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空中大學107學年度上學期開設課程科目一覽表
序號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1
100124 台灣小說
2
100135 愛情文學
3
710030 文化創意產業概論
4
100226 十五至十八世紀歐洲史
5
100227 台灣史重要文獻導讀
6
100306 哲學概論
7
100816 新聞編輯與採訪
8
710024 媒體素養
9
710070 公共電視制度
10
100902 生活日語
11
100903 初階英語
12
710036 英文文選
13
710039 美學通論
14
100222 台灣戲劇史
15
200901 創造與生活
16
720010 親職教育
17
720040 成人學習與教學
18
200106 心理學
19
200115 成人發展與適應
20
200117 管理心理學
21
200906 生涯規劃與發展
22
200707 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
23
200717 社會工作研究法
24
720017 方案設計與評估
25
720029 社會政策與社會立法
26
720037 長期照顧概論
27
720047 社會統計實務
28
200509 行政法
29
720019 民法(財產法篇：總則、債、物權)
30
720021 刑法分則

學類名稱
文學類
文學類
文學類
歷史類
歷史類
宗教與哲學類
傳播類
傳播類
傳播類
外國語文類
外國語文類
外國語文類
藝術類
藝術類
教育類
教育類
教育類
心理類
心理類
心理類
心理類
社會類
社會類
社會類
社會類
社會類
社會類
法律類
法律類
法律類

科目連結網址
http://prompt.nou.edu.tw/main3-1.php?sno=98
http://prompt.nou.edu.tw/main3-1.php?sno=321
http://prompt.nou.edu.tw/main3-1.php?sno=412
http://prompt.nou.edu.tw/main3-1.php?sno=369
http://prompt.nou.edu.tw/main3-1.php?sno=67
http://prompt.nou.edu.tw/main3-1.php?sno=63
http://prompt.nou.edu.tw/main3-1.php?sno=149
http://prompt.nou.edu.tw/main3-1.php?sno=549
http://prompt.nou.edu.tw/main3-1.php?sno=641
http://prompt.nou.edu.tw/main3-1.php?sno=439
http://prompt.nou.edu.tw/main3-1.php?sno=258
http://prompt.nou.edu.tw/main3-1.php?sno=483
http://prompt.nou.edu.tw/main3-1.php?sno=684
http://prompt.nou.edu.tw/main3-1.php?sno=461
http://prompt.nou.edu.tw/main3-1.php?sno=428
http://prompt.nou.edu.tw/main3-1.php?sno=474
http://prompt.nou.edu.tw/main3-1.php?sno=648
http://prompt.nou.edu.tw/main3-1.php?sno=424
http://prompt.nou.edu.tw/main3-1.php?sno=153
http://prompt.nou.edu.tw/main3-1.php?sno=370
http://prompt.nou.edu.tw/main3-1.php?sno=275
http://prompt.nou.edu.tw/main3-1.php?sno=312
http://prompt.nou.edu.tw/main3-1.php?sno=276
http://prompt.nou.edu.tw/main3-1.php?sno=526
http://prompt.nou.edu.tw/main3-1.php?sno=580
http://prompt.nou.edu.tw/main3-1.php?sno=683
http://prompt.nou.edu.tw/main3-1.php?sno=651
http://prompt.nou.edu.tw/main3-1.php?sno=442
http://prompt.nou.edu.tw/main3-1.php?sno=36
http://prompt.nou.edu.tw/main3-1.php?sno=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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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31
720043 法學緒論
32
720053 法學德文（二）
33
720054 法學德文（三）
34
730020 個體經濟學
35
730019 國際行銷學
36
730026 消費者行為
37
730034 連鎖管理學
38
730038 行銷企劃
39
730064 國際經貿發展與趨勢
40
300306 統計學
41
730024 會計學
42
730055 證券市場與交易實務
43
730067 不動產投資與實務
44
300816 人際關係與協商
45
300911 個人行銷與形象管理
46
730051 職場個人魅力經營
47
400118 行政學(上)
48
400121 公共治理
49
740002 當代治理新趨勢
50
740019 行政中立
51
740020 公共治理的理論與實務
52
400201 公共政策
53
400207 公共管理
54
400217 兩岸立法制度
55
400514 政治學
56
400318 人力資源發展
57
740009 組織行為新論
58
500420 中老年疾病與保健
59
500511 家庭人類學
60
500514 家庭生活教育導論

學類名稱
法律類
法律類
法律類
經濟類
行銷類
行銷類
行銷類
行銷類
行銷類
會統類
會統類
財金類
財金類
職場經營類
職場經營類
職場經營類
一般行政類
一般行政類
一般行政類
一般行政類
一般行政類
公共政策類
公共政策類
公共政策類
政治經濟類
人事行政類
人事行政類
健康類
家庭類
家庭類

科目連結網址
http://prompt.nou.edu.tw/main3-1.php?sno=632
http://prompt.nou.edu.tw/main3-1.php?sno=685
http://prompt.nou.edu.tw/main3-1.php?sno=686
http://prompt.nou.edu.tw/main3-1.php?sno=633
http://prompt.nou.edu.tw/main3-1.php?sno=404
http://prompt.nou.edu.tw/main3-1.php?sno=490
http://prompt.nou.edu.tw/main3-1.php?sno=499
http://prompt.nou.edu.tw/main3-1.php?sno=522
http://prompt.nou.edu.tw/main3-1.php?sno=681
http://prompt.nou.edu.tw/main3-1.php?sno=284
http://prompt.nou.edu.tw/main3-1.php?sno=475
http://prompt.nou.edu.tw/main3-1.php?sno=572
http://prompt.nou.edu.tw/main3-1.php?sno=682
http://prompt.nou.edu.tw/main3-1.php?sno=64
http://prompt.nou.edu.tw/main3-1.php?sno=345
http://prompt.nou.edu.tw/main3-1.php?sno=571
http://prompt.nou.edu.tw/main3-1.php?sno=266
http://prompt.nou.edu.tw/main3-1.php?sno=201
http://prompt.nou.edu.tw/main3-1.php?sno=416
http://prompt.nou.edu.tw/main3-1.php?sno=679
http://prompt.nou.edu.tw/main3-1.php?sno=680
http://prompt.nou.edu.tw/main3-1.php?sno=158
http://prompt.nou.edu.tw/main3-1.php?sno=111
http://prompt.nou.edu.tw/main3-1.php?sno=378
http://prompt.nou.edu.tw/main3-1.php?sno=447
http://prompt.nou.edu.tw/main3-1.php?sno=337
http://prompt.nou.edu.tw/main3-1.php?sno=501
http://prompt.nou.edu.tw/main3-1.php?sno=425
http://prompt.nou.edu.tw/main3-1.php?sno=95
http://prompt.nou.edu.tw/main3-1.php?sno=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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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500205 環境生態學
62
500116 諮商技術－助人策略與技術
63
500119 當代諮商理論
64
750033 高齡友善空間與輔具應用
65
500311 旅遊與文化
66
750018 導遊領隊理論與實務
67
750048 亞洲觀光餐旅典範系列-泰國篇
68
500709 遺體處理與美容
69
500710 殯葬設施與服務
70
500711 殯葬倫理與宗教
71
500712 慶典預算規劃
72
500713 造型設計
73
500516 兒童行為觀察與輔導
74
750046 兒童發展與保育
75
600115 企業人力資源管理
76
760030 門市服務與管理
77
600203 管理會計學
78
760065 財務管理
79
760027 策略管理
80
760057 專案管理概論
81
760052 顧客關係管理實務
82
760069 大數據入門
83
760015 辦公室套裝軟體應用實務
84
760061 行動網頁製作與應用
85
760074 無人機與空拍攝影入門
86
760002 計算機組織
87
760012 Java資料結構與應用
88
780009 國文文選
89
780010 實用英文
90
780005 社群網站經營管理

學類名稱
環保類
輔導類
輔導類
輔導類
休閒類
休閒類
休閒類
生命事業管理類
生命事業管理類
生命事業管理類
生命事業管理類
生命事業管理類
兒童類
兒童類
企業管理類
企業管理類
財務管理類
財務管理類
綜合管理類
綜合管理類
資訊管理類
資訊管理類
資訊應用類
資訊應用類
資訊應用類
資訊專業類
資訊專業類
中國語文類
外國語文類
資訊素養類

科目連結網址
http://prompt.nou.edu.tw/main3-1.php?sno=454
http://prompt.nou.edu.tw/main3-1.php?sno=209
http://prompt.nou.edu.tw/main3-1.php?sno=295
http://prompt.nou.edu.tw/main3-1.php?sno=676
http://prompt.nou.edu.tw/main3-1.php?sno=374
http://prompt.nou.edu.tw/main3-1.php?sno=587
http://prompt.nou.edu.tw/main3-1.php?sno=678
http://prompt.nou.edu.tw/main3-1.php?sno=210
http://prompt.nou.edu.tw/main3-1.php?sno=211
http://prompt.nou.edu.tw/main3-1.php?sno=309
http://prompt.nou.edu.tw/main3-1.php?sno=263
http://prompt.nou.edu.tw/main3-1.php?sno=223
http://prompt.nou.edu.tw/main3-1.php?sno=82
http://prompt.nou.edu.tw/main3-1.php?sno=677
http://prompt.nou.edu.tw/main3-1.php?sno=73
http://prompt.nou.edu.tw/main3-1.php?sno=519
http://prompt.nou.edu.tw/main3-1.php?sno=240
http://prompt.nou.edu.tw/main3-1.php?sno=645
http://prompt.nou.edu.tw/main3-1.php?sno=520
http://prompt.nou.edu.tw/main3-1.php?sno=643
http://prompt.nou.edu.tw/main3-1.php?sno=543
http://prompt.nou.edu.tw/main3-1.php?sno=674
http://prompt.nou.edu.tw/main3-1.php?sno=368
http://prompt.nou.edu.tw/main3-1.php?sno=673
http://prompt.nou.edu.tw/main3-1.php?sno=675
http://prompt.nou.edu.tw/main3-1.php?sno=301
http://prompt.nou.edu.tw/main3-1.php?sno=407
http://prompt.nou.edu.tw/main3-1.php?sno=76
http://prompt.nou.edu.tw/main3-1.php?sno=25
http://prompt.nou.edu.tw/main3-1.php?sno=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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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91
780020 哲學與人生
92
780048 公共生活倫理
93
780024 全球環境變遷與生態永續
94
780018 大師系列講座：社會與自然篇

學類名稱
人文與藝術類
社會與法治類
健康與環境類
通識教育講座類

科目連結網址
http://prompt.nou.edu.tw/main3-1.php?sno=514
http://prompt.nou.edu.tw/main3-1.php?sno=672
http://prompt.nou.edu.tw/main3-1.php?sno=574
http://prompt.nou.edu.tw/main3-1.php?sno=5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