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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上一頁 列印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NATIONAL KAOHSI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授課大綱　Syllabus  

部別 : 日間部博士 110學年度第1學期 列印日期 : 2021/11/09

中文課程名稱 : 創新領導力實務管

理

英文課程名稱 : The application of innovation

leadership

授課教師 : 戴貞

德

 開 課 班 級 : 工管系博班一甲   學　　分  : 3.0 授課時數 : 3.0

 合 班 班 級 : 碩工一甲 實習時數 : 0.0

1.中文教學目標(Chinese Teaching objectives)

建立管理人必備之智能，認識自我，提昇自我效能，並學習及運用人際關係。 課堂中也教導壓力調適，情緒管理與衝

突管理 isf-nrjx-nfh 

2.英文教學目標(English Teaching objectives)

Smart managers establish essential, self-understanding, enhance self-efficacy, and learning and the use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Stress management, emotion management, and conflict management are also

included. 

3.中文教學綱要(Chinese CourseDescription )

1.探討人格及價值觀 2.個別差異的人類行為模式 3.期望理論與行為改變理論對動機的看法 4.衝突管理 5.雙贏的人

際關係 

4.英文教學綱要(English CourseDescription )

1.To investigate the personality and values 2.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human behavior patterns

3.Motivation views of expectations and behavior change theory 4.Conflict Management 5.Win-win

relationships  

5.中文核心能力

核心能力名稱 核心能力百分比

1 基礎工業工程能力 25%

2 溝通協調與系統管理能力 50%

3 基礎管理能力 25%

6.英文核心能力

核心能力名稱 核心能力百分比

1 Basic competence in industrial engineering 25%

2
Communication, coordination and system management

skills
50%

3 Basic Management skills 25%

7.教科書

1 中文書名 : 略　英文書名： 

中文作者 : 略　英文作者： 

中文出版社 : 略　英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 : 年 月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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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文書名 : 　英文書名：略 

中文作者 : 　英文作者： 

中文出版社 : 　英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 : 年 月　備註： 

3

中文書名 : 略　英文書名：N/A 

中文作者 : 略　英文作者：N/A 

中文出版社 : 略　英文出版社：N/A 

出版日期 : 年 月　備註： 

8.參考書

1

中文書名 : 管理心理學　英文書名： 

中文作者 : A. J. DuBrin　英文作者： 

中文出版社 : 華泰書局　英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 : 年 月　備註： 

2

中文書名 : 孩子不同需要不同　英文書名： 

中文作者 : 查爾斯.包宜博士等合著　英文作者： 

中文出版社 : 學園　英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 : 年 月　備註： 

3

中文書名 : 領袖21特質　英文書名： 

中文作者 : 約翰.麥斯威爾著　英文作者： 

中文出版社 : 基石　英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 : 年 月　備註： 

4

中文書名 : 領導力21法則　英文書名： 

中文作者 : 約翰.麥斯威爾著　英文作者： 

中文出版社 : 基石　英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 : 年 月　備註： 

5

中文書名 : 　英文書名：略 

中文作者 : 　英文作者： 

中文出版社 : 　英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 : 年 月　備註： 

9.教學進度表

週次或項
目

Week or
Items

中文授課內容
Chinese Course

Content

英文授課內容
English Course

Content

分配節次
Assigned
Classes

備註
Note

1 個別差異的基本原則 The basic principle of
individual differences 

3  略 

2 ⼯作動機與⽣產⼒ Work motivation and
productivity 

3  略 

3 幸福與壓⼒ 
 

Happiness and pressure 3  略 

4 ⼯作衝突 Work conflict 3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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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團體中有效地⽣活 Effectively living in
the community 

3  略 

6 領導⼒與影響 Leadership and
Influence 

3  略 

7 透鏡原理：我們是怎樣的⼈
決定我們如何看待別⼈ 

Lens Principle: How we
decide how we see
others who 

3  略 

8 痛苦原理：受苦的⼈會傷害
別⼈，也容易被別⼈所傷 

Pain principle: those
who suffer harm others,
but also easy to be
hurt by others 

3  略 

9 期中報告 Midterm Report 3  略 

10 
宏觀原理：全世界的⼈⼝，
除了⼀個⼩⼩的例外，都是
由他⼈所組成 

Macro principle: the
population of the
world, except for one
small exception, are
composed by others 

3  略 

11 
魅⼒原理：⼈們對於那些對
⾃⼰感興趣的⼈，也會產⽣
興趣 

Charm principle: People
For those who are
interested on their
own, will generate
interest 

3  略 

12 基⽯原理：信任是所有關係
的基⽯ 

Cornerstone principle:
Trust is the
cornerstone of all
relationships 

3  略 

13 
鮑伯原理：當鮑伯跟每個⼈
相處都有問題的時候，通常
鮑伯⾃⼰就是問題所 

Bob Principle: When Bob
has a problem getting
along with everyone
when he is usually Bob
issues 

3  略 

14 花圃原理：所有的關係都需
要細細栽培耕耘 

Flowerbeds principle:
all relationships need
careful cultivation
work 

3  略 

15 耐⼼原理：和別⼈同⾏的旅
程總是比⼀⼈獨⾏來得慢 

Patience Principle: and
others accompanied the
journey is always
slower than one person
alone 

3  略 

16 
回⼒棒原理：當我們幫助別
⼈，我們也幫助了⾃⼰ 
 

Boomerang principle:
When we help others, we
also help ourselves 

3  略 

17 友誼原理：條件不變時，⼈
們會跟⾃⼰喜歡的⼈共事；
條件⽣變時，⼈們還是會跟
⾃⼰喜歡的⼈共事 
 

Friendship principle:
when the conditions are
the same, people will
talk to your favorite
people to work with;
condition has changed,
people still working

3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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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your favorite
people 

18 期末報告 Final Report 3  略 

10.中文成績評定(Chinese Evaluation method )

略 

11.英文成績評定(English Evaluation method )

N/A 

12.中文課堂要求(Chinese Classroom requirements )

略 

13.英文課堂要求(English Classroom requirements )

N/A 

「遵守智慧財產權」 ﹔「不得非法影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