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義守大學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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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日語聽講(一)   團體膳食與管理 

計算機概論   英文寫作(一)   骨科物理治療學 

微積分(一)   中級日語聽講(一)    普通化學 

計算機程式   英文文法(一)   呼吸循環治療學 

通訊系統   英語聽力與溝通技巧(一)   醫學訊號與系統 

資料結構   應用西班牙文(一)   生物力學 

進階統計學   初級日語(一)   微積分 

電磁學(II)   中級日語(一)   普通生物(一) 

工程數學(一)   日語語法(二) 核醫藥物學 

計算機概論演習   英語演說與辯論(一)   生理疾病職能治療實習

訊號及系統(一)   英語教學理論   身體檢查與評估實驗 

會計學   初級日語   醫療制度與政策 

科技管理   英語閱讀(一)   發展中國家健康照護 

數位遊戲設計  
【傳設學院】 

  生理疾病職能治療 

電子商務    
【國際學院】    數位繪圖  

【觀餐學院】 
  獨立短片實作   經濟學(一) 

  影視製片管理   會計學 

觀光餐旅英語   影視行銷與發行   【管理學院】 

英檢練習 傳播美學 中級會計學 

國際禮儀   基礎動畫製作   統計學 

餐旅管理   靜態攝影   經濟學 

程式設計   工坊實作   會計學(一) 

商用英文(一)   華語文學與思想  
【理工學院】 

管理學 影視燈光 

研究方法與資料分析  普通物理(一) 

  
【語文中心】 

  普通化學(一) 

     物理化學 

    英語補救教學   微積分(一) 

  測量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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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23 17 電路學 戴維寧定理與諾頓定理 張恩誌 電機系 03514 

09/25 3 計算機概論 數位資料表示 王三元 資工系 03801 

09/25 34 微積分(一) Limits 謝良瑜 財數系 61025 

10/02 3 計算機概論 計算機組織 王三元 資工系 03801 

10/02 34 計算機程式 迴圈 李崇道 通訊系 03415 

10/8 1 電磁學二 靜磁場 潘宗龍 電機系 03513 

10/09 3 計算機概論 作業系統 王三元 資工系 03801 

10/09 3 通訊系統 振幅調制 張赫烜 通訊系 03820 

10/16 3 微積分(一) Differentiation 謝良瑜 財數系 61025 

10/16 8 資料結構 Stack & queue 王三元 資工系 03719 

10/21 AB 微積分(一) Integration 謝良瑜 財數系 61025 

10/23 3 計算機概論 考試總複習 蔡吉昌 資管系 03501 

10/23 34 微積分(一) 題型講解 陳柄成 通訊系 03820 

10/23 Z 進階統計學 期中考複習 吳昭彥 資管系 50414 

10/23 8 資料結構 Linked list 王三元 資工系 03719 

10/29 Z 會計學 期中考複習 吳佳純 資管系 50414 

10/29 89 電磁學(II) 穩態電流 孫迺翔 電機系 03901 

10/29 89 工程數學(一) 低階常微分方程式 李冠慰 電子系 03601 

10/30 3 微積分(一) 期中考前複習 楊俊哲 電機系 50409 

10/30 3 計算機概論演習 期中考複習 蔡吉昌 資管系 03501 

10/30 4Z 訊號及系統(一) 考前複習 孫永莒 電機系 03514 

10/30 8 資料結構 Linked list 王三元 資工系 03719 

10/31 1 科技管理 期中考複習 吳靖純 資管系 03517 

11/04 Z 數位遊戲設計 期中考複習 蔡賢亮 資管系 03515 

11/04 AB 微積分(一) 微積分的極限和微分 洪惠陽 電子系 50716 

11/06 8 資料結構 Linked list 王三元 資工系 03719 

11/13 8 資料結構 tree 王三元 資工系 03719 

11/20 34 通訊系統 頻率調制 張赫烜 通訊系 03820 

11/25 Z 電子商務 期中考複習 陳筠昀 資管系 03515 

11/25 AB 微積分(一) 微積分基本定理 謝良瑜 財數系 61025 

11/26 89 工程數學(一) 高階常微分方程式 李冠慰 電子系 03601 

11/26 8 電磁學(II) 安培定律 孫迺翔 電機系 03901 

11/27 4 微積分(一) 期末考前複習 楊俊哲 電機系 50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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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9 
1234 普通物理(一) 牛頓三大運動定律 張簡才萬 機動系 

50514 

11/5  2200 

9/25 

Z 普通物理(一) 

直線運動 

林炯棟 材料系 

50510 

10/2 二維與三維運動 50510 

10/9 力與運動 50510 

11/6 牛頓定律的應用 50512 

11/13 能量、功與功率 50512 

11/20 能量守恆 50512 

9/30 

7 普通化學(一) 

化學元素 

鄭慧如 材料系 2100 

10/7 離子化合物命名 

10/14 含氧酸 

10/21 期中考題檢討 

10/28 原子軌域 

11/11 分子軌域 

11/18 考前複習 

10/2 

4Z 微積分(一) 

微分基本法則 

謝良瑜 財數系 

01417 

10/23 期中考複習 01417 

11/6 微分的應用 01416 

11/20 期中考複習 01417 

10/21 

8 測量實習 

三角幾何及函數於測量 

陳世杰 土木系 

2315 

10/23 三角幾何及函數於測量 2315 

10/28 強化實作能力 2315 

10/30 強化實作能力 2315 

11/4 測量技術證照輔導 2315 

11/6 測量技術證照輔導 2315 

11/25 運用高職同學已有證照者當小老師，激發考 校園草坪

11/27 運用高職同學已有證照者當小老師，激發考 校園草坪

9/30 

4 物理化學 

氣體性質 

黃美利 化工系 2421 

10/7 熱力學第一定律 

10/14 熱力學第一定律 

10/21 熱力學第一定律 

10/28 熱力學第一定律 

11/4 熱力學第二定律 

11/11 熱力學第二定律 

11/18 熱力學第二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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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元主題 課程名稱 授課教師 單位 教室 

10/16 34Z 經濟學 供需均衡與效率配置 許碧峰 財金系 50614 

10/17 Z8 統計學 機率分配 許碧峰 財金系 50615 

10/22 1 經濟學 考前複習  黃永成 會計系 01700 

10/23 8 會計學(一) 期中考複習 莊素增 會計系 01700 

10/24 234 經濟學 效用與消費選擇 田祖武 企管系 50514 

10/25 ABCD 統計學 隨機變數 田瑞駒 財金系 50615 

10/29 1 經濟學 考前複習 黃永成 會計系 01700 

10/30 234 經濟學 期中考前複習 蔡文欽 工管系 01618 

10/30 34 統計學 分配 賴慶松 觀旅系 01719 

10/30 34Z 經濟學 考前複習與解惑 拾已宇 國商系 01817 

10/30 34Z 會計學(一) 期中考複習 周容如 會計系 01720 

10/30 9 會計學(一) 期中考複習 莊素增 會計系 01700 

10/30 ABCD 統計學 假設檢定 楊智育 國商系 50615 

11/1 6 中級會計學 現值的應用 林文祥 會計系 50609 

11/8 6 中級會計學 現值的應用 林文祥 會計系 50609 

11/15 6 中級會計學 損益表 林文祥 會計系 50609 

11/20 34 統計學 假設檢定-1 賴慶松 觀旅系 01719 

11/20 8 會計學(一) 期末考複習 莊素增 會計系 01700 

11/21 Z8 統計學 抽樣分配 許碧峰 財金系 50615 

11/22 6 中級會計學 資產負債表 林文祥 會計系 50609 

11/26 1 經濟學 考前複習  黃永成 會計系 01700 

11/27 34 會計學(一) 期末考複習 周容如 會計系 01720 

11/27 89 會計學(一) 期末考複習 莊素增 會計系 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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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Z   英文寫作(一) In-class Writing 尚惠芳 應英系 60612 10/29 

11/26 

10/30 234 英文文法(一) 期中考複習 吳佳蓓 應英系 61032 

10/30 34Z 英語聽力與溝通技巧(一) How useful is Applied English 雷莫罕 應英系 61033 

11/4 

Z 應用西班牙文(一) 分組會話練習+期中考文法複習 方柏婷 應英系 61031 
11/5 

11/6 

11/7 

11/27 234  英語演說與辯論(一)   
How to Win Friends and to 

influence People 
泰利保羅 應英系 61031 

11/27 234 英語教學理論 TKT 證照輔導檢定 田靜誼 應英系 61033 

12/11 234 英語閱讀(一) English reading strategies 范燕姬 應英系 61033 

09/19 

Z 專業日語聽講(一) 日本企業面試技巧 黃幸素 應日系 61006-110/17 

11/14 

10/7 
Z 中級日語聽講(一) 聽力練習 陳足英 應日系 61021 

10/14 

11/12 
Z 初級日語(一) 初級日語 林志原 應日系 61030 

11/19 

11/14 
Z 中級日語(一) 中級日語 蔣千苓 應日系 61021 

11/15 

11/21 
Z 日語語法(二) 日語語法 蔣千苓 應日系 61021 

11/22 

11/29 78 初級日語 
日語能力檢定—以日語漢字能力之提

升為主軸 
李守愛 應日系 610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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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Z5 獨立短片實作 認識產業器材 李志強 影視系 51116 

10/1 67 影視製片管理 認識產業器材 李志強 影視系 51116 

10/2 34 傳播美學 傳播美學的應用 張慶仁 大傳系 50716 

10/2 AB 影視行銷與發行 影展分組討埨 黃勻祺 影視系 51114-2 

10/3 89A 基礎動畫製作 Tbs 軟體圖層運用加強 涂國雄 數媒系 50109 

10/9 34 靜態攝影 靜態攝影 基礎概念 曾士杰 大傳系 51007 

10/17 89A 基礎動畫製作 Tbs 色彩設計運用加強 涂國雄 數媒系 50109 

10/23 34 靜態攝影 靜態攝影 相機操作 曾士杰 大傳系 51007 

10/24 89 基礎動畫製作 Tbs 路徑編輯運用加強 涂國雄 數媒系 50109 

10/31 ABCD 工坊實作 模型製作 林永峻 商設系 6B101 

11/5 89A 數位繪圖 增進軟體使用技巧 安珮瑄 傳產學程 51306 

11/7 ABCD 工坊實作 模型製作 林永峻 商設系 6B101 

11/11 78 華語文學與思想 報導聞學與寫作技巧 鄭瓊月 大傳系 50803 

11/28 23 影視燈光 HMI 燈光術科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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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0 

Z 英檢練習 

聽力 

謝竺樺 廚藝系 61029 

10/2 聽力 

10/7 閱讀 

10/9 閱讀 

10/14 詞彙 

10/16 詞彙 

10/21 句構 

10/23 句構 

10/28 文法 

10/30 文法 

11/4 文法 

10/21 
Z 觀光餐旅英文 考前復習 江育真 休管系 50903 

12/23 

10/24 

Z 商用英文(一) 

英文履歷 

楊英欽 休管系 50915 
10/31 英文履歷 

12/05 英文自傳 

12/12 英文自傳 

10/15 

Z 研究方法與資料分析 

描述性統計 

顏怡音 休管系 50910 

10/22 t 檢定和 ANOVA , 事後檢定 

11/5 卡方檢定 

12/3 因素分析 

12/24 因素分析 

11/20 
34 管理學 

策略管理與企業組織 
戴宇男 觀光系 50905 

12/18 企業領導與控制 

10/24 
34 國際禮儀 

西餐禮儀 
汪芷榆 觀光系 50902 

11/7 乘車禮儀 

11/7 
9A 程式設計 

使用者互動設計 
劉旭冠 觀光系 50910 

11/21 訊息與對話框 

09/26 
9AB 觀光餐旅英語 

Reading Listening 
保里乃玲 餐旅系 50811 

10/03 Speaking Writing  

10/30 34Z 
餐旅管理 

重點複習 
劉姚伶 餐旅系 50806 

11/13 34 指導期中報告 

※此課程為免費補救教學，歡迎有興趣同學前往參加!



 

月/日 節次 課程名稱 單元主題 授課教師 單位 教室 
10/02 34 團體膳食與管理 餐飲衛生與工作簡化 鄭瑋宜 營養系 A0913 

10/8 9A 骨科物理治療學 腕、手部關節統整 李新民 物治系 
B0527 

骨科實作室 

10/16 34 普通化學 Solution Acids & Bases 丁慧枝 醫放系 A809 

10/21 Z 身體檢查與評估實驗 期中考前複習 蔡佩君 護理系 階梯教室 

10/22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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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3 34 普通化學 Solution Acids & Bases 丁慧枝 醫放系 A809 

10/23 34 骨科物理治療學 膝部物理治療 游家源 物治系 
B0527 

骨科實作室 

10/24 Z 普通化學 Molecular Compounds 丁慧枝 醫放系 A809 

10/28 A 身體檢查與評估實驗 期中考前複習 陳雅雯 護理系 階梯教室 

10/28 Z 醫學訊號與系統 訊號模型、頻譜、數位化 江青芬 醫工系 C0438 

10/29 Z 醫學訊號與系統 訊號模型、頻譜、數位化 江青芬 醫工系 C0437 

10/31 ABCD 生物力學 期中考複習 劉保興 醫工系 C0438 

11/11 Z 身體檢查與評估實驗 課程複習 李佩玲 護理系 階梯教室 

11/13 34 普通化學 
Gas,Liquids,and Solids 

Acids & Bases 
丁慧枝 醫放系 A809 

11/18 1Z 微積分 微積分觀念加強 石明正 生科系 60821 

11/18 Z 身體檢查與評估實驗 課程複習 張琇婷 護理系 階梯教室 

11/19 89 普通生物(一) 細胞生殖及遺傳 陳韻如 後醫系 50401 

11/19 34 生理疾病職能治療 Optimizing cognition 范詩辰 職治系 A0513 

11/20 34 核醫藥物學 Production of radionuclides 丁慧枝 醫放系 A809 

11/20 5 醫療制度與政策 各國健康照護制度比較 謝季峰 後醫系 C0836 

11/20 9 醫療制度與政策 各國健康照護制度比較 謝季峰 後醫系 C0836 

11/22 5 發展中國家健康照護 數位健康傳播的基本要素 
謝季峰/ 

萬書彣 
後醫系 C0833 

11/26 34 生理疾病職能治療實習 Stroke 范詩辰 職治系 A0513 

11/27 34 團體膳食與管理 循環菜單設計與菜單討論 鄭瑋宜 營養系 A0913 

11/28 ABCD 生物力學 期末考複習 劉保興 醫工系 C0438 

11/29 5 發展中國家健康照護 數位健康傳播的基本要素 
謝季峰/ 

萬書彣 
後醫系 C0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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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日 節次 課程名稱 單元主題 
授課
教師 

單位 教室 

9/23 

56 英語補救教學 

On board 

吳美芳 
外語文

中心 
60831 

9/30 Transportation 

10/7 Finding the way 

10/14 Fast food 

10/21 Restaurant 

10/28 Shopping 

11/11 Prices and discount 

11/18 At the hotel 

11/25 At the hospital 

9/27 

234 英語補救教學 

(1)睡眠知多少 

(2)早餐英文 

(3)誰來做家事 

侯仰霞 
外語文

中心 
60822 

10/4 
(1)藥妝購物 

(2) 在家健身好處多 

10/18 感恩節由來及常用單字片語句子

10/25 
(1) 選購麵包 

(2) 租屋英語 

11/15 
(1) 露營 

(2) 購買火車票 

11/22 聖誕節單字,片語與由來 



 

 

 

 

 

 

 

 

Date Period Course Teacher Classroom

9/24 17:30 ~ 19:35 Economics 拾已宇 60721 

10/1、10/8、10/15、

10/22 、 10/29 、

11/12、11/19 

16:30 ~ 19:35 Economics 拾已宇 60721 

9/23、9/30、10/7、

10/14、10/21 
16:30 ~ 18:20 Accounting 蘇淑惠 60721 

10/28 、 11/11 、

11/18、11/25 
16:30 ~ 19:35 Accounting 蘇淑惠 60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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