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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203016 0005 日四技應華一年級 歷代書法碑帖欣賞及習作 01 額滿 學程 鄭國瑞

1101203016 1332 華語文教學學分學程 第二語言習得 01 衝堂 學程 趙靜雅

1102200028 0977 日四技國事一Ａ 經濟學 01 額滿 輔系 吳紹慈

1102200180 0005 日四技應華一年級 歷代書法碑帖欣賞及習作 01 額滿 學程 鄭國瑞

1102201001 0283 日四技英文三年級 英國文學 01 重覆課程 雙主修 張登翰

1102203036 1266 日四技國企管一Ａ 經濟學(一) 01 採加簽單方式 雙主修 胡海豐

1102205033 1108 日四技日文三年級 口譯入門 02 額滿 雙主修 黃意雯

1102205041 1078 日四技日文二年級 日本歷史 01 額滿 雙主修 陳淑瑩

1102205041 1118 日四技日文三年級 台灣觀光景點日語導覽 02 額滿 雙主修 吳春宜

1102205067 0707 日四技法文一Ａ 法語會話（一） 01
修課人數眾多，建議修進修部法語會話(一)

課程
輔系 黃彬茹

1102205067 0813 日四技專班一 法文（一） 01 重覆課程 輔系
柏舜淵

王柔惠

1102205067 0814 日四技專班一 法文寫作(一) 01 重覆課程 輔系 黃貞芬

1102205088 1536 日四技翻譯一年級 科技英文 01 重覆課程 雙主修 駱業鴻

1102205088 1546 日四技翻譯二年級 各國英文口音研析 01 額滿 雙主修 宋鍇

1102205088 1887 日四技翻譯四年級 職場體驗實習 01 職場體驗實習應在應華系修，而非翻譯系 雙主修 黃湘怡

1102205097 1078 日四技日文二年級 日本歷史 01 額滿 雙主修 陳淑瑩

1102213092 1108 日四技日文三年級 口譯入門 02 額滿 雙主修 黃意雯

1102213092 1111 日四技日文三年級 商業日文 01 額滿 雙主修 久保田佐和

1102213092 1116 日四技日文三年級 從平面媒介看日本大眾文化 01 額滿 雙主修 小高裕次

1103200015 1447 日四技西文二Ａ 西班牙文閱讀與聽力(二) 01 額滿 雙主修 劉惠風

1103200023 1440 日四技西文二Ａ 西班牙文（二） 01 額滿 雙主修 毛蓓雯

1103200023 1447 日四技西文二Ａ 西班牙文閱讀與聽力(二) 01 額滿 雙主修 劉惠風

1103200048 1447 日四技西文二Ａ 西班牙文閱讀與聽力(二) 01 額滿 雙主修 劉惠風

1103200048 1451 日四技西文二Ｂ 西班牙語會話（二） 01 重覆課程 雙主修 吳仙凰

1103200129 1105 日四技日文二Ｄ 初級日語聽力訓練 01 請修讀輔系雙主修專班   輔系 陳淑瑩

1103200129 1112 日四技日文三年級 商業日文 02 額滿 輔系 黃文佳

1103200135 0974 日四技國事一Ａ 政治學 01 額滿 輔系 林建宏

1103200135 0976 日四技國事一Ａ 國際文化研究導論 01 額滿 輔系 李宇軒

1103200141 0744 日四技法文三年級 法語網路資源學習與應用 01 額滿 輔系 黃彬茹

1103200148 1440 日四技西文二Ａ 西班牙文（二） 01 額滿 輔系 毛蓓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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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3200148 1447 日四技西文二Ａ 西班牙文閱讀與聽力(二) 01 額滿 輔系 劉惠風

1103200161 0005 日四技應華一年級 歷代書法碑帖欣賞及習作 01 額滿 學程 鄭國瑞

1103201004 1547 日四技翻譯二Ａ 中文文體與應用 01 額滿 雙主修 卓福安

1103201004 1549 日四技翻譯二Ａ 視譯 01 額滿 雙主修 朱耀庭

1103201004 1559 日四技翻譯三Ａ 逐步口譯(一) 02 額滿 雙主修 黃育文

1103201020 0286 日四技英文三年級 英文航空實務 01 額滿 雙主修 麥亞倫

1103201059 0047 日四技應華三年級 第二語言習得 01 額滿 學程 趙靜雅

1103201109 0749 日四技法文三年級 餐旅法文 01 額滿 學程 盧安琪

1103202033 0719 日四技法文一Ｂ 法語會話（一） 02
修課人數眾多，建議修進修部法語會話(一)

課程
輔系 黃貞芬

1103203029 1266 日四技國企管一Ａ 經濟學(一) 01 採加簽單方式 雙主修 胡海豐

1103203029 1268 日四技國企管一Ａ 管理學 01 採加簽單方式 雙主修 許淮之

1103203029 1277 日四技國企管二Ａ 國際行銷管理 01 採加簽單方式 雙主修 杜富燕

1103203029 1280 日四技國企管三Ａ 生產與作業管理 01 採加簽單方式 雙主修 蔡振義

1103203029 1286 日四技國企管四Ａ 國際企業經營策略 01 採加簽單方式 雙主修 杜富燕

1103203030 0644 日四技外教一Ｂ 外語教學概論 01 額滿 輔系 張慈珊

1103203043 1266 日四技國企管一Ａ 經濟學(一) 01 採加簽單方式 雙主修 胡海豐

1103203043 1268 日四技國企管一Ａ 管理學 01 採加簽單方式 雙主修 許淮之

1103203043 1277 日四技國企管二Ａ 國際行銷管理 01 採加簽單方式 雙主修 杜富燕

1103203043 1280 日四技國企管三Ａ 生產與作業管理 01 採加簽單方式 雙主修 蔡振義

1103203043 1286 日四技國企管四Ａ 國際企業經營策略 01 採加簽單方式 雙主修 杜富燕

1103203050 1266 日四技國企管一Ａ 經濟學(一) 01 採加簽單方式 雙主修 胡海豐

1103203050 1268 日四技國企管一Ａ 管理學 01 採加簽單方式 雙主修 許淮之

1103203050 1277 日四技國企管二Ａ 國際行銷管理 01 採加簽單方式 雙主修 杜富燕

1103203050 1280 日四技國企管三Ａ 生產與作業管理 01 採加簽單方式 雙主修 蔡振義

1103203050 1286 日四技國企管四Ａ 國際企業經營策略 01 採加簽單方式 雙主修 杜富燕

1103203069 1546 日四技翻譯二年級 各國英文口音研析 01 額滿 雙主修 宋鍇

1103203069 1549 日四技翻譯二Ａ 視譯 01 額滿 雙主修 朱耀庭

1103203069 1560 日四技翻譯三Ａ 翻譯概論 01 額滿 雙主修 黃翠玲

1103203069 1561 日四技翻譯三Ａ 口譯理論與實務 01 額滿 雙主修 李姿瑩

1103203088 0707 日四技法文一Ａ 法語會話（一） 01
修課人數眾多，建議修進修部法語會話(一)

課程
輔系 黃彬茹

2/11



學號
選課

代碼
開課班級 科目名稱 組別

未入課

原因
系審核不通過原因

身份

類別

任課

老師

106學年度第1學期日間部輔系、雙主修、學程選課不符名單

(依學號由小至大排列)
106.09.12

1103204090 0105 日四技傳藝二年級 影視劇本寫作 01 額滿 雙主修 鍾尚宏

1103204090 0123 日四技傳藝三年級 紀錄片製作 01 額滿 雙主修 徐慧如

1103204090 0128 日四技傳藝三Ｂ 傳播藝術實務 01 額滿 雙主修 葉育菱

1103204091 0976 日四技國事一Ａ 國際文化研究導論 01 額滿 雙主修 李宇軒

1103204091 0977 日四技國事一Ａ 經濟學 01 額滿 雙主修 吳紹慈

1103204164 1559 日四技翻譯三Ａ 逐步口譯(一) 02 額滿 輔系 黃育文

1103205004 1442 日四技西文二Ａ 西班牙文寫作(一) 02 額滿 輔系 陳佳宏

1103205004 1447 日四技西文二Ａ 西班牙文閱讀與聽力(二) 01 額滿 輔系 劉惠風

1103205018 0089 日四技傳藝一Ａ 傳播概論 01 額滿 學程 張德娟

1103205022 0810 日四技專班一 日語會話（一） 01 一年級課程與二年級課程不得同時修讀。   輔系 李文君

1103205024 0824 日四技專班二 初級日語聽力訓練 01 一年級課程與二年級課程不得同時修讀。   輔系 陳惠文

1103205027 0810 日四技專班一 日語會話（一） 01 一年級課程與二年級課程不得同時修讀。  雙主修 李文君

1103205027 1078 日四技日文二年級 日本歷史 01 額滿 雙主修 陳淑瑩

1103205027 1108 日四技日文三年級 口譯入門 02 額滿 雙主修 黃意雯

1103205027 1114 日四技日文三年級 基礎翻譯 02 額滿 雙主修 陳惠文

1103205027 1115 日四技日文三年級 進階日語聽力訓練 01 額滿 雙主修 董莊敬

1103205032 0824 日四技專班二 初級日語聽力訓練 01 一年級課程與二年級課程不得同時修讀。   輔系 陳惠文

1103205062 1110 日四技日文三年級 日語語法 01 額滿 雙主修 李姵蓉

1103205062 1115 日四技日文三年級 進階日語聽力訓練 01 額滿 雙主修 董莊敬

1103205065 1440 日四技西文二Ａ 西班牙文（二） 01 額滿 雙主修 毛蓓雯

1103205076 0719 日四技法文一Ｂ 法語會話（一） 02
修課人數眾多，建議修進修部法語會話(一)

課程
輔系 黃貞芬

1103205102 0754 日四技法文三Ｂ 法文（三） 01 額滿 雙主修 鐘美薽

1103208001 0005 日四技應華一年級 歷代書法碑帖欣賞及習作 01 額滿 學程 鄭國瑞

1103208001 1330 華語文教學學分學程 語言學概論 01 重覆課程 學程 戴俊芬

1103208006 0005 日四技應華一年級 歷代書法碑帖欣賞及習作 01 額滿 學程 鄭國瑞

1103208006 1330 華語文教學學分學程 語言學概論 01 重覆課程 學程 戴俊芬

1103208012 0005 日四技應華一年級 歷代書法碑帖欣賞及習作 01 額滿 學程 鄭國瑞

1103208034 0005 日四技應華一年級 歷代書法碑帖欣賞及習作 01 額滿 學程 鄭國瑞

1103208036 0005 日四技應華一年級 歷代書法碑帖欣賞及習作 01 額滿 學程 鄭國瑞

1103208065 0719 日四技法文一Ｂ 法語會話（一） 02
修課人數眾多，建議修進修部法語會話(一)

課程
輔系 黃貞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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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3208067 0021 日四技應華一Ｂ 華語文教學導論 01 額滿 學程 戴俊芬

1103208090 0008 日四技應華一年級 華語語音學 01 額滿 學程 趙靜雅

1103208090 0059 日四技應華四年級 語義學 01 額滿 學程 林建勳

1103208090 1330 華語文教學學分學程 語言學概論 01 重覆課程 學程 戴俊芬

1103208097 0048 日四技應華三年級 多媒體與華語教學 01 額滿 學程 林翠雲

1103208104 0714 日四技法文一Ｂ 法文（一） 01 請修專班課程 輔系 葉素敏

1103208104 0719 日四技法文一Ｂ 法語會話（一） 02
修課人數眾多，建議修進修部法語會話(一)

課程
輔系 黃貞芬

1103208109 0021 日四技應華一Ｂ 華語文教學導論 01 額滿 學程 戴俊芬

1103209004 1537 日四技翻譯一Ａ 中文修辭與寫作 01 額滿 雙主修 卓福安

1103209004 1549 日四技翻譯二Ａ 視譯 01 額滿 雙主修 朱耀庭

1103209053 0913 日四技德文三年級 觀光德文(一) 01 額滿 輔系 薛欣怡

1103210008 0705 日四技法文一Ａ 法文寫作(一) 02 請修專班課程 輔系 傅可得

1103210010 0892 日四技德文二Ａ 德文寫作入門 01 額滿 雙主修 廖靜韻

1103210010 0913 日四技德文三年級 觀光德文(一) 01 額滿 雙主修 薛欣怡

1103210022 1442 日四技西文二Ａ 西班牙文寫作(一) 02 額滿 輔系 陳佳宏

1103210030 0707 日四技法文一Ａ 法語會話（一） 01
修課人數眾多，建議修進修部法語會話(一)

課程
輔系 黃彬茹

1103210030 0726 日四技法文二Ａ 法文（二） 01 請修專班課程 輔系 趙蕙蘭

1103211075 1078 日四技日文二年級 日本歷史 01 額滿 雙主修 陳淑瑩

1103211075 1112 日四技日文三年級 商業日文 02 額滿 雙主修 黃文佳

1103211075 1114 日四技日文三年級 基礎翻譯 02 額滿 雙主修 陳惠文

1103211075 1118 日四技日文三年級 台灣觀光景點日語導覽 02 額滿 雙主修 吳春宜

1103211075 1144 日四技日文四年級 視譯 01 額滿 雙主修 林淑丹

1103211075 1146 日四技日文四年級 經貿日文 01 額滿 雙主修 黃文佳

1103211075 1148 日四技日文四年級 媒體日文 01 額滿 雙主修 王長龍

1103211079 0808 日四技專班一 日文（一） 01 重覆課程 輔系 張韶筠

1103211079 0824 日四技專班二 初級日語聽力訓練 01 一年級課程與二年級課程不得同時修讀。   輔系 陳惠文

1103211083 1078 日四技日文二年級 日本歷史 01 額滿 雙主修 陳淑瑩

1103211083 1112 日四技日文三年級 商業日文 02 額滿 雙主修 黃文佳

1103211083 1114 日四技日文三年級 基礎翻譯 02 額滿 雙主修 陳惠文

1103211083 1118 日四技日文三年級 台灣觀光景點日語導覽 02 額滿 雙主修 吳春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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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3211083 1148 日四技日文四年級 媒體日文 01 額滿 雙主修 王長龍

1103212002 1078 日四技日文二年級 日本歷史 01 額滿 雙主修 陳淑瑩

1103212002 1110 日四技日文三年級 日語語法 01 額滿 雙主修 李姵蓉

1103212002 1112 日四技日文三年級 商業日文 02 額滿 雙主修 黃文佳

1103212006 1078 日四技日文二年級 日本歷史 01 額滿 雙主修 陳淑瑩

1103212006 1110 日四技日文三年級 日語語法 01 額滿 雙主修 李姵蓉

1103212006 1111 日四技日文三年級 商業日文 01 額滿 雙主修 久保田佐和

1103212018 1078 日四技日文二年級 日本歷史 01 額滿 雙主修 陳淑瑩

1103212018 1111 日四技日文三年級 商業日文 01
未修畢日文（二）者，不得修讀本系三年級

以上之專業選修課程。 
雙主修 久保田佐和

1103212018 1117 日四技日文三年級 台灣觀光景點日語導覽 01
未修畢日文（二）者，不得修讀本系三年級

以上之專業選修課程。 
雙主修 吳春宜

1103212018 1139 日四技日文三Ｄ 日本文化 01
未修畢日文（二）者，不得修讀本系三年級

以上之專業選修課程。 
雙主修 倉本知明

1103212030 0249 日四技英文二年級 英文商業概論 01 額滿 學程 盧美妃

1103212047 0059 日四技應華四年級 語義學 01 額滿 學程 林建勳

1103212051 1078 日四技日文二年級 日本歷史 01 額滿 雙主修 陳淑瑩

1103212051 1110 日四技日文三年級 日語語法 01 額滿 雙主修 李姵蓉

1103212051 1118 日四技日文三年級 台灣觀光景點日語導覽 02 額滿 雙主修 吳春宜

1103213002 1110 日四技日文三年級 日語語法 01 額滿 雙主修 李姵蓉

1103213002 1114 日四技日文三年級 基礎翻譯 02 額滿 雙主修 陳惠文

1103213009 0182 日四技數位三年級 數位產業個案研究 01 額滿 雙主修 陳泰良

1103213035 0182 日四技數位三年級 數位產業個案研究 01 額滿 輔系 陳泰良

1103213078 0892 日四技德文二Ａ 德文寫作入門 01 額滿 輔系 廖靜韻

1103213115 1440 日四技西文二Ａ 西班牙文（二） 01 額滿 雙主修 毛蓓雯

1104102008 0008 日四技應華一年級 華語語音學 01 額滿 學程 趙靜雅

1104102008 0059 日四技應華四年級 語義學 01 額滿 學程 林建勳

1104102010 0005 日四技應華一年級 歷代書法碑帖欣賞及習作 01 額滿 學程 鄭國瑞

1104102010 0047 日四技應華三年級 第二語言習得 01 額滿 學程 趙靜雅

1104102010 0059 日四技應華四年級 語義學 01 額滿 學程 林建勳

1104200015 1447 日四技西文二Ａ 西班牙文閱讀與聽力(二) 01 額滿 輔系 劉惠風

1104200015 1457 日四技西文三年級 商務西文（一） 01 額滿 輔系 謝淑貞

1104200019 0059 日四技應華四年級 語義學 01 額滿 輔系 林建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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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4200048 1572 日二技共同三 經濟學理論與應用 01 系審核不通過 學程 胡海豐

1104200123 0703 日四技法文一Ａ 法文（一） 01 請修專班課程 輔系 郭美宏

1104200123 0707 日四技法文一Ａ 法語會話（一） 01
修課人數眾多，建議修進修部法語會話(一)

課程
輔系 黃彬茹

1104200146 0808 日四技專班一 日文（一） 01 重覆課程 輔系 張韶筠

1104200156 1561 日四技翻譯三Ａ 口譯理論與實務 01 額滿 學程 李姿瑩

1104200164 0707 日四技法文一Ａ 法語會話（一） 01
修課人數眾多，建議修進修部法語會話(一)

課程
輔系 黃彬茹

1104200164 0716 日四技法文一Ｂ 法文寫作(一) 02 請修專班課程 輔系 康夙如

1104201040 0991 日四技國事三年級 國際文化經濟概論 01 額滿 學程 李宇軒

1104202090 0991 日四技國事三年級 國際文化經濟概論 01 額滿 學程 李宇軒

1104202091 1268 日四技國企管一Ａ 管理學 01 應選擇四技歐洲商務模組管理學 輔系 許淮之

1104203009 0974 日四技國事一Ａ 政治學 01 額滿 輔系 林建宏

1104203033 1278 日四技國企管三年級 企業與政府 01 額滿 輔系 賴文泰

1104203035 1089 日四技日文二Ｂ 日語會話（二） 02 請修讀輔系雙主修專班  雙主修 李文君

1104203035 1341 歐洲會展與翻譯學分學程 國際會展概論 02 額滿 學程 梅時雨

1104204003 1118 日四技日文三年級 台灣觀光景點日語導覽 02 額滿 學程 吳春宜

1104204016 1118 日四技日文三年級 台灣觀光景點日語導覽 02 額滿 學程 吳春宜

1104204029 1113 日四技日文三年級 基礎翻譯 01 額滿 學程 黃岷秀

1104204067 0105 日四技傳藝二年級 影視劇本寫作 01 額滿 輔系 鍾尚宏

1104204069 1111 日四技日文三年級 商業日文 01 額滿 學程 久保田佐和

1104204108 1116 日四技日文三年級 從平面媒介看日本大眾文化 01 額滿 學程 小高裕次

1104204123 1111 日四技日文三年級 商業日文 01 額滿 學程 久保田佐和

1104204133 1111 日四技日文三年級 商業日文 01 額滿 學程 久保田佐和

1104204166 1108 日四技日文三年級 口譯入門 02 額滿 學程 黃意雯

1104204183 1234 韓國語言文化與產業學分學程 初級韓文 01 重覆課程 學程 鄭恩英

1104204189 1118 日四技日文三年級 台灣觀光景點日語導覽 02 額滿 學程 吳春宜

1104204190 1111 日四技日文三年級 商業日文 01 額滿 學程 久保田佐和

1104204195 1118 日四技日文三年級 台灣觀光景點日語導覽 02 額滿 學程 吳春宜

1104204196 1118 日四技日文三年級 台灣觀光景點日語導覽 02 額滿 學程 吳春宜

1104204203 1111 日四技日文三年級 商業日文 01 額滿 學程 久保田佐和

1104204206 1111 日四技日文三年級 商業日文 01 額滿 學程 久保田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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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4204206 1118 日四技日文三年級 台灣觀光景點日語導覽 02 額滿 學程 吳春宜

1104204209 1113 日四技日文三年級 基礎翻譯 01 額滿 學程 黃岷秀

1104204212 1111 日四技日文三年級 商業日文 01 額滿 學程 久保田佐和

1104204212 1118 日四技日文三年級 台灣觀光景點日語導覽 02 額滿 學程 吳春宜

1104204214 1118 日四技日文三年級 台灣觀光景點日語導覽 02 額滿 學程 吳春宜

1104205003 0701 日四技法文一年級 法語發音與聽力練習 01 額滿 輔系 戴莉安

1104205003 0705 日四技法文一Ａ 法文寫作(一) 02 請修專班課程 輔系 傅可得

1104205003 0707 日四技法文一Ａ 法語會話（一） 01
修課人數眾多，建議修進修部法語會話(一)

課程
輔系 黃彬茹

1104205003 0714 日四技法文一Ｂ 法文（一） 01 請修專班課程 輔系 葉素敏

1104205005 0701 日四技法文一年級 法語發音與聽力練習 01 額滿 輔系 戴莉安

1104205005 0707 日四技法文一Ａ 法語會話（一） 01
修課人數眾多，建議修進修部法語會話(一)

課程
輔系 黃彬茹

1104205005 0714 日四技法文一Ｂ 法文（一） 01 請修專班課程 輔系 葉素敏

1104205007 1078 日四技日文二年級 日本歷史 01 額滿 輔系 陳淑瑩

1104205007 1079 日四技日文二Ａ 日文（二） 01
未修畢日文（二）者，不得修讀本系三年級

以上之專業選修課程。
輔系 方斐麗

1104205009 0728 日四技法文二Ａ 法文寫作(二) 02 請修專班課程 輔系 許樂山

1104205030 0809 日四技專班一 日語發音與聽力練習 01 一年級課程與二年級課程不得同時修讀。 雙主修 陳存良

1104205030 1078 日四技日文二年級 日本歷史 01 額滿 雙主修 陳淑瑩

1104205035 0892 日四技德文二Ａ 德文寫作入門 01 額滿 輔系 廖靜韻

1104205036 0728 日四技法文二Ａ 法文寫作(二) 02 請修專班課程 輔系 許樂山

1104205046 1078 日四技日文二年級 日本歷史 01 額滿 輔系 陳淑瑩

1104205046 1110 日四技日文三年級 日語語法 01
未修畢日文（二）者，不得修讀本系三年級

以上之專業選修課程。 
輔系 李姵蓉

1104205049 0719 日四技法文一Ｂ 法語會話（一） 02
修課人數眾多，建議修進修部法語會話(一)

課程
輔系 黃貞芬

1104205054 0719 日四技法文一Ｂ 法語會話（一） 02
修課人數眾多，建議修進修部法語會話(一)

課程
輔系 黃貞芬

1104205059 0892 日四技德文二Ａ 德文寫作入門 01 額滿 輔系 廖靜韻

1104205072 0715 日四技法文一Ｂ 法文寫作(一) 01 請修專班課程 輔系 鐘美薽

1104208001 1433 日四技西文一Ｂ 西班牙文（一） 01 重覆課程 輔系 金賢真

1104208010 0059 日四技應華四年級 語義學 01 額滿 學程 林建勳

1104208010 1330 華語文教學學分學程 語言學概論 01 重覆課程 學程 戴俊芬

1104208012 0048 日四技應華三年級 多媒體與華語教學 01 額滿 學程 林翠雲

1104208018 0059 日四技應華四年級 語義學 01 額滿 學程 林建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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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4208018 0719 日四技法文一Ｂ 法語會話（一） 02
修課人數眾多，建議修進修部法語會話(一)

課程
輔系 黃貞芬

1104208018 1330 華語文教學學分學程 語言學概論 01 重覆課程 學程 戴俊芬

1104208028 0048 日四技應華三年級 多媒體與華語教學 01 額滿 學程 林翠雲

1104208041 0708 日四技法文一Ａ 法語會話（一） 02
修課人數眾多，建議修進修部法語會話(一)

課程
輔系 柯惠美

1104208043 1330 華語文教學學分學程 語言學概論 01 重覆課程 學程 戴俊芬

1104208047 1330 華語文教學學分學程 語言學概論 01 重覆課程 學程 戴俊芬

1104208065 0005 日四技應華一年級 歷代書法碑帖欣賞及習作 01 額滿 學程 鄭國瑞

1104208065 0047 日四技應華三年級 第二語言習得 01 額滿 學程 趙靜雅

1104208065 0059 日四技應華四年級 語義學 01 額滿 學程 林建勳

1104208065 1330 華語文教學學分學程 語言學概論 01 重覆課程 學程 戴俊芬

1104208066 1063 日四技日文一Ｃ 日語會話（一） 02 因主系之必修課衝堂請至進修部隨班修讀。  輔系 林秀芬

1104208089 0005 日四技應華一年級 歷代書法碑帖欣賞及習作 01 額滿 學程 鄭國瑞

1104208107 1330 華語文教學學分學程 語言學概論 01 重覆課程 學程 戴俊芬

1104210002 1067 日四技日文一Ｃ 日語句型與文法 01
此課程須以紙本加簽辦理(任課老師須同

意)。 
輔系 張汝秀

1104210009 0701 日四技法文一年級 法語發音與聽力練習 01 額滿 輔系 戴莉安

1104210013 0701 日四技法文一年級 法語發音與聽力練習 01 額滿 輔系 戴莉安

1104210018 0701 日四技法文一年級 法語發音與聽力練習 01 額滿 輔系 戴莉安

1104210019 0892 日四技德文二Ａ 德文寫作入門 01 額滿 雙主修 廖靜韻

1104210019 0913 日四技德文三年級 觀光德文(一) 01 額滿 雙主修 薛欣怡

1104210026 0892 日四技德文二Ａ 德文寫作入門 01 額滿 雙主修 廖靜韻

1104210027 1067 日四技日文一Ｃ 日語句型與文法 01
此課程須以紙本加簽辦理(任課老師須同

意)。 
輔系 張汝秀

1104210037 1067 日四技日文一Ｃ 日語句型與文法 01
此課程須以紙本加簽辦理(任課老師須同

意)。 
輔系 張汝秀

1104211086 0716 日四技法文一Ｂ 法文寫作(一) 02 請修專班課程 輔系 康夙如

1104212001 1428 日四技西文一Ａ 西班牙文閱讀與聽力(一) 01 額滿 輔系 劉惠風

1104212002 0997 日四技國事四年級 創意與創業 01 額滿 雙主修 陳玉珍

1104212003 0249 日四技英文二年級 英文商業概論 01 額滿 學程 盧美妃

1104212005 1089 日四技日文二Ｂ 日語會話（二） 02 請修讀輔系雙主修專班 雙主修 李文君

1104212005 1090 日四技日文二Ｂ 初級日語聽力訓練 01 請修讀輔系雙主修專班 雙主修 陳美瑤

1104212005 1094 日四技日文二Ｃ 日文閱讀 01 請修讀輔系雙主修專班 雙主修 謝惠貞

1104212005 1123 日四技日文三Ａ 日語口語訓練 01
未修畢日文（二）者，不得修讀本系三年級

以上之專業選修課程。
雙主修 久保田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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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4212025 1093 日四技日文二Ｃ 日文（二） 01 請修讀輔系雙主修專班 雙主修 賴美麗

1104212028 0913 日四技德文三年級 觀光德文(一) 01 額滿 輔系 薛欣怡

1104212029 1428 日四技西文一Ａ 西班牙文閱讀與聽力(一) 01 額滿 輔系 劉惠風

1104212029 1433 日四技西文一Ｂ 西班牙文（一） 01 重覆課程 輔系 金賢真

1104212030 0974 日四技國事一Ａ 政治學 01 額滿 輔系 林建宏

1104212030 0990 日四技國事三年級 美國政府與政治 01 額滿 輔系 賴文儀

1104212034 1428 日四技西文一Ａ 西班牙文閱讀與聽力(一) 01 額滿 輔系 劉惠風

1104212048 0824 日四技專班二 初級日語聽力訓練 01 一年級課程與二年級課程不得同時修讀。 雙主修 陳惠文

1104212048 1102 日四技日文二Ｄ 日文閱讀 01 一年級課程與二年級課程不得同時修讀。 雙主修 李姵蓉

1104212052 0727 日四技法文二Ａ 法文寫作(二) 01 請修專班課程 輔系 傅可得

1104213003 0892 日四技德文二Ａ 德文寫作入門 01 額滿 雙主修 廖靜韻

1104213014 0057 日四技應華三Ｂ 中國文學史 01 額滿 輔系 卓福安

1104213118 0819 日四技專班二 日文（二） 01
未修畢日文（二）者，不得修讀本系三年級

以上之專業選修課程。
輔系 蔡程翔

1104213161 0701 日四技法文一年級 法語發音與聽力練習 01 額滿 雙主修 戴莉安

1105100016 1116 日四技日文三年級 從平面媒介看日本大眾文化 01 額滿 雙主修 小高裕次

1105100016 1148 日四技日文四年級 媒體日文 01 額滿 雙主修 王長龍

1105100016 1150 日四技日文四年級 日本式經營管理 01 額滿 雙主修 董莊敬

1105100063 0059 日四技應華四年級 語義學 01 額滿 學程 林建勳

1105112009 0033 日四技應華二年級 華語遠距同步教學與教材設計01 額滿 學程 林翠雲

1105200113 1559 日四技翻譯三Ａ 逐步口譯(一) 02 額滿 雙主修 黃育文

1105200113 1560 日四技翻譯三Ａ 翻譯概論 01 額滿 雙主修 黃翠玲

1105200113 1561 日四技翻譯三Ａ 口譯理論與實務 01 額滿 雙主修 李姿瑩

1105200142 1559 日四技翻譯三Ａ 逐步口譯(一) 02 額滿 輔系 黃育文

1105201008 1234 韓國語言文化與產業學分學程 初級韓文 01
已申請抵免初級韓文上學期學分，故不需重

複修讀上學期課程。
學程 鄭恩英

1105201018 0974 日四技國事一Ａ 政治學 01 額滿 雙主修 林建宏

1105201042 0021 日四技應華一Ｂ 華語文教學導論 01 額滿 輔系 戴俊芬

1105201042 0051 日四技應華三年級 近現代女性文學閱讀 01 額滿 輔系 王欣濼

1105201115 1049 日四技日文一Ａ 日語句型與文法 01
此課程須以紙本加簽處理(任課老師須同

意)。
雙主修 黃岷秀

1105202038 1544 日四技翻譯一Ａ 初階筆譯 02 額滿 輔系 翁慧蘭

1105202038 1560 日四技翻譯三Ａ 翻譯概論 01 額滿 輔系 黃翠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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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5202096 1536 日四技翻譯一年級 科技英文 01 額滿 雙主修 駱業鴻

1105202096 1544 日四技翻譯一Ａ 初階筆譯 02 額滿 雙主修 翁慧蘭

1105202113 0974 日四技國事一Ａ 政治學 01 額滿 雙主修 林建宏

1105203008 1053 日四技日文一Ｂ 日語會話（一） 01 請修讀輔系雙主修專班  輔系 賴美麗

1105203042 0708 日四技法文一Ａ 法語會話（一） 02
修課人數眾多，建議修進修部法語會話(一)

課程
輔系 柯惠美

1105203054 0824 日四技專班二 初級日語聽力訓練 01 一年級課程與二年級課程不得同時修讀。 雙主修 陳惠文

1105203054 1054 日四技日文一Ｂ 日語會話（一） 02 請修讀輔系雙主修專班 雙主修 林玫秀

1105203072 0005 日四技應華一年級 歷代書法碑帖欣賞及習作 01 額滿 學程 鄭國瑞

1105203080 1049 日四技日文一Ａ 日語句型與文法 01
此課程須以紙本加簽辦理(任課老師須同

意)。 
輔系 黃岷秀

1105203080 1078 日四技日文二年級 日本歷史 01 一年級課程與二年級課程不得同時修讀。  輔系 陳淑瑩

1105203089 1559 日四技翻譯三Ａ 逐步口譯(一) 02 額滿 輔系 黃育文

1105203089 1561 日四技翻譯三Ａ 口譯理論與實務 01 額滿 輔系 李姿瑩

1105203098 1536 日四技翻譯一年級 科技英文 01 額滿 雙主修 駱業鴻

1105203098 1544 日四技翻譯一Ａ 初階筆譯 02 額滿 雙主修 翁慧蘭

1105204096 0147 外語文化觀光導覽學分學程 領隊實務 01 額滿 學程 謝文芳

1105205022 1058 日四技日文一Ｂ 日語句型與文法 01
此課程須以紙本加簽處理(任課老師須同

意)。
雙主修 李姵蓉

1105205027 1078 日四技日文二年級 日本歷史 01 額滿 輔系 陳淑瑩

1105205083 1045 日四技日文一Ａ 日語會話（一） 02
因主系之必修課衝堂者，依辦法請至進修部

隨班修。
雙主修 李文君

1105205115 1042 日四技日文一Ａ 日文（一） 01 請修讀輔系雙主修專班 雙主修 陳美瑤

1105205115 1043 日四技日文一Ａ 日語發音與聽力練習 01 請修讀輔系雙主修專班 雙主修 童鳳環

1105205115 1045 日四技日文一Ａ 日語會話（一） 02
因主系之必修課衝堂者，依辦法請至進修部

隨班修。
雙主修 李文君

1105205115 1067 日四技日文一Ｃ 日語句型與文法 01
此課程須以紙本加簽處理(任課老師須同

意)。
雙主修 張汝秀

1105209002 0704 日四技法文一Ａ 法文寫作(一) 01 請修專班課程 輔系 徐落茲

1105209002 0714 日四技法文一Ｂ 法文（一） 01 請修專班課程 輔系 葉素敏

1105209002 0717 日四技法文一Ｂ 法語發音與聽力練習 01 額滿 輔系 徐落茲

1105209012 0704 日四技法文一Ａ 法文寫作(一) 01 請修專班課程 輔系 徐落茲

1105209012 0714 日四技法文一Ｂ 法文（一） 01 請修專班課程 輔系 葉素敏

1105209012 0717 日四技法文一Ｂ 法語發音與聽力練習 01 額滿 輔系 徐落茲

1105209013 0707 日四技法文一Ａ 法語會話（一） 01
修課人數眾多，建議修進修部法語會話(一)

課程
輔系 黃彬茹

1105209013 0717 日四技法文一Ｂ 法語發音與聽力練習 01 額滿 輔系 徐落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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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5209016 0704 日四技法文一Ａ 法文寫作(一) 01 請修專班課程 輔系 徐落茲

1105209017 0824 日四技專班二 初級日語聽力訓練 01 一年級課程與二年級課程不得同時修讀。  輔系 陳惠文

1105209025 0921 日四技德文四年級 中德旅遊文化與實務(一) 01 額滿 雙主修 楊燕詒

1105209046 1058 日四技日文一Ｂ 日語句型與文法 01
此課程須以紙本加簽處理(任課老師須同

意)。
雙主修 李姵蓉

1105210060 0086 日四技傳藝一年級 音樂與音效設計 01 額滿 雙主修 徐郡廷

1105212005 1437 日四技西文一Ｂ 西班牙文閱讀與聽力(一) 01 額滿 輔系 李宜靜

1105212010 1437 日四技西文一Ｂ 西班牙文閱讀與聽力(一) 01 額滿 雙主修 李宜靜

1105212011 0026 日四技應華二年級 文字學 01 額滿 輔系 陳智賢

1105212030 1272 日四技國企管二年級 金融市場概論 01 額滿 雙主修 徐如萍

1105212030 1277 日四技國企管二Ａ 國際行銷管理 01 採加簽單方式 雙主修 杜富燕

1105212031 0824 日四技專班二 初級日語聽力訓練 01 一年級課程與二年級課程不得同時修讀。 雙主修 陳惠文

1105212032 1424 日四技西文一Ａ 西班牙文（一） 01 額滿 雙主修 蔡文隆

1105212033 0892 日四技德文二Ａ 德文寫作入門 01 額滿 輔系 廖靜韻

1105212054 1277 日四技國企管二Ａ 國際行銷管理 01 採加簽單方式 雙主修 杜富燕

1105212060 0824 日四技專班二 初級日語聽力訓練 01 一年級課程與二年級課程不得同時修讀。   輔系 陳惠文

1105212061 0705 日四技法文一Ａ 法文寫作(一) 02 請修專班課程 雙主修 傅可得

1105212061 0717 日四技法文一Ｂ 法語發音與聽力練習 01 額滿 雙主修 徐落茲

1106100045 0005 日四技應華一年級 歷代書法碑帖欣賞及習作 01 額滿 學程 鄭國瑞

1106100045 0059 日四技應華四年級 語義學 01 額滿 學程 林建勳

1106100047 1572 日二技共同三 經濟學理論與應用 01 系審核不通過 學程 胡海豐

1106102003 0211 日二技英文三年級 商業英語口語訓練 01 額滿 雙主修 林柏瓏

1106103011 1274 日四技國企管二Ａ 統計學(一) 01 採加簽單方式 雙主修 朱晉德

1106103011 1278 日四技國企管三年級 企業與政府 01 額滿 雙主修 賴文泰

2103204004 0089 日四技傳藝一Ａ 傳播概論 01 額滿 輔系 張德娟

2103204004 1144 日四技日文四年級 視譯 01 額滿 學程 林淑丹

2104201030 1266 日四技國企管一Ａ 經濟學(一) 01 採加簽單方式 雙主修 胡海豐

2104201030 1277 日四技國企管二Ａ 國際行銷管理 01 採加簽單方式 雙主修 杜富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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