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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臺科技大學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課程資訊 

課程代碼 D0N12L01 

課程中文名稱 演講(一)(與專四技財金一甲合開) 

課程英文名稱 seminar 

學分數 3.0 

必選修 必修 

開課班級 夜二技財金三甲 夜二技行流四甲夜四技財金一甲夜四技行流一甲 

任課教師 林容萱 黃仲正  

上課教室(時間) 週五第 12 節(W0505) 

週五第 13 節(W0505) 

週五第 14 節(W0505) 

課程時數 3 

實習時數 0 

授課語言 1 華語 

授課語言 2  

輔導考照 1  

輔導考照 2  

課程概述 業師到校向學生演講，並與學生共同討論業界之實務問題與解決方式。 

先修科目或預備

能力 

 

課程學習目標與

核心能力之對應 

※編號 , 中文課程學習目標 , 英文課程學習目標 , 對應系指標 

-------------------------------------------------------------------------------------- 

1.讓學生透過此課程可以學習到物流相關的專業知識，以及透過案例了解如

何解決實際問題。 , Let students can use the knowledge of physicaldistribution to 

solve practicalproblem. , 1 基礎商管知識 

2.透過此課程使學生能夠充分了解到不同的實際解決方法，並從中學習經驗 , 

Students have the solving problem ability. , 8 實務技能與證照 

3.學生能夠透過此刻了解不同企業在環境下部段創新的過程並能從中學習其

想法以及觀點 , be able to understand the role of entrepreneurship in the 

changing process , 4 創新與創業能力 

4.透過此課程實質性的討論，集合討論的過程從中學習不同的解決問題的能

力 , can pass through the process of substantive discussions, the integration and 

the 

ability to solve problems from the get 

 , 5 整合與解決問題能力 

中文課程大綱 課程說明 

業師演講 

期中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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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測驗 

英/日文課程大綱  

課程進度表 課程介紹。 

第 2~18 週：業師專題演講。 

註：第 2~18 週，第 12/13 節，業師專題演講。第 14 節簡扼演講心得報告寫

作與問卷填寫，並當場繳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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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9/22/2017 課程介紹 

2 9/29/2017 程東和理事長，兩岸冷鏈協會理事長 

3 10/6/2017 鍾達榮顧問，品牌行銷顧問/前：向港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4 10/13/2017 施詠勛負責人，弘大電器科技有限公司 

5 10/20/2017 林宏南總經理，加泓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6 10/27/2017 吳清和總經理，凱盛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7 11/3/2017 張信雄總經理，高第家居傢俱公司 

8 11/10/2017 鐘曉儀，幸福空間物業有限公 

9 11/17/2017 期中考 

10 11/24/2017 蘇國豪，南紡流通股份有限公 

11 12/1/2017 鐘曉儀，幸福空間物業有限公司 

12 12/8/2017 謝銘源總經理，惠群廣告事業有限公司 

13 12/15/2017 蘇國豪，南紡流通股份有限公 

14 12/22/2017 姜昱盛，全球人壽股份有限公司 

15 12/29/2017 校慶日補假 

16 1/5/2018 王智泓總經理，泰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7 1/12/2018 姜昱盛，全球人壽股份有限公司 

18 1/19/2018 期末考 

 

教學方式與評量

方法 

※課程學習目標 , 教學方式 , 評量方式 

-------------------------------------------------------------- 

讓學生透過此課程可以學習到物流相關的專業知識，以及透過案例了解如何

解決實際問題。 , 專題演講 , 日常表現書面報告 

透過此課程使學生能夠充分了解到不同的實際解決方法，並從中學習經驗 , 

專題演講 , 日常表現書面報告 

學生能夠透過此刻了解不同企業在環境下部段創新的過程並能從中學習其想

法以及觀點 , 專題演講 , 日常表現書面報告 

透過此課程實質性的討論，集合討論的過程從中學習不同的解決問題的能

力 , 專題演講 , 日常表現書面報告 

指定用書 書名：無 

作者： 

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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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ISBN： 

版本： 

參考書籍 1. Cottrell, Stella (譯者：洪翠薇), 大學生了沒：聰明的讀書技巧, 2 版, ISBN：

9789863185451, 深思文化, 2017.  

2. 孟樊, 論文寫作方法與格式, 1 版, ISBN：9789868431751, 威仕曼文化, 

2009.  

3. 張保隆, 學術論文寫作：APA規範, ISBN：957609609X, 華泰文化, 2005.  

4. Joseph Gibaldi, MLA 論文寫作手冊, 第 6 版, ISBN：9574450724, 書林出版

有限公司, 2004.  

5. 吳明隆, 論文寫作與量化研究, ISBN：9789571154183, 五南出版社, 2008.  

6. 相關期刊論文。  

教學軟體 1. 南台 MY 數位學習網站：http://flip.stust.edu.tw。  

2. Microsoft Office。 

課程規範 1. 務必準時出席。 

2. 第 12/13 節，業師專題演講。第 14 節簡扼演講心得報告寫作與問卷填寫，

並當場繳交。 

3. 指定報告一律以電子檔繳交到南台 MY 數位學習網站

(http://flip.stust.edu.tw)的作業繳交區。 

4. 指定作業與報告必須準時繳交, 否則一律以 0 分計算(不接受補交)。 

5. 必須參與校外產業界教學觀摩與指定校內專題演講/研討會。 

6. 請遵守智慧財產權觀念，及不得不法影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