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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校院遠距教學課程－教學計畫大綱(格式) 

學校名稱：＿＿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開課期間：＿111＿學年度＿2＿學期  (本學期是否為新開設課程： □是  ■否) 

壹、課程基本資料 (有包含者請於□打✓) 

1.  課程名稱 統計方法應用 

2.  課程英文名稱 Statistic Methods in MIS Practice 
3.  教學型態 □非同步遠距教學 

■同步遠距教學主播學校   
請填列本門課程之收播學校與系所： 
(1)學校:                   系所: 

4.  授課教師姓名及職稱 方國定教授 

5.  師資來源 ■專業系所聘任  □通識中心聘任  □以上合聘  □其他 

6.  開課單位名稱(或所屬學院及科系所名稱) 雲林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7.  課程學制 
 

 

□學士班  □進修學士班   □學士班在職專班 
□碩士班  ■碩士班在職專班  □博士班 
□學院（□二年制 □四年制） 
□專科（□二年制 □四年制） □進修專校   
□進修學院（□二技  □四技 □碩士在職專班） 
□學位學程（□二年制  □四年制  □碩士班） 
□學分學程 

8.  部別 □日間部  □進修部(夜間部)  ■其他 碩士班在職專班 

9.  科目類別 □共同科目    □通識科目   □校定科目 
■專業科目    □教育科目   □其他 

10.  部校定 
(本課程由那個單位所定) 

□教育部定 
□校定  □院定  □所定  ■系定  □其他 

11.  開課期限(授課學期數) ■一學期(半年)  □二學期(全年)  □其他 

12.  選課別 □必修  ■選修 □其他 

13.  學分數 3-0-3 

14.  每週上課時數 3(非同步遠距教學，請填平均每週面授時數) 

15.  開課班級數 資管所碩士在職專班 

16.  預計總修課人數 12 

17.  全英語教學 □是  ■否 

18.  國外學校合作遠距課程 
(有合作學校請填寫) 

國外合作學校與系所名稱:________________ 
□國內主播 □國內收播 □境外專班 □雙聯學制 □其他 

19.  課程平臺網址（非同步教學必填）  Eclass(Tronclass) 

20.  教學計畫大綱檔案連結網址 http://webapp.yuntech.edu.tw/dLearning/1112/11123355.pdf 

http://ace.moe.edu.tw/
http://ace.moe.edu.tw/
http://ace.moe.edu.tw/
https://eclass.yuntech.edu.tw/yuntech/sso-lo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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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課程教學計畫 

一  教學目標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course is to teach a variety of quantitative 
method, ,including factor analysis, regression analysis, canonical analysis, 
LSRE, for leveraging students' abilities when they analyze their data. 
Moreover, the conceptual procedures will be adopted to define the 
research problem, objectives, and multivariate technique to be used, to 
develop the analysis plan, to evaluate the assumptions underlying the 
multivariate technique, to estimate the multivariate model and assess 
overall model fit, to interpret the variate, and to apply the diagnostics to the 
results 

二  適合修習對象 在職碩士班學生 

三  課程內容大綱 （請填寫每週次的授課內容及授課方式） 

週

次 
授課內容 

授課方式及時數 
(請填時數，無則免填) 

面授 
遠距教學 

非同步 同步 

1 Class Introduction ✓   

2 Fundamental Concepts (P1)   ✓ 

3 
Univariate/Bivariate 

Techniques (P2) 
 

 ✓ 

4 Factor Analysis(FA)   ✓ 

5 
Reliability/Validity 

+(Wr1) 
 

 ✓ 

6 FA—Presentation  (P3)   ✓ 

7 Regression Analysis(RA)   ✓ 

8 
Moderator Regression 

Analysis (RA)+(Wr2)  
 

 ✓ 

9 RA—Presentation  (P4)   ✓ 

10 
Canonical Correlation 

Analysis (CCA)+(Wr3) 
  ✓ 

11 CCA—Presentation  (P5)   ✓ 

12 
ANOVA/MANOVA/ANCOVA/MANCO

VA (P6) 
 

 ✓ 

13 
Discriminant Analysis 

(DA) +(Wr4) 
 

 ✓ 

14 DA—Presentation (P7)   ✓ 

15 
Overview of LISREL 

(I)(Concept, Symbol) 
 

 ✓ 

16 

Overview of LISREL 

(II)(Measurement, 

Structural Model) (P8) 

 

 ✓ 

http://ace.moe.edu.tw/
http://ace.moe.edu.tw/
http://ace.mo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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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One group LISREL     ✓ 

18 Multiple group LISREL   ✓ 
 

四  教學方式 

 

（有包含者請打✓，可複選） 

■1.提供線上課程主要及補充教材 

□ 2.提供線上非同步教學 

■3.有線上教師或線上助教 

■4.提供面授教學，次數：＿１＿次，總時數：＿３＿小時 

■5.提供線上同步教學，次數：＿１７＿次，總時數：５１＿＿小時 

□ 6.其它：（請說明） 

五  學習管理系統 呈現內容是否包含以下角色及功能 

（有包含者請打✓，可複選） 

1.提供給系統管理者進行學習管理系統資料庫管理 

■ 個人資料 

■ 課程資訊 

□ 其他相關資料管理功能 

2.提供教師(助教)、學生必要之學習管理系統功能 

■ 最新消息發佈、瀏覽 

■ 教材內容設計、觀看、下載 

□ 成績系統管理及查詢 

□ 進行線上測驗、發佈 

■ 學習資訊 

■ 互動式學習設計(聊天室或討論區) 

■ 各種教學活動之功能呈現 

□ 其他相關功能（請說明） 

六  師生互動討論方式 (包括教師時間、E-mail信箱、對應窗口等) 

Room MB:402   Phone: 5347 

 E-Mail:fangkt@yuntech.edu.tw 

Office Hour: Wed and Thu  3:00-5:00(pm), Others by 

Appointment 

 

七  作業繳交方式 （有包含者請打✓，可複選） 

■1.提供線上說明作業內容 

■2.線上即時作業填答 

■3.作業檔案上傳及下載 

■4.線上測驗 

■5.成績查詢 

□ 6.其他做法（請說明） 

八  成績評量方式 （包括考試方式、考評項目其所佔總分比率） 

Grading :  1. Writing Assignments (wr1-4)--80% 

2. Practice assignments (p1-8)--16% 

http://ace.moe.edu.tw/
http://ace.moe.edu.tw/
http://ace.mo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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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Class participations -- 4% 

九  上課注意事項 Text Book:  

(1)Multivariate Data Analysis: A Global 

Perspective (2014), eighth Edition, Pearson 

International Co. Hair J. F., Black W. C.,Babin B. 

J., & Anderson R. E. 

(2) LISREL 8: New Statistical Features (1999),   

    Scientific Software International, Inc.     

    Joreskog, Sorbom, du Toit & du Toit 

Reference: (a) Research Data Sets (Instructor 

Provided) 

 

The formats of writing assignments are listed as 

below: 

1. Introduction of the technique 

2. Comparison with other techniques 

3. Description of Data set 

4. Analysis of results 

5. Conclusions or Implications 

6. References 

7. Programs or syntax of SAS or Lisrel 

 

 

http://ace.moe.edu.tw/
http://ace.moe.edu.tw/
http://ace.moe.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