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義守大學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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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ading seminar (I)   骨科物理治療學 

電磁學 II   English composition (I)   普通化學 

計算機程式   English speech debate   呼吸循環治療學 

資料庫管理   多媒體語言教學   生物統計 

管理數學   英語聽力與溝通技巧   營養生化 

微積分(一)   American & English Literature   生物力學 

會計學   應用西語   中藥實務應用 

工程數學(一)   English Reading(I)   生物化學(一) 

機率   初級日語會話與聽力   身體檢查與評估實驗 

微積分   中級日語聽力練習   營養學(二) 

工程數學(二)   日語語法   核醫藥物學 

電路學(一)   高級日語會話   職能治療評估學 

通訊系統   中級日語聽力   中醫學研究方法特論 

計算機概論      生物統計學特論 

訊號與系統  

【理工學院】 

  職能治療研究方法與統計

數位遊戲設計    
【國際學院】 線性代數    

資料結構   普通物理(一)   會計學 

資訊能力與素養      經濟學(一) 

電子商務總論  
【管理學院】 

  Managerial Mathematics

【觀餐學院】 
     

經濟學(一) 
【傳設學院】 

研究方法與資料分析   會計學(一)  

電腦與資訊概論   中級會計學   基本商品設計一 

國際禮儀   統計學(二)   文創商品製作與開發 

飲料管理與實務   管理數學   數位編輯排版 

專業英文一 統計學(一) RETAS 上色功能 

管理學      RETAS 補間功能 

  
【語文中心】 

RETAS 繪圖功能 

     影視製片管理 

 多益 550 補救教學 影視行銷與發行 

CSEPT 補救教學 攝影研究 

      華語文學與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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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26 34 電路學 戴維寧等效電路 張恩誌  電機系 03513 

10/16 A 微積分 期中考前加強 楊俊哲 電機系 50601 

10/18 34 通訊系統 AM 調制 張赫烜 通訊系 03820 

10/23 89 微積分 微分應用 郭忠民 資工系 03517 

10/25 3 計算機概論 課程複習 蔡吉昌 資管系 03501 

10/26 8 訊號與系統 迴旋積分 郭忠民 資工系 03514 

10/27 56 電磁學 II 安培定律 孫迺翔 電機系 50408 

10/30 1 計算機程式 考前複習 李崇道 通訊系 03413 

10/30 Z 資料庫管理 期中考實作複習 劉振隆 資管系 03415 

10/30 Z 管理數學 線性規劃 鄭榮祿 資管系 03501 

11/01 34 微積分(一) 期中考前複習 曾遠威 電機系 03919 

11/01 34 電路學 電路分析技巧 陳柄成 通訊系 03820 

11/01 8 數位遊戲設計 遊戲動畫製作 蔡賢亮 資管系 03117 

11/01 8 會計學 重點複習 吳佳純 資管系 50415 

11/01 89 微積分(一) 考前複習 孫永莒 電機系 50607 

11/03 1 機率 隨機變數 李崇道 通訊系 50404 

11/11 78 線性代數 矩陣應用 林義隆 資工系 03717 

11/13 Z 資料結構 期中檢討 危永中 資管系 02203 

11/15 4 資料庫管理 重點複習 陳秀如 資管系 03418 

11/16 Z 微積分 微分 陳志賢 資管系 50415 

11/18 78 計算機程式 陣列應用 林義隆 資工系 03717 

11/21 4 資訊能力與素養 Scratch 軟體應用 李崇道 通訊系 03411 

11/29 34 通訊系統 FM 調制 張赫烜 通訊系 03820 

11/30 AB 訊號與系統 傅立葉級數 楊乃中 資工系 50407 

12/04 Z 電子商務總論 期末複習 陳筠昀 資管系 03117 

12/19 AB 工程數學(二) 高階微分方程總論 李冠慰 電子系 03901 

12/20 9AB 電路學(一) 時變電路分析 林啟元 電子系 03601 

12/22 AB 微積分(一) 微積分的應用 洪惠陽 電子系 50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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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授課教師 單位 教室 

9/26 Z 普通物理(一) 向量演算(一) 詹明勇 土木系 50612 

9/27 Z 普通物理(一) 一維運動 林炯棟 材料系 50414 

09/27 34 普通物理(一) 單位換算 鄭瑞富、羅煥琳 土木系 2315 

10/02 Z 普通物理(一) 二維運動 林炯棟 材料系 50414 

10/03 Z 普通物理(一) 向量演算(二) 詹明勇 土木系 50612 

10/11 34 普通物理(一) 向量演算(三) 鄭瑞富、羅煥琳 土木系 2315 

10/11 Z 普通物理(一) 運動定律 林炯棟 材料系 50414 

10/18 34 普通物理(一) 速度與加速度 鄭瑞富、羅煥琳 土木系 2315 

10/24 Z 普通物理(一) 自由落體(一) 詹明勇 土木系 50612 

10/25 34 普通物理(一) 自由落體(二) 鄭瑞富、羅煥琳 土木系 2315 

10/31 Z 普通物理(一) 等速率圓周運動(一) 詹明勇 土木系 50612 

11/01 34 普通物理(一) 等速率圓周運動(二) 鄭瑞富、羅煥琳 土木系 2315 

11/01 Z 普通物理(一) 牛頓定律的應用 林炯棟 材料系 50414 

11/07 Z 普通物理(一) 牛頓第二定理(一) 詹明勇 土木系 50612 

11/08 34 普通物理(一) 牛頓第二定理(二) 鄭瑞富、羅煥琳 土木系 2315 

11/08 Z 普通物理(一) 牛頓定律的應用  林炯棟 材料系 50414 

11/14 Z 普通物理(一) 自由體圖 詹明勇 土木系 50612 

11/15 Z 普通物理(一) 能量和能量轉換 林炯棟 材料系 50414 

11/15 34 普通物理(一) 重力定理 鄭瑞富、羅煥琳 土木系 2315 

11/21 Z 普通物理(一) 衛星運動 詹明勇 土木系 50612 

11/22 Z 普通物理(一) 能量和能量轉換 林炯棟 材料系 50402 

12/13 Z 普通物理(一) 位能 林炯棟 材料系 50414 

12/20 Z 普通物理(一) 動量與碰撞 林炯棟 材料系 50414 



  

月/日 節次 授課教師 課程名稱 單元主題 單位 教室 

9/29 ABC 周崇輝 管理數學 極限與連續 財金系 50404 

10/5 789 陳俊益 管理數學 微分技巧 工管系 1617 

10/18 34 林文祥 中級會計學 綜合損益表 會計系 50609 

10/19 234 田祖武 經濟學(一) 效用與消費選擇 企管系 1620 

10/24 8 黃永成 經濟學（一） 考前複習 會計系 1700 

10/24 89 楊智育 統計學(二) 抽樣與估計 國商系 1818 

10/25 34 林文祥 中級會計學 資產負債表 會計系 50609 

10/25 34Z 拾已宇 經濟學(一) 期中考前總複習與解惑時間 國商系 1817 

10/25 4 許碧峰 經濟學(一) 課稅與效率 財金系 1718 

10/26 789 楊智育 管理數學 矩陣與導函數 國商系 1818 

10/31 8 黃永成 經濟學（一） 考前複習 會計系 1700 

11/1 34  馬蕾莉 會計學(一) 期中考複習 財金系 1718 

11/1 8 莊素增 會計學(一) 期中考複習 會計系 1700 

11/1 34 李秀玲 會計學(一) 期中考複習 會計系 1719 

11/1 3 林文祥 中級會計學 觀念架構 會計系 50609 

11/1 8 蔡文欽 經濟學（一） 期中複習 工管系 1618 

11/29 8 蔡文欽 經濟學（一） 效用與成本 工管系 1618 

11/29 4Z 許碧峰 經濟學(一) 市場結構與廠商行為 財金系 50614 

12/13 4Z 許碧峰 統計學(一) 隨機變數與分配 財金系 50614 

12/19 Z 李秀玲 會計學(一) 期末考複習 會計系 50416 

12/19 8 黃永成 經濟學（一） 考前複習 會計系 1700 

12/20 34 莊素增 會計學(一) 買賣業與存貨 會計系 1720 

12/20 3  馬蕾莉 會計學(一) 存貨複習 財金系 1718 

12/20 34Z 周容如 會計學(一) 期末考複習 會計系 1719 

12/20 8 蔡文欽 經濟學（一） 期末複習 工管系 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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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20 34 初級日語會話與聽力 初級日語會話與聽力練習 I 日下幸里 應日系 61006-
1

09/26 Z 中級日語聽力練習 中級日語聽力練習 I 陳足英 應日系 60823

09/27 34 初級日語會話與聽力 初級日語會話與聽力練習 II 日下幸里 應日系 61007

10/17 Z 中級日語聽力練習 中級日語聽力練習 II 陳足英 應日系 60823

10/24 Z 中級日語聽力練習 中級日語聽力練習 III 陳足英 應日系 60823

10/31 Z8 English composition (I) Timed writing practice (I) 尚惠芳 應英系 60612

11/1 4Z 多媒體語言教學 多媒體作品實作 方柏婷 應英系 60612

11/1 34 英語聽力與溝通技巧 
Enhancing English communication 

skills  
雷莫罕 應英系 60829

11/2 7 
American & English 

Literature 
Poetry 韓賀伯 應英系 60833

11/2 2 Z Reading seminar (I) Online testing practice 尚惠芳 應英系 60612

11/9 7 
American & English 

Literature 
Poetry 韓賀伯 應英系 60833

11/13 234 English Reading(I) Timed reading practice 范燕姬 應英系 60834

11/15 34Z 應用西語 發音及文法複習 方柏婷 應英系 60834

11/15 34 日語語法 中級日語語法 蔣千苓 應日系 60611

11/28 Z8 English Composition (I) Timed writing practice (II) 尚惠芳 應英系 60612

11/29 34 English speech debate Getting better grades 泰利保羅 應英系 60824

12/18 Z 高級日語會話 高級日語會話練習 I 泰田 
伊知朗 應日系 60823

12/19 Z 高級日語會話 高級日語會話練習 II 泰田 
伊知朗 應日系 60823

12/19 Z8 English Composition (I) Timed writing practice (III) 尚惠芳 應英系 60612

12/20 34 中級日語聽力 日本語能力試驗聽解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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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8 A 文創商品製作與開發 商品創意思考 王義鵬 商設系 51201 

9/18 B 文創商品製作與開發 商品創意思考 王義鵬 商設系 51201 

9/25 AB 文創商品製作與開發 文化價值省思 王義鵬 商設系 51201 

9/26 567 影視製片管理 認識專業拍攝器材 李志強 影視系 實習片廠 

9/26 789 基本商品設計一 市場調查 詹敦學 商設系 51209 

9/26 ABC 影視行銷與發行 分組討論 黃勻祺 影視系 影視系會議室

9/27 ABCD 數位編輯排版 PS 與 AI 基礎應用 陳瑞芸 大傳系 3411 

10/3 789 基本商品設計一 手繪練習 詹敦學 商設系 51209 

10/3 89A RETAS 上色功能 RETAS 軟體上色功能練習練習 涂國雄 數媒系 50109 

10/17 89A RETAS 補間功能 RETAS 軟體補間功能練習練習 涂國雄 數媒系 50109 

10/18 234 華語文學與思想 報導文學的寫作技巧 鄭瓊月 大傳系 PBL02 

10/24 89A RETAS 繪圖功能 RETAS 軟體繪圖功能練習練習 涂國雄 數媒系 50109 

10/25 234 攝影研究 進階動態攝影 王諭弘 影視系 5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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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27 Z 專業英文一 英語聽力 謝竺樺 廚藝系 50516 

10/03 9 餐旅資訊管理 點餐作業 劉旭冠 觀光系 50910 

10/11 34 國際禮儀 西餐禮儀 汪芷榆 觀光系 50905 

10/17 Z 管理學 社會企業 王偉琴 觀光系 50905 

10/17 9 餐旅資訊管理 分單作業 劉旭冠 觀光系 50910 

10/18 Z 專業英文一 英語聽力 謝竺樺 廚藝系 50516 

10/24 Z 管理學 組織結構與設計 王偉琴 觀光系 50905 

10/24 9 餐旅資訊管理 結帳作業 劉旭冠 觀光系 50910 

10/25 34 國際禮儀 乘車禮儀 汪芷榆 觀光系 50905 

10/25 Z 專業英文一 英語聽力 謝竺樺 廚藝系 50516 

10/31 Z 管理學 決策 王偉琴 觀光系 50905 

10/31 9 餐旅資訊管理 菜譜設定 劉旭冠 觀光系 50910 

10/31 AB 飲料管理與實務 酒精度換算 陳秀芬 餐旅系 50807 

11/01 Z 專業英文一 英語閱讀 謝竺樺 廚藝系 50516 

11/07 Z 管理學 課程複習 王偉琴 觀光系 50905 

11/07 9 餐旅資訊管理 套餐設定 劉旭冠 觀光系 50910 

11/08 34 國際禮儀 社交禮儀 汪芷榆 觀光系 50905 

11/14 Z 管理學 個案補充與議題討論 王偉琴 觀光系 50905 

11/14 9 餐旅資訊管理 系統設定 劉旭冠 觀光系 50910 

11/15 Z 專業英文一 英語閱讀 謝竺樺 廚藝系 50516 

11/21 Z 管理學 個案補充與議題討論 王偉琴 觀光系 50905 

11/29 34 國際禮儀 會展禮儀 汪芷榆 觀光系 50905 

11/29 AB 電腦與資訊概論 TQC PPT306, 308, 310 劉旭冠 餐旅系 50910 

12/04 AB 研究方法與資料分析 EedNote 陳秀芬 餐旅系 電腦教室 

12/06 AB 飲料管理與實務 材料器具辦識 陳秀芬 餐旅系 調酒教室 

12/06 AB 電腦與資訊概論 TQC PPT406, 408, 410 劉旭冠 餐旅系 50910 

12/11 AB 研究方法與資料分析 SPSS 陳秀芬 餐旅系 電腦教室 

12/13 AB 電腦與資訊概論 TQC WORD306, 308, 310 劉旭冠 餐旅系 50910 

12/13 AB 飲料管理與實務 材料器具辦識 陳秀芬 餐旅系 調酒教室 

12/18 AB 研究方法與資料分析 SPSS 陳秀芬 餐旅系 電腦教室 

12/20 AB 電腦與資訊概論 TQC WORD406, 408, 410 劉旭冠 餐旅系 5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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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9 AB 中藥實務應用 
中藥局參訪 

痠痛貼布製作 
盧智明 後中醫 中藥局 

9/27 A 營養生化 蛋白質的代謝 楊欣怡 營養系 A0910 

10/3 AB 中藥實務應用 中藥防蚊包製作 盧智明 後中醫 B1029 

10/11 9A 生物化學(一) protein 陳重仁 生科系 A1010 

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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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8 34 普通化學 Chemical Reaction I &II 丁慧枝 醫放系 A0809 

10/23 A 身體檢查與評估實驗 心臟與頸部血管的評估 劉憶慧 護理系 示範病房 

10/23 B 身體檢查與評估實驗 胸腔和肺臟的評估 劉憶慧 護理系 示範病房 

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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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0512 

10/25 56 骨科物理治療學 膝踝部物理治療 游家源 物治系 骨科實作室

10/25 34 生物統計 敘述統計學重點複習 張富貴 健管系 A0412 

11/1 34 普通化學 Solutions,Acid&Bases 丁慧枝 醫放系 A0809 

11/2 A 營養學(二) 
蛋白質、能量代謝、脂溶性

維生素 
方麗雯 營養系 A0911 

11/8 34 核醫藥物學 
放射核種的生產與核種產生

器 
丁慧枝 醫放系 A0809 

11/10 2 營養生化 醣類及蛋白質 洪永瀚 營養系 A0910 

11/15 9A 生物化學(一) Enzyme 黃建富 生物系 A1010 

11/20 A 身體檢查與評估實驗 腹部的評估 劉憶慧 護理系 示範病房 

11/23 9A 中醫學研究方法特論 研究設計探討 謝季峰 後醫學系 C1033 

11/30 9A 生物統計學特論 C0833 統計學原理 謝季峰 後醫學系 C1033 

12/15 2 營養生化 水溶性維生素 洪永瀚 營養系 A0910 

12/19 Z 職能治療研究方法與統計 敘述性統計 蔡彬敏 職治系 B0320 

12/20 A 生物力學 期末考前複習 劉保興 醫工系 C0436 

12/20 BC 生物力學 期末考前複習 劉保興 醫工系 C0436 

12/22 12 營養生化 礦物質 洪永瀚 營養學系 A0910 

12/25 A 身體檢查與評估實驗 神經系統的評估 劉憶慧 護理系 示範病房 

12/26 Z 職能治療研究方法與統計 推論性統計 蔡彬敏 職治系 B0320 

12/27 9A 生物化學(一) Glucose and lipid 黃建富 生科系 A1010 

12/27 34 生物統計 推論統計學重點複習 張富貴 健管系 A0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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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授課教師 單位 教室 

9/27 34Z 多益 550 補救教學 新多益全真模擬試題 1 吳美芳 應英系 A0511

9/27 34 CSEPT 補救教學 簡介 CSEPT 
考試內容 游國熙 應英系 50403

10/11 34Z 多益 550 補救教學 新多益全真模擬試題 1 吳美芳 應英系 A0511

10/11 234 CSEPT 補救教學 CSEPT 測驗聽力訓練 游國熙 應英系 50403

10/18 34Z 多益 550 補救教學 新多益全真模擬試題 2 吳美芳 應英系 A0511

10/18 34 CSEPT 補救教學 CSEPT 測驗模擬試題 1 游國熙 應英系 50403

10/25 34Z 多益 550 補救教學 新多益全真模擬試題 2 吳美芳 應英系 A0511

10/25 234 CSEPT 補救教學 CSEPT 測驗模擬試題 2 游國熙 應英系 50403

11/1 34Z 多益 550 補救教學 新多益全真模擬試題 3 吳美芳 應英系 A0511

11/1 34 CSEPT 補救教學 CSEPT 測驗模擬試題 3 游國熙 應英系 50403

11/15 34Z 多益 550 補救教學 新多益全真模擬試題 3 吳美芳 應英系 A0511

11/15 234 CSEPT 補救教學 CSEPT 測驗模擬試題
4、5 游國熙 應英系 50403

11/22 34 CSEPT 補救教學 CSEPT 測驗模擬試題 6 游國熙 應英系 50604



 

 

Date Period Course Teacher Classroom

10/2、10/16、10/23、

10/30 、 11/20 、

11/27、12/4、12/11、

12/18 

16:30 ~ 18:20 Accounting 蘇淑惠 60726 

10/5、10/12、10/19、

10/26 、 11/23 、

11/30、12/7、12/14 

17:30 ~ 19:35 Economics 拾已宇 60722 

11/2 17:30 ~ 20:25 Economics 拾已宇 60722 

10/11 08:20 ~ 10:10
Managerial 

Mathematics
馬宗洸 60722 

11/7、12/12、1/9 16:30 ~ 18:20
Managerial 

Mathematics
馬宗洸 60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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