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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系 日間部二技 4 0218 日二技英文四年級 國際禮儀 01 50 15 (二)8-9 黃湘怡 選修 學期 13 保留

英文系 日間部五專 4 0375 日五專英文四年級 新聞英文 01 50 15 (五)6-8 邱怡靜 選修 學年 12 保留

英文系 日間部四技 3 0282 日四技英文三年級 兒童英語教學 01 50 15 (五)6-8 郭雅惠 選修 學期 10 保留

英文系 研究所碩士班 2 0411 英文系碩士班二年級 全球化英文專題研究 01 25 5 (三)5-7 葉佰賢 選修 學期 4 保留

國際事務系 日間部四技 2 1830 日四技共同二 新南向發展戰略探討 01 50 20 (四)11-13 張競,陳玉珍 選修 學期 7 保留 計畫案課程

國際事務碩士學位學程 研究所碩士班 2 1243 碩士班國事學位學程二年級 台資企業大陸經商模式 01 25 5 (四)7-9 謝仁和 選修 學期 1 保留

國際事務碩士學位學程 研究所碩士班 2 1241 碩士班國事學位學程二年級 涉外工作策略管理理論與實作 01 25 5 (五)2-4 吳紹慈 選修 學期 1 保留

國際事務碩士學位學程 研究所碩士班 2 1242 碩士班國事學位學程二年級 國際發展與非政府組織管理 01 25 5 (二)2-4 簡赫琳 選修 學期 1 保留

翻譯系 日間部五專菁英 4 0480 日五專英文四年級 口譯理論與實務 01 50 15 (四)6-8 林虹秀 選修 學期 9 保留 開放全校選修。

翻譯系 日間部五專菁英 4 0482 日五專英文四年級 國際會展概論 01 50 15 (二)8-10 梅時雨 選修 學期 10 保留
開放英文系與翻譯系

大學部三、四年級學

生選修。

翻譯系 日間部五專菁英 4 0472 日五專英文四年級 筆譯技巧運用 01 50 15 (五)6-7 許擇美 選修 學年 10 保留
開放英文系與翻譯系

大學部三、四年級學

生選修。

翻譯系 日間部五專菁英 5 0501 日五專英文五年級 國際會展場地規劃與管理 01 50 15 (五)8-10 鄞楷謙 選修 學期 10 保留
開放英文系與翻譯系

大學部三、四年級學

生選修。

翻譯系 日間部五專菁英 5 0503 日五專英文五年級 逐步口譯 01 50 15 (五)6-7 宋鍇 選修 學期 10 保留
開放英文系與翻譯系

大學部三、四年級學

生選修。

翻譯系 日間部四技 3 1816 日四技翻譯三年級 第二外語(一) 03 55 15 (四)6-7 黃翠玲 選修 學年 8 保留

多國語複譯研究所 研究所碩士班 1 1245 碩士班多譯所一年級 視譯(中日互譯) 01 25 5 (四)6-7 黃育文 選修 學期 3 保留

多國語複譯研究所 研究所碩士班 2 1254 碩士班多譯所二年級 同步口譯(英譯中) 01 25 5 (一)6-7 李姿瑩 選修 學期 4 保留

法文系 日間部二技 3 0688 日二技法文三年級 法國語言史 01 50 15 (一)6-7 徐落茲 選修 學年 9 保留

法文系 日間部二技 4 1811 日二技法文四年級 實務專題(一) 01 50 15 (日)1-2 選修 學期 0 保留

法文系 日間部二技 4 0697 日二技法文四年級 法語系國家經濟發展 01 50 15 (二)8-9 宋韶華 選修 學期 8 保留

德文系 日間部二技 3 0864 日二技德文三年級 企業德文 01 50 15 (一)3-4(三)6-7 華明儀 選修 學年 7 保留

德文系 日間部二技 3 0866 日二技德文三年級 德文逐步口譯 01 50 15 (四)6-7 高博 選修 學年 5 保留

德文系 日間部二技 4 0873 日二技德文四年級 商務德文溝通(一) 01 50 15 (四)6-7 溥世達 選修 學期 13 保留

德文系 日間部二技 4 0872 日二技德文四年級 應用科技德文(一) 01 50 15 (二)3-4 何浩哲 選修 學期 8 保留

德文系 日間部四技 0 1579 日四技共同 俄文(三) 01 50 20 (五)8-9 吳鴻傑 選修 學期 18 保留

西文系 日間部二技 3 1411 日二技西文三年級 西班牙文教學法概論 01 50 15 (三)6-7(六)1-2 孫素靜 選修 學年 4 保留

西文系 日間部二技 3 1412 日二技西文三年級 數位西語文化 01 12 15 (一)3-4(五)6-7 劉碧交 選修 學年 11 保留

日四技學生此課

程可認抵本系歐

語文教、歐洲商

務、歐洲會展與

翻譯三個學分學

程之學分數

日文系 日間部二技 3 1031 日二技日文三年級 現代日本社會分析 01 50 15 (三)6-7 謝億榮 選修 學年 5 保留

日文系 日間部四技 0 1409 日文翻譯與國際會展學分學程 國際會展概論 01 50 15 (五)6-8 李昭嫻 選修 學期 8 保留

日文系 日間部四技 0 1408 日文翻譯與國際會展學分學程 採訪與寫作(一) 01 50 15 (四)6-8 李彪 選修 學期 5 保留

日文系 日間部四技 0 1230 韓國語言文化與產業學分學程 韓國文化與生活 01 50 15 (五)6-7 鄭恩英 選修 學期 13 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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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文系 日間部四技 0 1231 韓國語言文化與產業學分學程 韓國歷史 01 50 15 (五)6-7 郭芳秀 選修 學期 10 保留

東南亞語產業學程 日間部四技 0 1316 東南亞語言與產業學分學程 中級印尼語二 01 35 15 (五)8-9 魏愛妮 選修 學期 3 保留

東南亞語產業學程 日間部四技 0 1313 東南亞語言與產業學分學程 中級泰語一 01 35 15 (二)8-9 徐佳芊 選修 學期 5 保留

東南亞語產業學程 日間部四技 0 1314 東南亞語言與產業學分學程 中級泰語二 01 35 15 (四)6-7 徐佳芊 選修 學期 4 保留

東南亞語產業學程 日間部四技 0 1310 東南亞語言與產業學分學程 中級越南語一 01 35 15 (一)8-9 阮清廉 選修 學期 14 保留

東南亞語產業學程 日間部四技 0 1312 東南亞語言與產業學分學程 中級越南語二 01 35 15 (二)6-7 阮清廉 選修 學期 5 保留

東南亞語產業學程 日間部四技 0 1307 東南亞語言與產業學分學程 初級泰語二 01 35 15 (四)8-9 徐佳芊 選修 學期 2 保留

東南亞語產業學程 日間部四技 0 1305 東南亞語言與產業學分學程 初級越南語二 02 35 15 (五)3-4 阮清廉 選修 學期 10 保留

東南亞語產業學程 日間部四技 0 1299 東南亞語言與產業學分學程 越南語發音練習 01 35 15 (五)8-9 阮清廉 選修 學期 14 保留

東南亞語產業學程 日間部四技 0 1298 東南亞語言與產業學分學程 經貿印尼語 01 35 15 (五)6-7 魏愛妮 選修 學期 9 保留

歐洲研究所 研究所碩士班 1 0521 碩士班歐研所一年級 歐洲語言教育專題 01 25 5 (三)6-8 陳郁君 選修 學期 3 保留

歐洲研究所 研究所碩士班 1 0522 碩士班歐研所一年級 歐盟整合與共同政策專題 01 25 5 (五)6-8 羅文笙 選修 學期 3 保留

歐洲研究所 研究所碩士班 2 0524 碩士班歐研所二年級 歐洲藝術專題 01 25 5 (一)2-4 劉政彰 選修 學期 3 保留

歐洲研究所 研究所碩士班 2 0525 碩士班歐研所二年級 歐洲觀光產業專題 01 25 5 (四)6-8 黃彬茹,李宇軒 選修 學期 4 保留

應華系 日間部二技菁英 3 0419 日二技菁英三年級 華語文教學導論 01 50 15 (二)8-9 廖淑慧 選修 學期 6 保留

應華系 日間部二技菁英 3 0418 日二技菁英三年級 華語正音與教學 01 50 15 (二)8-9 廖南雁 選修 學期 0 保留

應華系 日間部二技菁英 3 0417 日二技菁英三年級 語言學概論 01 50 15 (二)8-9 戴俊芬 選修 學期 4 保留

應華系 日間部四技 0 1331 華語文教學學分學程 文字學 01 50 15 (四)6-7 鐘明彥 選修 學期 13 保留

應華系 日間部四技 0 1335 華語文教學學分學程 華語文教學導論 01 50 15 (二)8-9 廖淑慧 選修 學期 7 保留

應華系 日間部四技 0 1336 華語文教學學分學程 華語語法學 01 50 15 (二)8-9 陳文豪 選修 學期 4 保留

應華系 日間部四技 0 1330 華語文教學學分學程 語言學概論 01 50 15 (二)8-9 戴俊芬 選修 學期 7 保留

應華系 日間部四技 1 0002 日四技應華一年級 先秦儒學原著選讀 01 50 15 (二)8-9 施忠賢 選修 學期 13 保留

華語文教學研究所 研究所碩士班 2 0852 碩士班華研所二年級 東南亞華文教育專題研究 01 25 5 (五)2-4 向麗頻 選修 學期 3 保留

華語文教學研究所 研究所碩士班 2 0855 碩士班華研所二年級 華語文閱讀與寫作教學研究 01 25 5 (四)6-8 林雪鈴 選修 學期 2 保留

華語文教學研究所 研究所碩士班 2 0854 碩士班華研所二年級 華語教學課室活動設計 01 25 5 (四)2-4 劉秀芝 選修 學期 4 保留

華語文教學研究所 研究所碩士班 2 0853 碩士班華研所二年級 漢語語言學專題 01 25 5 (三)6-8 戴俊芬 選修 學期 2 保留

外語教學系 日間部四技 0 1350 歐語文教學分學程 外語教學概論 01 50 15 (四)6-8 謝惠軫 選修 學年 14 保留

傳播藝術系 日間部四技 3 1809 日四技共同三 亞洲文化藝術博物館教育 01 50 20 (六)3-4,6-7 李昱宏 選修 學期 17 保留

數位系 日間部四技 2 0170 日四技數位二年級 繪本設計 01 50 15 (一)6-7 戴莉蓁 選修 學期 12 保留

數位系 日間部四技 3 0185 日四技數位三年級 資訊服務學習 01 50 15 (六)2 梁丁文 選修 學年 7 保留

師資培育中心 日間部二技 0 1716 日二技教育學程 特殊教育導論 01 50 15 (四)2-4 陳明顯 選修 學期 15 保留

師資培育中心 日間部二技 0 1707 日二技教育學程 教育心理學 01 50 15 (五)1-2 陳國泰 選修 學期 9 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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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培育中心 日間部二技 0 1708 日二技教育學程 教育哲學 01 50 15 (三)6-7 張新基 選修 學期 15 保留

師資培育中心 日間部二技 0 1709 日二技教育學程 教育概論 01 50 15 (二)1-2 趙金婷 選修 學期 10 保留

師資培育中心 日間部二技 0 1710 日二技教育學程 教學原理 01 50 15 (一)6-7 趙金婷 選修 學期 6 保留

師資培育中心 日間部二技 0 1711 日二技教育學程 普通數學 01 50 15 (四)8-9 王玉珍 選修 學期 14 保留

通識教育中心 日間部二技 3 1717 日二技通識課程三 生活中的物理 01 50 20 (三)3-4 陳秋豪 必修 學期 2 保留

通識教育中心 日間部二技 3 1788 日二技通識課程三 生活中的統計 01 50 20 (三)3-4 必修 學期 0 保留

通識教育中心 日間部二技 3 1787 日二技通識課程三 生活與環境 01 50 20 (三)3-4 必修 學期 0 保留

通識教育中心 日間部四技 1 1729 日四技通識課程一 生物科技與現代生活 01 50 20 (四)8-9 陳一鳴 必修 學期 12 保留

通識教育中心 日間部四技 1 1735 日四技通識課程一 生活中的物理 02 50 20 (五)1-2 謝東利 必修 學期 2 保留

通識教育中心 日間部四技 1 1782 日四技通識課程一 生活中的物理 03 50 20 (三)3-4 必修 學期 2 保留

通識教育中心 日間部四技 1 1742 日四技通識課程一 生活中的統計 01 50 20 (三)3-4 李雪甄 必修 學期 13 保留

通識教育中心 日間部四技 1 1736 日四技通識課程一 生活與環境 01 50 20 (三)3-4 林遠航 必修 學期 13 保留

通識教育中心 日間部四技 1 1737 日四技通識課程一 生活與環境 02 50 20 (四)8-9 林遠航 必修 學期 3 保留

通識教育中心 日間部四技 1 1738 日四技通識課程一 生活與環境 03 50 20 (五)1-2 林遠航 必修 學期 7 保留

通識教育中心 日間部四技 1 1581 日四技共同一 服務學習 01 50 20 (一)8 陳靜珮 選修 學期 9 保留

通識教育中心 日間部四技 1 1724 日四技通識課程一 環境與人 01 50 20 (五)1-2 李維元 必修 學期 7 保留

通識教育中心 日間部四技 1 1726 日四技通識課程一 環境與人 03 50 20 (四)8-9 李維元 必修 學期 12 保留

通識教育中心 日間部四技 3 1777 日四技通識課程三 兩岸四地政經概況 01 50 20 (三)1-2 梁潔芬 必修 學期 6 保留

通識教育中心 日間部四技 1 2026 日四技通識課程一 化學與生活 01 50 20 (四)8-9 蘇百薇 必修 學期 11 保留

傳播藝術系 日間部四技 0 2041 新聞與公共關係學分學程 傳播法規與倫理 01 50 15 (四)6-7 王志堅 選修 學期 1 保留

數位系 日間部四技 0 2065 日四技共同 教學互動程式設計 01 50 20 (五)6-8 梁丁文 選修 學期 2 保留 【一般選修】新增課程

數位系 日間部四技 0 2066 日四技共同 行動應用程式設計 01 50 20 (一)8-10 吳志峰 選修 學期 3 保留 【一般選修】新增課程

數位系 日間部五專 2 2067 日五專共同二 程式設計與應用 1 50 20 (四)6-7 郭大維 選修 學期 0 保留 【一般選修】新增課程

歐亞語文學院 日間部四技 0 2074 日四技共同 網路市集東南亞 1 50 20
(二)11-

12(五)11-12
陳健文 選修 學期 3 保留 【一般選修】新增課程

歐亞語文學院 日間部四技 0 2075 日四技共同 探索東南亞 1 50 20 (五)1-4(六)3-4 魏愛妮 選修 學期 0 保留 【一般選修】新增課程

歐亞語文學院 日間部四技 0 2076 日四技共同 探索東南亞 1 50 20 (三)2-4(六)2-4 阮清廉 選修 學期 0 保留 【一般選修】新增課程

日文系 日間部四技 4 2092 日四技日文四年級 新聞聽力 1 50 15 (三)3-4 黃岷秀 選修 學期 3 保留 新增課程

日文系 日間部四技 4 2093 日四技日文四年級 日本式經營管理 1 50 15 (五)1-2 黃文佳 選修 學期 0 保留 新增課程

法文系 日間部二技 3 0689 日二技法文三年級 臺灣文化法語導覽 01 50 15 (二)6-7 陳郁君,徐落茲 選修 學期 12 保留

德文系 日間部二技 3 0867 日二技德文三年級 台灣文化與觀光德語導覽 01 50 15 (二)6-7 楊燕詒 選修 學年 10 保留

西文系 日間部四技 1 1595 日四技共同一 義大利文(一) 03 50 20 (二)8-9 郎佑皇 選修 學期 10 保留

日文系 日間部二技 3 1028 日二技日文三年級 口譯入門 01 30 15 (一)1-2 謝惠貞 選修 學期 10 保留

應華系 日間部四技 1 0007 日四技應華一年級 新詩寫作 01 40 15 (四)8-9 陳文豪 選修 學期 13 保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