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空中空中空中空中進修進修進修進修學院學院學院學院 學院學院學院學院部部部部 105 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二二二二學期選課學期選課學期選課學期選課補充補充補充補充事項事項事項事項 

[一年級一年級一年級一年級選課選課選課選課：：：：105/12/7(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三三三三)～～～～106/1/11(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三三三三)止止止止] 

[二年級二年級二年級二年級選課選課選課選課：：：：105/12/8(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三三三三)～～～～106/1/11(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三三三三)止止止止] 

重重重要要要通通通知知知   

一年級 A1 課表、一年級 A2 課表、一年級 A3 課表均各開課 22 學分(每一課表 2 班，共 6 班)。 

二年級 A1 課表(2 班)、二年級 A2 課表(2 班) 、二年級 A3 課表(1 班)均各開課 20 學分(共 5 班)。 

B1 重修課表在星期六上課，及期中隨堂考試與期末隨堂考試。 

課表請以本通知所連結下載之課表為準。 

 

一、依據「選課注意事項」第二條之規定公布 105學年度第二學期選課補充事項。 

二、學生選課補充說明： 

1.二年級配合本學期返校行事日程，同學得先完成 A 課表之網路選課後，如有必修科目重修再加選
一年級 B1課表。 

2.經註冊編班後，內定修課(A課表)之科目，不得以任何理由申請退選及退費。(選課注意事項第五條) 

重修一年級 B1課表之增修班，若符合開班人數時，在星期六開班為原則。增修程序一經完成，即
不得再以任何理由請求退選。(選課注意事項第六條) 

3.抵免科目學分後，得視其免修學分數多寡，由學校編入適當年級再行選課。一經選課註冊完成後，
不得再變更年級與修課科目。(選課注意事項第八條) 

 

四、各學年入學之學生，須依該入學年之課程標準修課。 
各入學年之課程標準已公告在本校空中學院網頁上，請同學務必瀏覽與熟悉。 
 

 

本選課補充事項於 105/11/20公告實施。 

 

 

 

 

 

空中進修學院課務組 啟 
 

三、逾期未繳費、補選課與補註冊者：(編班人數額滿為止，逾期不再受理。) 

已選課未繳費之補繳費及補編班申請日期：106/2/22(三)(到校辦理時間：09:00~12:00 逾期不受理) 
列印繳費單 � 繳費(限台銀城中分行 ) � 註冊與編班 

已繳費註冊之加選與繳費申請日期：106/2/23(四)(到校辦理時間：09:00~12:00 逾期不受理) 
填寫加選課�列印繳費單� 繳費(限台銀城中分行 ) 

未選課同學部份班級尚有餘額時，申請補註冊之日期： 
106/2/24(五) (到校辦理時間：09:00~12:00 逾期不受理)  
補選課�列印繳費單� 繳費(限台銀城中分行 )  

面授衝堂換班或退選退費申請日期：106/2/22(三)。 



北商大空中進修學院【學院部】105 學年度第二學期 教學科目及學分數表 群組 年級 代號 科目名稱(請勾選) 類別 學分 開課課表 補 充 說 明 

Ａ
群

課
表

（
內

定
修

課
專

用
）

 

一
年

級
 

9002 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 通識 2 A1(100人) A2(100人) A3(100人) 1.一年級(104 學年度入學學生)修課用。限選同一張課表。 

2.請注意：開課 22學分 「A1課表」預估 150人 3班。 「A2課表」預估 150人 3班。 

 各科目開班人數不足時併班面授 

 註：學生最低選課學分數為 9學分 

9006 婚姻與家庭 通識 2 A1(100人) A2(100人) A3(100人) 

8002 金融市場實務 必修 3 A1(100人) A2(100人) A3(100人) 

1034 品質管理 選修 3 A1(100人) A2(100人) A3(100人) 

1038 消費者行為 選修 3 A1(100人) A2(100人) A3(100人) 

1025 策略管理 選修 3 A1(100人) A2(100人) A3(100人) 

1013 財務報表分析 選修 3 A1(100人) A2(100人) A3(100人) 

1010 商務英語會話 選修 3 A1(100人)   

1007 總體經濟學 選修 3  A2(100人)  

1037 全球運籌管理 選修 3   A3(100人) 

二
年

級
 

9004 法律與生活 通識 2 A1(100人) A2(100人) A3(50人) 1.二年級(103 學年度入學學生)已開課 67學分(必修 9學分、選修 48學分、通識 10學分)。 

2.請注意：開課 20學分(限選同一張課表)。 「A1課表」預估 150人 3班。 「A2課表」預估 100人 2班。 

 各科目開班人數不足時併班面授 

 註：學生最低選課學分數為 9學分 

8004 服務業管理 必修 3 A1(100人) A2(100人) A3(50人) 

1009 國際企業管理 選修 3 A1(100人) A2(100人) A3(50人) 

1030 網際網路應用 選修 3 A1(100人) A2(100人) A3(50人) 

1011 廣告學 選修 3 A1(100人) A2(100人) A3(50人) 

1022 經貿情勢分析 選修 3 A1(100人) A2(100人) A3(50人) 

1026 進階商用英文書信 選修 3 A1(100人)   

1021 稅務法規 選修 3  A2(100人) A3(50人) 

Ｂ課表 週六返校面授及隨堂考試 

8002 金融市場實務 必修 3 B1(40人) 
1.限二年級及延修生必修重修用。 

2.人數不足將不開班。 

 
9002 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 通識 2 B1(40人) 

9006 婚姻與家庭 通識 2 B1(40人) 

系科年級系科年級系科年級系科年級：：：：應用商學系應用商學系應用商學系應用商學系����一年級一年級一年級一年級        ����二年級二年級二年級二年級        ����延修生延修生延修生延修生            

學學學學號號號號：：：：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     說明：一、每學期選課，最多不得超過 25 學分，最少不得低於 9 學分(延修生不得低於 2 學分)。 二、其餘事項詳閱「105 學年度第二學期選課補充注意事項」。 
 

學分數： 

 

審查人員： 



一一一一 二二二二 三三三三 四四四四 五五五五 六六六六 七七七七 八八八八

3月12日 3月19日 3月26日 4月9日 4月30日 5月21日 6月4日 6月11日

星期日 星期日 星期日 星期日 星期日 星期日 星期日 星期日
08:00

｜
08:45

1

班會或自習 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一A1課表 婚姻與家庭一A1課表 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一A1課表 婚姻與家庭一A1課表
08:50

｜
09:35

2

班會或自習 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一A1課表 婚姻與家庭一A1課表 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一A1課表 婚姻與家庭一A1課表
09:40

｜
10:25

3

金融市場實務一A1課表 策略管理一A1課表 金融市場實務一A1課表 策略管理一A1課表 金融市場實務一A1課表 策略管理一A1課表 金融市場實務一A1課表 策略管理一A1課表
10:30

｜
11:15

4

金融市場實務一A1課表 策略管理一A1課表 金融市場實務一A1課表 策略管理一A1課表 金融市場實務一A1課表 策略管理一A1課表 金融市場實務一A1課表 策略管理一A1課表
11:20

｜
12:05

5

金融市場實務一A1課表 策略管理一A1課表 金融市場實務一A1課表 策略管理一A1課表 金融市場實務一A1課表 策略管理一A1課表 金融市場實務一A1課表 策略管理一A1課表
13:00

｜
13:45

6

財務報表分析一A1課表 商務英語會話一A1課表 財務報表分析一A1課表 商務英語會話一A1課表 財務報表分析一A1課表 商務英語會話一A1課表 財務報表分析一A1課表 商務英語會話一A1課表
13:50

｜
14:35

7

財務報表分析一A1課表 商務英語會話一A1課表 財務報表分析一A1課表 商務英語會話一A1課表 財務報表分析一A1課表 商務英語會話一A1課表 財務報表分析一A1課表 商務英語會話一A1課表
14:40

｜
15:25

8

財務報表分析一A1課表 商務英語會話一A1課表 財務報表分析一A1課表 商務英語會話一A1課表 財務報表分析一A1課表 商務英語會話一A1課表 財務報表分析一A1課表 商務英語會話一A1課表
15:30

｜
16:15

9
品質管理一A1課表 消費者行為一A1課表 品質管理一A1課表 消費者行為一A1課表 品質管理一A1課表 消費者行為一A1課表 品質管理一A1課表 消費者行為一A1課表

16:20

｜
17:05

10
品質管理一A1課表 消費者行為一A1課表 品質管理一A1課表 消費者行為一A1課表 品質管理一A1課表 消費者行為一A1課表 品質管理一A1課表 消費者行為一A1課表

17:10

｜
17:55

11
品質管理一A1課表 消費者行為一A1課表 品質管理一A1課表 消費者行為一A1課表 品質管理一A1課表 消費者行為一A1課表 品質管理一A1課表 消費者行為一A1課表科目代號 學分數 面授時數 班級數

9002 2通 4 2班

9006 2通 4 2班

8002 3必 12 2班

1034 3選 12 2班

1038 3選 12 2班

1025 3選 12 2班

1013 3選 12 2班

1010 3選 12 2班 共80節

二技商學系二技商學系二技商學系二技商學系 一年  一年  一年  一年 AAAA1111課表課表課表課表 期期期期中中中中考考考考試試試試〔〔〔〔第第第第一一一一次次次次：：：：四四四四月月月月十十十十六六六六日日日日    ；；；；第第第第二二二二次次次次：：：：四四四四月月月月廿廿廿廿三三三三日日日日〕〕〕〕〔〔〔〔請請請請參參參參閱閱閱閱考考考考試試試試日日日日程程程程表表表表〕〕〕〕

期期期期末末末末考考考考試試試試〔〔〔〔第第第第一一一一次次次次：：：：六六六六月月月月十十十十八八八八日日日日    ；；；；第第第第二二二二次次次次：：：：六六六六月月月月二二二二十十十十五五五五日日日日〕〕〕〕〔〔〔〔請請請請參參參參閱閱閱閱考考考考試試試試日日日日程程程程表表表表〕〕〕〕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附設空中進修學院

105學年度第二學期 學院部 應用商學系 內定修課A課表

選課人數上限科目名稱

午                    休 午                    休

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

100人 一A1課表品質管理

100人 一A1課表金融市場實務

100人 一A1課表婚姻與家庭

100人 一A1課表

100人 一A1課表商務英語會話

100人 一A1課表消費者行為

一A1課表100人財務報表分析

策略管理 100人 一A1課表

製表日期：2016/11/10人數不足開班時併班面授 技一A1



一一一一 二二二二 三三三三 四 五 六六六六 七七七七 八

3月12日 3月19日 3月26日 4月9日 4月30日 5月21日 6月4日 6月11日

星期日 星期日 星期日 星期日 星期日 星期日 星期日 星期日
08:00

｜
08:45

1

班會或自習 總體經濟學一A2課表 總體經濟學一A2課表 總體經濟學一A2課表 總體經濟學一A2課表
08:50

｜
09:35

2

班會或自習 總體經濟學一A2課表 總體經濟學一A2課表 總體經濟學一A2課表 總體經濟學一A2課表
09:40

｜
10:25

3
品質管理一A2課表 總體經濟學一A2課表 品質管理一A2課表 總體經濟學一A2課表 品質管理一A2課表 總體經濟學一A2課表 品質管理一A2課表 總體經濟學一A2課表

10:30

｜
11:15

4
品質管理一A2課表 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一A2課表 品質管理一A2課表 婚姻與家庭一A2課表 品質管理一A2課表 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一A2課表 品質管理一A2課表 婚姻與家庭一A2課表

11:20

｜
12:05

5
品質管理一A2課表 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一A2課表 品質管理一A2課表 婚姻與家庭一A2課表 品質管理一A2課表 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一A2課表 品質管理一A2課表 婚姻與家庭一A2課表

13:00

｜
13:45

6

金融市場實務一A2課表 消費者行為一A2課表 金融市場實務一A2課表 消費者行為一A2課表 金融市場實務一A2課表 消費者行為一A2課表 金融市場實務一A2課表 消費者行為一A2課表
13:50

｜
14:35

7

金融市場實務一A2課表 消費者行為一A2課表 金融市場實務一A2課表 消費者行為一A2課表 金融市場實務一A2課表 消費者行為一A2課表 金融市場實務一A2課表 消費者行為一A2課表
14:40

｜
15:25

8

金融市場實務一A2課表 消費者行為一A2課表 金融市場實務一A2課表 消費者行為一A2課表 金融市場實務一A2課表 消費者行為一A2課表 金融市場實務一A2課表 消費者行為一A2課表
15:30

｜
16:15

9

財務報表分析一A2課表 策略管理一A2課表 財務報表分析一A2課表 策略管理一A2課表 財務報表分析一A2課表 策略管理一A2課表 財務報表分析一A2課表 策略管理一A2課表
16:20

｜
17:05

10

財務報表分析一A2課表 策略管理一A2課表 財務報表分析一A2課表 策略管理一A2課表 財務報表分析一A2課表 策略管理一A2課表 財務報表分析一A2課表 策略管理一A2課表
17:10

｜
17:55

11

財務報表分析一A2課表 策略管理一A2課表 財務報表分析一A2課表 策略管理一A2課表 財務報表分析一A2課表 策略管理一A2課表 財務報表分析一A2課表 策略管理一A2課表科目代號 學分數 面授時數 班級數

9002 2通 4 2班

9006 2通 4 2班

8002 3必 12 2班

1034 3選 12 2班

1038 3選 12 2班

1025 3選 12 2班

1013 3選 12 2班

1007 3選 12 2班 共80節總體經濟學 100人 一A2課表

財務報表分析 100人 一A2課表

品質管理 100人 一A2課表

消費者行為 100人 一A2課表

105學年度第二學期 學院部 應用商學系 內定修課A課表二技商學系二技商學系二技商學系二技商學系 一年  一年  一年  一年 AAAA2222課表課表課表課表 期期期期中中中中考考考考試試試試〔〔〔〔第第第第一一一一次次次次：：：：四四四四月月月月十十十十六六六六日日日日    ；；；；第第第第二二二二次次次次：：：：四四四四月月月月廿廿廿廿三三三三日日日日〕〕〕〕〔〔〔〔請請請請參參參參閱閱閱閱考考考考試試試試日日日日程程程程表表表表〕〕〕〕

期期期期末末末末考考考考試試試試〔〔〔〔第第第第一一一一次次次次：：：：六六六六月月月月十十十十八八八八日日日日    ；；；；第第第第二二二二次次次次：：：：六六六六月月月月二二二二十十十十五五五五日日日日〕〕〕〕〔〔〔〔請請請請參參參參閱閱閱閱考考考考試試試試日日日日程程程程表表表表〕〕〕〕

午                    休 午                    休

策略管理 100人 一A2課表

105學年度第二學期 學院部 應用商學系 內定修課A課表

科目名稱 選課人數上限

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 100人 一A2課表

婚姻與家庭 100人 一A2課表

金融市場實務 100人 一A2課表

製表日期：2016/11/10人數不足開班時併班面授 技一A2



一一一一 二二二二 三三三三 四 五 六六六六 七七七七 八

3月12日 3月19日 3月26日 4月9日 4月30日 5月21日 6月4日 6月11日

星期日 星期日 星期日 星期日 星期日 星期日 星期日 星期日
08:00

｜
08:45

1

班會或自習 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一A3課表 婚姻與家庭一A3課表 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一A3課表 婚姻與家庭一A3課表
08:50

｜
09:35

2

班會或自習 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一A3課表 婚姻與家庭一A3課表 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一A3課表 婚姻與家庭一A3課表
09:40

｜
10:25

3

財務報表分析一A3課表 消費者行為一A3課表 財務報表分析一A3課表 消費者行為一A3課表 財務報表分析一A3課表 消費者行為一A3課表 財務報表分析一A3課表 消費者行為一A3課表
10:30

｜
11:15

4

財務報表分析一A3課表 消費者行為一A3課表 財務報表分析一A3課表 消費者行為一A3課表 財務報表分析一A3課表 消費者行為一A3課表 財務報表分析一A3課表 消費者行為一A3課表
11:20

｜
12:05

5

財務報表分析一A3課表 消費者行為一A3課表 財務報表分析一A3課表 消費者行為一A3課表 財務報表分析一A3課表 消費者行為一A3課表 財務報表分析一A3課表 消費者行為一A3課表
13:00

｜
13:45

6
品質管理一A3課表 策略管理一A3課表 品質管理一A3課表 策略管理一A3課表 品質管理一A3課表 策略管理一A3課表 品質管理一A3課表 策略管理一A3課表

13:50

｜
14:35

7
品質管理一A3課表 策略管理一A3課表 品質管理一A3課表 策略管理一A3課表 品質管理一A3課表 策略管理一A3課表 品質管理一A3課表 策略管理一A3課表

14:40

｜
15:25

8
品質管理一A3課表 策略管理一A3課表 品質管理一A3課表 策略管理一A3課表 品質管理一A3課表 策略管理一A3課表 品質管理一A3課表 策略管理一A3課表

15:30

｜
16:15

9

金融市場實務一A3課表 全球運籌管理一A3課表 金融市場實務一A3課表 全球運籌管理一A3課表 金融市場實務一A3課表 全球運籌管理一A3課表 金融市場實務一A3課表 全球運籌管理一A3課表
16:20

｜
17:05

10

金融市場實務一A3課表 全球運籌管理一A3課表 金融市場實務一A3課表 全球運籌管理一A3課表 金融市場實務一A3課表 全球運籌管理一A3課表 金融市場實務一A3課表 全球運籌管理一A3課表
17:10

｜
17:55

11

金融市場實務一A3課表 全球運籌管理一A3課表 金融市場實務一A3課表 全球運籌管理一A3課表 金融市場實務一A3課表 全球運籌管理一A3課表 金融市場實務一A3課表 全球運籌管理一A3課表科目代號 學分數 面授時數 班級數

9002 2通 4 2班

9006 2通 4 2班

8002 3必 12 2班

1034 3選 12 2班

1038 3選 12 2班

1025 3選 12 2班

1013 3選 12 2班

1037 3選 12 2班 共80節

105學年度第二學期 學院部 應用商學系 內定修課A課表

105學年度第二學期 學院部 應用商學系 內定修課A課表二技商學系二技商學系二技商學系二技商學系 一年  一年  一年  一年 AAAA3333課表課表課表課表 期期期期中中中中考考考考試試試試〔〔〔〔第第第第一一一一次次次次：：：：四四四四月月月月十十十十六六六六日日日日    ；；；；第第第第二二二二次次次次：：：：四四四四月月月月廿廿廿廿三三三三日日日日〕〕〕〕〔〔〔〔請請請請參參參參閱閱閱閱考考考考試試試試日日日日程程程程表表表表〕〕〕〕

期期期期末末末末考考考考試試試試〔〔〔〔第第第第一一一一次次次次：：：：六六六六月月月月十十十十八八八八日日日日    ；；；；第第第第二二二二次次次次：：：：六六六六月月月月二二二二十十十十五五五五日日日日〕〕〕〕〔〔〔〔請請請請參參參參閱閱閱閱考考考考試試試試日日日日程程程程表表表表〕〕〕〕

午                    休 午                    休

科目名稱 選課人數上限

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 100人 一A3課表

婚姻與家庭 100人 一A3課表

金融市場實務 100人 一A3課表

品質管理 100人 一A3課表

消費者行為 100人 一A3課表

全球運籌管理 100人 一A3課表

策略管理 100人 一A3課表

財務報表分析 100人 一A3課表製表日期：2016/11/10人數不足開班時併班面授 技一A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