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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學系

學類 課程名稱 學類 課程名稱

文學類 小品文選 傳播類 電影文化與產業

文學類 藝術鑑賞 傳播類 新媒體文化與生活

文學類 唐人小說新讀 外國語文類 英文閱讀方法

歷史類 中國社會史 外國語文類 日語語法

歷史類 十五至十八世紀歐洲史 外國語文類 英文文選

宗教與哲學類 知識論 藝術類 藝術名家選析

宗教與哲學類 生死哲學概論 藝術類 視覺傳播

點選課程名稱可以連結本校「數位學習平台暨課程博覽」，瀏覽課程介紹、教科書章節及媒體教材片段
回目次

https://uu.nou.edu.tw/info/10021340
https://uu.nou.edu.tw/info/10021347
https://uu.nou.edu.tw/info/10021348
https://uu.nou.edu.tw/info/10021370
https://uu.nou.edu.tw/info/10021371
https://uu.nou.edu.tw/info/10021349
https://uu.nou.edu.tw/info/10021341
https://uu.nou.edu.tw/info/10021368
https://uu.nou.edu.tw/info/10021342
https://uu.nou.edu.tw/info/10021369
https://uu.nou.edu.tw/info/10021343
https://uu.nou.edu.tw/info/10021345
https://uu.nou.edu.tw/info/10021344
https://uu.nou.edu.tw/info/10021346


社會科學系

學類 課程名稱 學類 課程名稱

教育類 生命教育 心理類 愛情心理學

教育類 樂齡生涯學習 社會類 家庭社會學

教育類 教育心理學 社會類 方案設計與評估

教育類 教育社會學 社會類 社會福利行政

心理類 發展心理學 社會類 家庭政策

心理類 成人心理衛生 社會類 長期照顧概論

心理類 工作心理學 社會類 社會統計實務

點選課程名稱可以連結本校「數位學習平台暨課程博覽」，瀏覽課程介紹、教科書章節及媒體教材片段 回目次

https://uu.nou.edu.tw/info/10021352
https://uu.nou.edu.tw/info/10021378
https://uu.nou.edu.tw/info/10021374
https://uu.nou.edu.tw/info/10021355
https://uu.nou.edu.tw/info/10021380
https://uu.nou.edu.tw/info/10021372
https://uu.nou.edu.tw/info/10021382
https://uu.nou.edu.tw/info/10021373
https://uu.nou.edu.tw/info/10021350
https://uu.nou.edu.tw/info/10021375
https://uu.nou.edu.tw/info/10021351
https://uu.nou.edu.tw/info/10021377
https://uu.nou.edu.tw/info/10021376
https://uu.nou.edu.tw/info/10021455


社會科學系

學類 課程名稱

法律類 民法(身分法篇)

法律類 行政法

法律類 法學緒論

法律類 刑法總則

法律類 資訊科技與法律

法律類 樂活人生與法律

點選課程名稱可以連結本校「數位學習平台暨課程博覽」，瀏覽課程介紹、教科書章節及媒體教材片段 回目次

https://uu.nou.edu.tw/info/10021353
https://uu.nou.edu.tw/info/10021354
https://uu.nou.edu.tw/info/10021379
https://uu.nou.edu.tw/info/10021381
https://uu.nou.edu.tw/info/10021383
https://uu.nou.edu.tw/info/10021384


商學系

學類 課程名稱 學類 課程名稱

經濟類 總體經濟學 會統類 商用微積分

行銷類 廣告學原理 財金類 證券市場與交易實務

行銷類 消費者行為 職場經營類 連鎖經營實務

行銷類 金融服務行銷 職場經營類 時尚經營管理

行銷類 貿易證照檢定實務 職場經營類 商業應用軟體與生活應用實務

會統類 財務報表分析

點選課程名稱可以連結本校「數位學習平台暨課程博覽」，瀏覽課程介紹、教科書章節及媒體教材片段 回目次

https://uu.nou.edu.tw/info/10021387
https://uu.nou.edu.tw/info/10021395
https://uu.nou.edu.tw/info/10021386
https://uu.nou.edu.tw/info/10021391
https://uu.nou.edu.tw/info/10021389
https://uu.nou.edu.tw/info/10021385
https://uu.nou.edu.tw/info/10021390
https://uu.nou.edu.tw/info/10021392
https://uu.nou.edu.tw/info/10021394
https://uu.nou.edu.tw/info/10021393
https://uu.nou.edu.tw/info/10021388


公共行政學系

學類 課程名稱 學類 課程名稱

一般行政類 行政學(下) 人事行政類 行政組織與救濟法

一般行政類 公務倫理的理論與實踐 人事行政類 人力資源發展

一般行政類 社會科學研究方法 人事行政類 考銓制度

公共政策類
當代治理新趨勢(二)：

理論與個案
勞動關係類 就業安全制度

公共政策類
社區參與（含3D影片實境

體驗學習）

點選課程名稱可以連結本校「數位學習平台暨課程博覽」，瀏覽課程介紹、教科書章節及媒體教材片段 回目次

https://uu.nou.edu.tw/info/10021357
https://uu.nou.edu.tw/info/10021356
https://uu.nou.edu.tw/info/10021399
https://uu.nou.edu.tw/info/10021358
https://uu.nou.edu.tw/info/10021401
https://uu.nou.edu.tw/info/10021397
https://uu.nou.edu.tw/info/10021398
https://uu.nou.edu.tw/info/10021396
https://uu.nou.edu.tw/info/10021400


生活科學系

學類 課程名稱 學類 課程名稱

健康類 食品營養與健康 休閒類 遊程規劃

家庭類 家庭資源與管理 休閒類 餐旅管理

家庭類 老人與家庭 生命事業管理類 慶典禮俗

環保類 家庭生態休閒 生命事業管理類 臨終關懷及悲傷輔導

輔導類 銀髮族生活規劃 生命事業管理類 殯葬文書

輔導類 幸福學－正向心理學觀點 兒童類 兒童行為觀察與輔導

輔導類 諮詢實務與運用 兒童類 家庭與親職

點選課程名稱可以連結本校「數位學習平台暨課程博覽」，瀏覽課程介紹、教科書章節及媒體教材片段 回目次

https://uu.nou.edu.tw/info/10021364
https://uu.nou.edu.tw/info/10021404
https://uu.nou.edu.tw/info/10021360
https://uu.nou.edu.tw/info/10021405
https://uu.nou.edu.tw/info/10021362
https://uu.nou.edu.tw/info/10021365
https://uu.nou.edu.tw/info/10021359
https://uu.nou.edu.tw/info/10021429
https://uu.nou.edu.tw/info/10021402
https://uu.nou.edu.tw/info/10021407
https://uu.nou.edu.tw/info/10021403
https://uu.nou.edu.tw/info/10021361
https://uu.nou.edu.tw/info/10021406
https://uu.nou.edu.tw/info/10021363


管理與資訊學系

學類 課程名稱 學類 課程名稱

企業管理類 企劃與研究開發 資訊管理類 跨境電子商務

企業管理類 現代宅配與物流管理 資訊應用類 Word專業文件排版

財務管理類 新風險管理精要 資訊應用類 多媒體動畫設計

財務管理類 金融機構管理 資訊應用類 Excel進階技巧與專業應用實務

綜合管理類 服務業經營管理 資訊應用類 無人機與空拍攝影入門

綜合管理類 新零售時代趨勢 資訊專業類 Java程式語言與系統開發

資訊管理類 商業自動化概論 資訊專業類 電腦網路規劃與管理

資訊管理類 網路拍賣與團購管理 資訊專業類 Python 與程式設計的運算思維

資訊管理類 大數據戰略─各行業應用

點選課程名稱可以連結本校「數位學習平台暨課程博覽」，瀏覽課程介紹、教科書章節及媒體教材片段 回目次

https://uu.nou.edu.tw/info/10021366
https://uu.nou.edu.tw/info/10021430
https://uu.nou.edu.tw/info/10021419
https://uu.nou.edu.tw/info/10021408
https://uu.nou.edu.tw/info/10021409
https://uu.nou.edu.tw/info/10021412
https://uu.nou.edu.tw/info/10021415
https://uu.nou.edu.tw/info/10021413
https://uu.nou.edu.tw/info/10021411
https://uu.nou.edu.tw/info/10021417
https://uu.nou.edu.tw/info/10021431
https://uu.nou.edu.tw/info/10021367
https://uu.nou.edu.tw/info/10021410
https://uu.nou.edu.tw/info/10021414
https://uu.nou.edu.tw/info/10021416
https://uu.nou.edu.tw/info/10021428
https://uu.nou.edu.tw/info/10021418


點選課程名稱可以連結本校「數位學習平台暨課程博覽」，瀏覽課程介紹、教科書章節及媒體教材片段

通識教育中心

學類 課程名稱 學類 課程名稱

中國語文類 對聯的文學趣味 人文與藝術類 哲學與人生

外國語文類 日本語文與文化 社會與法治類 現代社會與婦女權益

資訊素養類
空大數位學習環境的

操作與應用
健康與環境類 健康生活

資訊素養類 資訊科技與學習 通識教育講座類 生活中無所不在的經濟

回目次

https://uu.nou.edu.tw/info/10021424
https://uu.nou.edu.tw/info/10021420
https://uu.nou.edu.tw/info/10021422
https://uu.nou.edu.tw/info/10021421
https://uu.nou.edu.tw/info/10021426
https://uu.nou.edu.tw/info/10021423
https://uu.nou.edu.tw/info/10021427
https://uu.nou.edu.tw/info/100214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