/10 PowerPoint動畫設計 

十四 12/17 MOS Word國際認證考古題解析與操作 

十五 12/24 MOS Excel國際認證考古題解析與操作 

十六 12/31 MOS PPT國際認證考古題解析與操作 

十七 1/7 線上註冊，考試畫面及作答方式講解，線上考試。 

十八 1/14 期末考 

參考教科書 自編講義 

備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