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系科 序號 科目名稱 期中考命題範圍 期末考命題範圍

通識教育中心 001 生活中的資訊安全  期中考隨班評量  線上教材第7章至第12章 

通識教育中心 002 傳藝臺灣  線上教材第1單元至第5單元 期末評量繳交報告

通識教育中心 003 人魚線研究院 期中評量繳交報告 期末評量繳交報告

通識教育中心 004 古典短篇小說選讀 
語音教材第1講至第16講〈教科書第1章第1

節至第3章第2節 第1-115頁〉 

語音教材第17講至第34講〈教科書第4章第1

節至第6章第2節 第117 -277頁〉 

通識教育中心 005 日文(一) 
線上教材第1課至第16課〈教科書第1頁至第

131頁〉 

線上教材第17講至第32講 〈教科書第133頁

至第251頁〉 

通識教育中心 006 大師系列講座：社會與自然篇  線上教材第1單元至第4單元、第7單元 
線上教材第5單元至第6單元、第8單元至第9

單元 

通識教育中心 007 現代社會與婦女權益 
pp.1-190 (第1章第1節至第9章第6節)講次:

第1講至第18講 

pp.191-380 (第10章第1節至第17章第2節)

講次: 第19講至第36講 

人文學系 008 史記選讀 
教科書：第1-12章（第1-196頁），

語音教材：第1-19講次

教科書：第13-26章（第197-427頁），

語音教材：第20-36講次

人文學系 009 公共電視制度  第2章至第7章(p25~p182)  第8章至第14章(p183~p351) 

人文學系 010 中國文化概論 
教科書：第壹篇~第貳篇(p1~p194)，

媒體教材：第1-19講次 

教科書：第參篇~第肆篇(p197~p391)，

媒體教材：第20-36講次

人文學系 011 日本近現代史 
第1講至第17講，第1章至第4章第4節

(P1~P111) 

第18講至第35講，第5章至第7章

(P113~P247) 

人文學系 012 美學  第1講至第17講，第1章至第2章(p1~p93) 
第18講至第34講，第3章至第4章(p97~p192)

 

人文學系 013 台灣本土宗教信仰 
第1講至第13講，第1章至第4章〈p1~p161〉

 

第14講至第32講，第5章至第10章

〈p163~p304〉 

人文學系 014 視覺傳播 
第1章至第2章、第4章至第6章、第10章

(p1~p38、p61~p116、p171~p182) 

下篇第1章、第4章、第7章、第9章至第10

章。(p185~p204、p237~p252、p291~p308、

p321~p352) 

人文學系 015 電影文化與產業  第1章至第7章(p1~p157)  第8章至第15章(p159~p320) 

人文學系 016 生活日語  第1課至第8課(p1~p85)  第9課至第16課(p88~p159) 

國立空中大學暨附設專科部106學年度上學期 期中、末考各科命題範圍

※命題範圍以本校數位學習平台、教學節目影音光碟（VCD）、網頁教材、廣播、電視等媒體播放之播授內容（包含套裝課程教材）及教科書為範圍

，（續開科目以再版之教科書為命題範圍）如有補充教材則包括補充教材。



系科 序號 科目名稱 期中考命題範圍 期末考命題範圍

人文學系 017 初階英語  第1章至第6章(p1~p97)  第9週至第18週，第7章至第15章(p99~p175)

人文學系 018 台灣社會經濟史 
第1講至第18講，第1章至第6章〈p1~p152〉

(106.9.19更新) 

第19講至第34講，第7章至第12章

〈p153~p312〉 (106.9.19更新)

人文學系 019 媒介與青少年  第1章至第4章(p1~p148)  第5章至第9章(p149~p320) 

人文學系 020 英文文選  第1講至第16講，第1章至第16章(p1~p198) 
第17講至第34講，第17章至第34章

(p199~p406) 

社會科學系 021 法學緒論 

媒體教材：第1講至第9講

書面教材：第1章第1節至第4章第2節三（P1

～113）。 

媒體教材：第10講至第18講

書面教材：第4章第2節四至第7章第4節（

P113～220）。

社會科學系 022 心理學 

媒體教材：第1講至第8講。

書面教材：第1章第1節至第8章第5節（P1至

279）。

不列入考試範圍之章節，請參考數位學習平

台「心理學」課程網頁教材、本校首頁最新

消息或社科系最新消息之公布。

媒體教材：第9講至第16講。

書面教材：第9章第1節至第16章第3節（

P281至553）。

不列入考試範圍之章節，請參考數位學習平

台「心理學」課程網頁教材、本校首頁最新

消息或社科系最新消息之公布。 

社會科學系 023 社會心理學 

媒體教材：第1講至第16講。

書面教材：第1章至第6章第1節（P1至

186）。

媒體教材：第17講至第34講。

書面教材：第6章第2節至第12章第2節（

P186至384）。 

社會科學系 024 成人心理衛生 

媒體教材：第1講至第8講。

書面教材：第緒論章第1節至第5章第2節（

P1至158）。

媒體教材：第9講至第17講。

書面教材：第6章第1節至第12章第1節（

P159至330）。 

社會科學系 025 民法(身分法篇) 

媒體教材：第1講至第8講

書面教材：第1章至第7章第4節（P1～

193）。

媒體教材：第9講至第18講

書面教材：第8章第1節至第14章第5節（

P196~343）。 

社會科學系 026 社會個案工作 

媒體教材：第1講～第15講。

書面教材：第1章第1節～第7章第3節（P1～

186）。

媒體教材：第18講～第33講。

書面教材：第9章第1節～第15章第3節（

P220～402）。 

社會科學系 027 家庭社會學 

媒體教材：第1講～第17講。

書面教材：第1章～第9章第1節（P1～

192）。

媒體教材：第20講～第34講。

書面教材：第10章～第17章第4節（P209～

380）。 

社會科學系 028 創造與生活 

媒體教材：無。

書面教材：第1章第1節至第3章第6節（P.1

～P.106）。

媒體教材：無。

書面教材：第4章第1節至第6章第4節（

P.109～P.228）。



系科 序號 科目名稱 期中考命題範圍 期末考命題範圍

社會科學系 029 生涯規劃與發展 

媒體教材：第1講至第8講。

書面教材：第1章第1節至第6章第3節（P1～

158）。 

媒體教材：第9講至第17講。

書面教材：第7章第1節至第9章第1節（P159

～239）。 

社會科學系 030 親職教育 

媒體教材：無。

書面教材：第1章第1節至第5章第3節（P.1

～P.127）。

媒體教材：無。

書面教材：第6章第1節至第10章第2節（

P.129～P.258）。 

社會科學系 031 社會工作概論 

媒體教材：第1講～第9講。

書面教材：第1章至第8章第3節（P1～

P182）。

媒體教材：第11講～第17講。

書面教材：第10章至第16章第4節（P213～

P378）。

社會科學系 032 刑法分則 
媒體教材：第1講至第7講

書面教材：第1章第7章（P1～168）。

媒體教材：第8講至第18講

書面教材：第8章至第18章（P169～358）。

社會科學系 033 社會福利概論 

媒體教材：第1講～第9講。

書面教材：第1章第1節至第5章第2節（P1～

152）。 

媒體教材：第11講至第17講。

書面教材：第6章第1節至第9章第2節（P173

～282）。

社會科學系 034 社會生活與民法 

媒體教材：第1講至第9講

書面教材：第1章第1節至第8章第2節（P1～

170）。

媒體教材：第10講至第18講

書面教材：第8章第3節至第14章第3節（

P171～328）。

商學系 035 個體經濟學  第1章至第7章。（P1～P191）  第8章至第13章。（P193～P377） 

商學系 036 整合行銷傳播  第1章至第4章。（P1～P141）  第5章至第9章。 （P143～P307） 

商學系 037 商業簡報理論與實務  第1章至第8章。（P1～P191）  第9章至第16章。（P195～P392） 

商學系 038 品牌經營管理  第1章至第8章。（P1～P181）  第9章至第16章。（P185～P331） 

商學系 039 策略行銷分析  第1章至第6章。（P1～P217）  第7章至第12章。（P219～P437） 

商學系 040 家族企業管理  第1章至第8章。（P1～P190）  第9章至第16章。（P193～P382） 

商學系 041 貨幣銀行學  第1章至第7章。（P1～ P216）  第8章至第14章。（P217～ P419） 

商學系 042 會計學  第1章至第6章。（P1～ P194）  第7章至第12章。（P195～ P377） 

商學系 043 行銷企劃  第1章至第5章。（P10～ P158）  第6章至第10章。（P160～ P409） 

商學系 044 職場個人魅力經營  第1章至第7章。（P1～ P168）  第8章至第15章。（P171～ P345） 

商學系 045 證券市場與交易實務  第1章至第6章。（P3～ P175）  第7章至第12章。（P179～ P345） 



系科 序號 科目名稱 期中考命題範圍 期末考命題範圍

公共行政學系 046 行政法基本理論  第1章至第9章。（P1～ P166）  第10章至第18章。（P167～ P356） 

公共行政學系 047 非營利組織管理  第1章至第6章。（P1～ P151）  第7章至第15章第二節。（P153～ P338） 

公共行政學系 048 行政學(上)  第1章至第4章。（P1～ P184）  第5章至第9章第一節。（P185～ P356） 

公共行政學系 049 公共政策  第1章至第7章。（P1～ P226）  第8章至第14章。（P227～ P459） 

公共行政學系 050 政府危機管理  第1章至第7章。（P1～ P190）  第8章至第14章。（P191～ P375） 

公共行政學系 051 組織變革管理與技術  第1章至第6章。（P1～ P189）  第7章至第11章。（P191～ P351） 

公共行政學系 052 各國人事制度  第1章至第5章。（P1～ P174）  第6章至第11章第一節。（P175～ P338） 

公共行政學系 053 府際關係：政府互動學  第1章至第5章。（P1～ P147）  第6章至第11章第三節。（P149～ P307） 

公共行政學系 054 政治學  第1章至第8章。（P1～ P170）  第9章至第16章。（P171～ P348） 

公共行政學系 055 集體勞資關係-法律、實務與案例  第1章至第6章。（P1～ P148）  第7章至第12章。（P149～ P362） 

生活科學系 056 托育服務  第一章至第四章(P1~P128)  第五章至第八章(p129-p244) 

生活科學系 057 女性休閒  第一章至第五章(p1-p123)  第六章至第十一章(p127-p258) 

生活科學系 058 高齡者活動評估與設計  第一章~第四章第二節(P1-P143)  第四章第三節~第八章第三節(P144-P290) 

生活科學系 059 青少年心理與輔導  第一章至第六章(p1-p197)  第七章至第十三章(p201-p432) 

生活科學系 060 有機環境栽培與健康  第一章至第四章(p1-p145)  第五章至第九章(p147-p297) 

生活科學系 061 環境教育與解說  第一章至第五章(P1-P184)  第六章至第十章(P185-P340) 

生活科學系 062 家庭支持服務  第一章至第七章(p1-p203)  第八章至第十五章(p207-p433) 

生活科學系 063 家庭危機與管理  第一章至第五章(p1-p149)  第六章至第十章(p153-p313) 

生活科學系 064 慶典創意與設計  第一章至第五章(p1-p175)  第六章至第十章(p177-p328) 

生活科學系 065 殯葬與生死  第一章至第八章(p1-p86)  第九章至第十七章(p87-p178) 

生活科學系 066 殯葬衛生學  第一章至第三章(p1-p98)  第四章至第八章(第三節)(p99-p203) 

生活科學系 067 婚姻與家人關係  第一章至第六章(p1-p166)第1講至第16講 
第七章至第十四章(p170-p356)

第17講至第34講 



系科 序號 科目名稱 期中考命題範圍 期末考命題範圍

生活科學系 068 休閒活動設計  第一章至第五章(p1-p103)  第六章至第九章(p105-p227) 

生活科學系 069 殯葬會場規劃與設計  第一章至第三章(p1-p90)  第四章至第六章(p91-p216) 

生活科學系 070 預防保健  第一章至第六章(P1-P192)  第七章至第十二章(P193-P378) 

管理與資訊學系 071 專案管理概論 
網頁教材：第1章至第6章。

第1章至第6章。（P1～ P197）

網頁教材：第7章至第12章。

教科書：第7章至第12章。（P199～ P397）

管理與資訊學系 072 Excel進階技巧與專業應用實務  期中考隨班評量  網頁教材：第6章至第9章。 

管理與資訊學系 073 財務管理 
網頁教材：第1章至第7章。

第1章至第7章。（P1～ P153）

網頁教材：第8章至第14章。

第8章至第14章。（P155～ P323）

管理與資訊學系 074 電子計算機概論(二) 
網頁教材：第1章至第4章。

第1章至第4章。（P1～P105）

網頁教材：第5章至第9章。

第5章至第9章。（P107～P308）

管理與資訊學系 075 管理會計學 
網頁教材：第1章至第7章。

第1章至第7章。（P1～P167）

網頁教材：第8章至第15章。

第8章至第15章。（P171～P358）

管理與資訊學系 076 臺灣企業卓越管理實務導論 
網頁教材：第1章至第6章。

教科書：第1章至第6章。（P1～P198）

網頁教材：第7章至第13章。

教科書：第7章至第13章。（P199～P384）

管理與資訊學系 077 企業管理 
網頁教材：第1章至第6章。

教科書：第1章至第6章。（P1～P203）

網頁教材：第7章至第12章。

教科書：第7章至第12章。（P205～P398）

管理與資訊學系 078 作業系統  網頁教材：第1章至第7章。  網頁教材：第8章至第15章。 

管理與資訊學系 079 數位出版與電子書  期中考隨班評量  網頁教材：第5章至第8章。 

管理與資訊學系 080 Access資料庫應用實務  期中考隨班評量  網頁教材：第6章至第9章。 

管理與資訊學系 081 商業自動化概論 

網頁教材：第1～3章、第5～7章。

教科書：第1～3章、第5～7章。

（P1～P70、P93～P158）

網頁教材：第9章、第11～15章。

教科書：第9章、第11～15章。

（P183～P203、P225～P332）

管理與資訊學系 082 顧客關係管理實務  期中考隨班評量 
網頁教材：第5章至第12章。

教科書：第5章至第12章。（P100～P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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