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義守大學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補救教學 
【電資學院】  【語文學院】  【醫學院】 

電路學   Working Capability   身體檢查與評估實驗 

光電子學   多媒體語言教學   生物化學 

通訊系統   English Speech and Debate   營養生化 

計算機程式   高級日語會話   骨科物理治療學 

管理數學   應用西班牙文   中藥實務應用 

訊號與系統   進階翻譯   普通化學 

數學與邏輯   初級日語(一)   生物統計 

系統分析與設計(二)   高階口譯應用   職能治療評估學 

微積分(一)   初級日語聽力練習   呼吸循環治療學 

線性代數   研究論文寫作   解剖學 1 

資料庫管理   高級日語會話   微積分(一) 

會計學   研究論文寫作(一)   職能治療理論與技術學

微積分   英文寫作(一)   生物力學 

信號與系統   日語語法  
【觀餐學院】 

資料結構   翻譯實務研究  

財務管理  
 

  餐旅概論 

計算機概論     國際禮儀 

進階統計      管理學 

【國際學院】 
 

【管理學院】 
  會計學 

經濟學 

經濟學   經濟學  
【傳設學院】 

統計學   會計學  

會計學   中級會計學   廣播節目製作一 

【理工學院】 
  統計學   文化商品導論 

管理數學 基礎動畫製作 

普通物理(一)      傳播理論研究 

普通物理    進階電影攝影 

物理(1)  
【語文中心】 

  影視剪輯 

 商業攝影 

   英語能力補救教學   創意角色設計 

    

 

  華語文學與思想 

  

 

 

 

影視行銷與發行 

 創意腳本 

      

      

      

  

免費補救教學， 

歡迎有興趣同學踴躍前往參加! 



 



 

  

月/日 節次 課程名稱 單元主題 授課教師 單位 教室 

9/28 34 電路學 期中考前複習 張恩誌  電機系 03920 

10/05 34 光電子學 光學元件 吳宗承 通訊系 03820 

10/19 34 通訊系統 振幅調制 張赫烜 通訊系 03820 

10/21 89 計算機程式 邏輯 林義隆 資工系 02203 

10/31 Z 管理數學 線性規劃 鄭榮祿 資管系 03501 

10/31 ABC 訊號與系統 迴旋積分、微分方程式 楊乃中 資工系 50401 

11/1 AB 數學與邏輯 思維基本規律 蘇義明 電子系 03113 

11/2 3 系統分析與設計(二) 期中複習 楊崇宏 資管系 03601 

11/2 4 微積分(一) 考前總複習 楊俊哲 電機系 50801 

11/2 9A 線性代數 矩陣 林義隆 資工系 50403 

11/3 8 資料庫管理 期中複習 劉振隆 資管系 03117 

11/3 8 會計學 期中考前複習 吳佳純 資管系 50414 

11/3 89 微積分(一) 考前總複習 孫永莒 電機系 50404 

11/9 89 微積分(一) 考前總複習 曾遠威 電機系 03919 

11/9 9 微積分 極限、微分的應用 郭忠民 資工系 50402 

11/10 9 信號與系統 迴旋積分、信號運算 郭忠民 資工系 50401 

11/17 Z 資料結構 期中檢討 危永中 資管系 02203 

11/23 34 通訊系統 頻率調製 張赫烜 通訊系 03820 

11/24 Z 財務管理 期中考複習 周照偉 資管系 03517 

12/7 2 計算機概論 課程複習 蔡吉昌 資管系 03517 

12/16 Z 進階統計 期末考複習 吳昭彥 資管系 50414 

12/19 Z 電子商務總論 期末複習 陳筠昀 資管系 03117 

12/20 AB 微積分(一)  積分的應用 洪惠陽 電子系 50514 

12/21 AB 工程數學(一) 低階微分方程總論 李冠慰 電子系 03601 

12/21 234 機率 隨機變數 李崇道 通訊系 03820 

12/21 A 電磁學 電磁解題 蔣榮生 電機系 03901 

12/21 4 微積分(一) 期末考前總複習 楊俊哲 電機系 50801 

12/23 ABC 線性代數 線性轉換 林啟元 電子系 03601 

※此課程為免費補救教學，歡迎有興趣同學踴躍前往參加! 



 

 

 

 

 

 

 

 

 

 

 

 

 

 

 

 

 

 

 

 

 

 

 

 

 

 

 

 

 

 

 

 

 

 

 

 

 

 

 

 

※此課程為免費補救教學，歡迎有興趣同學踴躍前往參加! 
   

   

   

月/日 節次 課程名稱 單元主題 授課教 單位 教室 

10/26  ABC 

普通物理
(一) 

第一章物理量測、第二
章一維運動、第四章二

維運動 

鄭文騰 機動系 02313 11/2  ABC 
第五章運動定律、第六
章圓周運動和牛頓定律

的應用 

12/21  ABC 
第七章系統的能量、第
八章能量的守恆、第九

章線性動量和碰撞 

10/26.28  Z 

普通物理 

一維運動 

洪博彥 材料系 50506 

11/2.4  Z  二維運動 

12/7  Z  運動定律 

12/9  Z  牛頓定律 

12/14  Z  能量 

12/21  Z  位能 

12/23  Z  動量 

10/5 Z 

普通物理
(一) 

一維運動 

林炯棟 材料系 50603 

10/12 Z 二維運動 

10/19 Z 運動定律 

11/16.23 Z 牛頓定律的應用 

11/30.12/14 Z 能量和能量轉換 

12/21 Z 位能 

12/23 Z 動量與碰撞 

10/5 34 

普通物理
(一) 

量測一維運動 

王詩涵 化工系 50604 

10/19 34 向量二維運動 

11/2 34 運動學定律 

11/16 34 牛頓定律 

11/30 3 能量守恆 

9/28 34 

物理(1) 

物理量測與一維運動 

劉明樓 土木系 

 
 

50502 
 
 

10/19 3 物理量測與一維運動 

11/16 34 二維運動與三維運動 

11/23 3 牛頓定律應用 

12/14 34 功與能量 

12/21 3 能量守恆 



  

月/日 節次 授課教師 課程名稱 單元主題 單位 教室 

9/28 CD 周崇輝 經濟學 供給/需求 財金系 50415 

10/5 BCD 周崇輝 統計學 敘述統計 財金系 50415 

10/5 34Z 林文祥 中級會計 會計觀念架構 會計系 50609 

10/12 34Z 林文祥 中級會計 四大報表 會計系 50609 

10/12 BCD 周崇輝 管理數學 極限/連續 財金系 50415 

10/12 34 許碧峰 經濟學 市場供需與彈性 財金系 01718 

10/19 34Z 許碧峰 統計學 間斷隨機變數與分配 財金系 01718 

10/19 3 林文祥 中級會計 現值應用 會計系 50609 

10/19 34Z 陳俊益 管理數學 期中考複習 工管系 50416 

10/25 ABC 楊智育 管理數學 期中考複習 國商系 50414 

10/25 1 黃永成 經濟學 期中考前複習 會計系 01700 

10/26 ABC 楊智育 統計學 期中考複習 國商系 50411 

11/1 1 黃永成 經濟學 期中考前複習 會計系 01700 

11/2 34 拾已宇 經濟學 考前複習與解惑 國商系 01817 

11/2 34 李秀玲 會計學 期中考複習 會計系 01719 

11/2 34 周容如 會計學 期中考前複習 會計系 01718 

11/4 7 蔡文欽 經濟學 期中考前複習 工管系 01617 

11/4 34 田祖武 經濟學 期中考前複習 企管系 50406 

12/9 7 蔡文欽 經濟學 期中考前複習 工管系 01617 

12/21 34 莊素增 會計學 期末考前複習 會計系 01718 

12/21 34 馬蕾莉 會計學 存貨 財金系 01719 

※此課程為免費補救教學，歡迎有興趣同學踴躍前往參加! 



   

月/日 節次 課程名稱 單元主題 授課教師 單位 教室
9/28 34 初級日語聽力練習 日語檢定聽力練習(1) 日下幸里 應日系 61023 
10/4 Z 應用西班牙文 西語發音(A 組) 方柏婷 應英系 61031 
10/4 Z 翻譯實務研究 中日、日中對譯研究 釋依昱 應日系 60611 
10/5 34 初級日語聽力練習 日語檢定聽力練習(2) 日下幸里 應日系 61023 
10/5 Z 應用西班牙文 西語發音(B 組) 方柏婷 應英系 61031 
10/6 Z 應用西班牙文 西語發音(C 組) 方柏婷 應英系 61031 

10/12 34 初級日語聽力練習 日語檢定聽力練習(3) 日下幸里 應日系 61023 
10/17 234Z 進階翻譯 英文字彙學習法 桂慶中 應英系 60231 

10/20 Z 研究論文寫作(一) 
How to compare and contrast 

major points 
尚惠芳 應英系 60612 

10/27 Z 研究論文寫作(一) 
How to compare and contrast 

major points 
尚惠芳 應英系 60612 

10/31 Z 多媒體語言教學 Graphic 作品發表 方柏婷 應英系 60612 
11/9 34 高階口譯應用 Short Consecutive Interpretation 吳佳蓓 應英系 61031 

11/16 34 日語語法 日語檢定文法練習 蔣千苓 應日系 61021 

11/16 234 English Speech and Debate 
How to improve and Organize 

Your Study Process 
Paul Talley 應英系 61033 

11/16 7 Working Capability 
Introducing some philosophical 

concepts of ethics 
Herbert 

Hanreich 
應英系 61034 

11/23 7 Working Capability 
Introducing some philosophical 

concepts of ethics 
Herbert 

Hanreich 
應英系 61034 

11/24 Z 研究論文寫作(一) 
Presentation of Literature 

Review 
尚惠芳 應英系 60612 

11/30 7 Working Capability 
Introducing some philosophical 

concepts of ethics 
Herbert 

Hanreich 
應英系 61034 

12/1 Z 研究論文寫作(一) 
Presentation of Literature 

Review 
尚惠芳 應英系 60612 

12/14 34 英文寫作(一) Sentence Structure 吳佳蓓 應英系 61031 
12/19 Z 高級日語會話 會話練習(1) 泰田依知朗 應日系 61024 
12/20 Z 高級日語會話 會話練習(2) 泰田依知朗 應日系 61024 

12/21 34 初級日語(一) 
初階日語能力檢定(文法)考題

演練 
李守愛 應日系 60611 

※此課程為免費補救教學，歡迎有興趣同學踴躍前往參加! 



 

 

 

 

 

 

 

 

 

 

 

 

 

 

 

   

 

 

月/日 節次 課程名稱 單元主題 授課教師 單位 教室 

10/3 89A 創意角色設計 角色表情設計 涂國雄 數媒系 50109 

10/4 89A 基礎動畫製作 軟體操作工具使用操作方法 涂國雄 數媒系 50109 

10/5 234 影視行銷與發行 行銷分組提案與討論 黃勻祺 影視系 
影視系會

議室 

10/5 89 創意腳本 畫面設計構成 涂國雄 數媒系 50109 

10/5 34 廣播節目製作一 MUSIC MAKER 操作 李嘉崑 大傳系 
多媒體中

心非線性

10/11 9 傳播理論研究 
如何找資料 

如何寫論文 
侯政男 大傳系 51014-2

10/13 8 文化商品導論 文化辯思與設計技法 王義鵬 商設系 51209 

10/18 9 傳播理論研究 
如何找資料 

如何寫論文 
侯政男 大傳系 51014-2

10/20 8 文化商品導論 文化辯思與設計技法 王義鵬 商設系 51209 

10/27 8 文化商品導論 文化辯思與設計技法 王義鵬 商設系 51209 

11/3 4Z 商業攝影 人物肖像攝影與應用技術 曾士杰 大傳系 51009 

11/9 234 進階電影攝影 數位電影攝影機術科操作 王諭弘 影視系 51110 

11/9 234 影視剪輯 Avid Basic tools (fx) 張國甫 影視系 51105 

11/17 8 文化商品導論 文化辯思與設計技法 王義鵬 商設系 51209 

11/24 8 文化商品導論 文化辯思與設計技法 王義鵬 商設系 51209 

11/30 234 華語文學與思想 報導文學的寫作技巧 鄭瓊月 大傳系 Pb104 

12/1 8 文化商品導論 文化辯思與設計技法 王義鵬  商設系 51209 

12/8 8 文化商品導論 文化辯思與設計技法 王義鵬  商設系 51209 

12/15 8 文化商品導論 文化辯思與設計技法 王義鵬  商設系 51209 

12/22 8 文化商品導論 文化辯思與設計技法 王義鵬  商設系 51209 

※此課程為免費補救教學，歡迎有興趣同學踴躍前往參加!



 
 

  

月/日 節次 課程名稱 單元主題 授課教師 單位 教室 

10/5 34Z 

管理學 

個案補充與議題討論 

王偉琴 觀光系

50905 

10/20 Z 組織結構與設計 50914 

10/26 34Z 個案補充與議題討論 50905 

10/27 Z 社會企業 50914 

11/3 Z 課程複習 50914 

10/11 Z 

餐旅管理 

餐飲業種類 

劉姚伶 餐旅系 50809 

10/18 Z 餐旅業組織系統與編制 

10/25 Z 餐旅業從業人員工作職責 

11/1 Z 綠色餐飲 

11/15 Z 期中報告技巧 

11/22 Z 旅館的發展其商品特性 

12/6 Z 客務管理 

12/13 Z 房務管理 

12/20 Z 旅館評鑑制度及環保旅館 

10/19 34 

會計學 

會計處理程序─編製財務報表 

周容如 會計系 50805 
10/26 34 會計處理程序─調整 

12/14 34 如何閱讀財務報表 

12/21 34Z 財務報表分析 

9/29 234 

統計學 

敘述統計概論 

戴宇男 觀光系 50910 10/20 234 期中考前複習 

10/12/15 234 相關分析，迴歸分析，與期末總複習 

10/26 34 

會計學 

平時會計程序 

莊素增 會計系
50615 

11/2 34 期中考前複習 

11/30 34 期末會計程序 

12/7 34 財務報表解讀(1) 

12/15 Z 財務報表解讀(2) 50809 

※此課程為免費補救教學，歡迎有興趣同學踴躍前往參加! 



月/日 節次 課程名稱 單元主題 授課教師 單位 教室 
10/4 2 身體檢查與評估實驗 胸腔與肺臟的評估 劉憶慧 護理系 A0713 

10/11 9A 生物化學 Protein 陳重仁 生科系 A1010 
10/11 9A 營養生化 消化道營養 楊欣怡 營養系 A0910 

10/17 AB 中藥實務應用 
中藥局參觀 

藥膳─燒酒雞 
盧智明 後中醫 

中藥局 
泡製教室 

10/18 9A 骨科物理治療學 腕、手部關節統整 李新民 物治系 骨科實作室

10/19 34 普通化學 
Chemical Equations 

and Stoichimetry(I)(II) 
丁慧枝 醫放系 A0810 

10/25 56 呼吸循環治療學 脊髓損傷患者之胸腔復健 陳建良 物治系 A0511 
10/25 2 身體檢查與評估實驗 腹部的評估 劉憶慧 護理系 A0713 
10/26 34 骨科物理治療學 膝部物理治療 游家源 物治系 骨科實作室
10/26 34 生物統計 敘述統計學重點複習 張富貴 健管系 A0412 
10/31 Z 身體檢查與評估實驗 心臟與肺臟的評估 李麗君 護理系 階梯教室 
11/2 34 職能治療評估學 關節活動度測量 張韶霞 職治系 B0517 
11/2 34 生物統計 期中考複習 蔡夙穎 健管系 A0411 

11/15 9A 生物化學 Enzyme 黃建富 生科系 A1010 
11/15 Z 營養生化 脂質及整合代謝 洪永瀚 營養系 A0910 
11/16 3 解剖學 1 骨骼 簡溢均 醫放系 A810 
11/23 3 解剖學 1 肌肉 簡溢均 醫放系 A810 
12/13 2 身體檢查與評估實驗 神經系統的評估 劉憶慧 護理系 A0713 
12/18 Z 營養生化 水溶性維生素 洪永瀚 營養系 A0910 

12/19 9A 身體檢查與評估實驗 
腹部與神經系統的評估 

全身系統性評估 
李麗君 護理系 階梯教室 

12/21 BC 微積分(一) 期末考前總複習 陳博洲 醫工系 C0433 
12/21 34 生物統計 推論統計學重點複習 張富貴 健管系 A0412 
12/21 34 生物統計 期末考複習 蔡夙穎 健管系 A0411 
12/22 AB 生物力學 期末複習 劉保興 醫工系 C0435 
12/28 34 職能治療理論與技術學(一) 職能治療參考架構總複習 蔡彬敏 職治系 A0513 

※此課程為免費補救教學，歡迎有興趣同學踴躍前往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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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日 節次 課程名稱 單元主題 授課教師 單位 教室 

10/14 56 英語能力補救教學 英檢文法閱讀解題 陳楓旻 應英系 61024 

10/18 34 英語能力補救教學 英檢文法閱讀解題 張延惠 應英系 60733 

10/21 56 英語能力補救教學 英檢文法閱讀解題 陳楓旻 應英系 61024 

10/24 Z 英語能力補救教學 英檢文法閱讀解題 謝竺樺 應英系 50503 

10/25 34 英語能力補救教學 英檢文法閱讀解題 張延惠 應英系 60733 

11/1 89 英語能力補救教學 英檢文法閱讀解題 洪佳雯 應英系 61024 

11/3 56 英語能力補救教學 英檢文法閱讀解題 鍾淑玫 應英系 50508 

11/4 56 英語能力補救教學 英檢文法閱讀解題 林秋菊 應英系 50715 

11/8 89 英語能力補救教學 英檢文法閱讀解題 洪佳雯 應英系 61024 

11/10 56 英語能力補救教學 英檢文法閱讀解題 鍾淑玫 應英系 50508 

11/11 56 英語能力補救教學 英檢文法閱讀解題 林秋菊 應英系 50715 

11/15 Z5 英語能力補救教學 英檢文法閱讀解題 吳美芳 應英系 C0433 

11/24 56 英語能力補救教學 英檢文法閱讀解題 吳昌恂 應英系 50504 

11/28 78 英語能力補救教學 英檢文法閱讀解題 陳振剛 應英系 50603 

12/1 56 英語能力補救教學 英檢文法閱讀解題 吳昌恂 應英系 50504 

12/5 78 英語能力補救教學 英檢文法閱讀解題 陳振剛 應英系 50603 

12/7 34 英語能力補救教學 英檢文法閱讀解題 吳佳蓓 應英系 60721 

12/20 Z5 英語能力補救教學 英檢文法閱讀解題 吳美芳 應英系 C0433 



 
 
 
 
 
 
 
 
 
 
 

Date Period Course Teacher Classroom

10/3 17:30 ~ 18:20 Economics 拾已宇 60733 

10/17 、 10/24 、

10/31 、 11/14 、

11/21、11/28、12/5、

12/12、12/19 

17:30 ~ 19:35 Economics 拾已宇 60733 

10/4、10/11、10/18、

10/25、11/1、11/29、

12/6、12/13、12/20 

16:30 ~ 18:20 Accounting 蘇淑惠 60733 

10/11、11/8、12/13、

1/10 
16:30 ~ 18:20

Managerial

Mathematics
馬宗洸 60721 

10/6、10/20、11/3、

11/10、12/1、12/8、

12/15、12/22 

15:30 ~ 17:20
Intermediate 

Accounting 
陳信吉 6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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