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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文系 日二技 3 0920 日二技日文三年級 口譯技巧 01 選修 30 15 (一)1-2 8 謝惠貞 保留

日文系 日二技 3 0922 日二技日文三年級 筆譯技巧運用 01 選修 40 15 (三)6-7 6 黃佳慧 保留

日文系 日二技 4 0930 日二技日文四年級 新聞編譯 01 選修 40 15 (二)1-2 7 陳惠文 保留

日文系 日四技 0 1124 韓國語言文化與產業學分學程 韓國社會與產業概論 01 選修 30 15 (五)6-7 9 郭芳秀 保留 學程新生未選課

日文系 日四技 0 1654 商務與觀光導覽學分學程 文化觀光學 01 選修 35 15 (五)7-8 10 楊芾亞 保留 學程新生未選課

日文系 日四技 2 1461 日四技共同二 韓文(三) 01 選修 50 20 (四)9-10 11 胡令珠 保留

日文系 日四技 3 1001 日四技日文三年級 日語教學法演練 01 選修 35 15 (一)1-2 14 張汝秀 保留

吳甦樂教育中心 日四技 1 1458 日四技共同一 歌唱藝術與服務學習 01 選修 50 20 (五)8-9 15 梁斐瑜 保留

東南亞語言教學中心 日四技 0 1188 東南亞語言與產業學分學程 中級越南語一 01 選修 35 15 (一)8-9 11 阮清廉 保留 學程新生未選課

東南亞語言教學中心 日四技 0 1200 東南亞語言與產業學分學程 見習東南亞 03 選修 50 15 (四)6-7(六)1-2 13 葉佰賢 保留 學程新生未選課

東南亞語言教學中心 日四技 0 1194 東南亞語言與產業學分學程 東南亞多元語種課程 01 選修 50 15 (六)2-4,6-8 6 簡赫琳 保留 學程新生未選課

東南亞語言教學中心 日四技 0 1195 東南亞語言與產業學分學程 東南亞多元語種課程 02 選修 50 15 (六)2-4,6-8 9 簡赫琳 保留 學程新生未選課

東南亞語言教學中心 日四技 0 1178 東南亞語言與產業學分學程 經貿印尼語 01 選修 35 15 (五)3-4 8 魏愛妮 保留 學程新生未選課

東南亞語言教學中心 日四技 0 1190 東南亞語言與產業學分學程 中級印尼語一 01 選修 35 15 (二)6-7 5 魏愛妮 保留 學程新生未選課

東南亞語言教學中心 日四技 0 1198 東南亞語言與產業學分學程 見習東南亞 01 選修 50 15 (三)10(五)6-7(六)1 1 阮清廉 保留 學程新生未選課

東南亞語言教學中心 日四技 0 1199 東南亞語言與產業學分學程 見習東南亞 02 選修 50 15 (五)6-7(六)1-2 1 魏愛妮 保留 學程新生未選課

東南亞語言教學中心 日四技 0 1185 東南亞語言與產業學分學程 初級泰語二 01 選修 35 15 (一)8-9 11 徐佳芊 保留 學程新生未選課

法文系 日二技 4 0589 日二技法文四年級 文化與創意(二) 01 選修 50 15 (二)3-4 3 徐慧韻 保留

英文系 日二技 4 0185 日二技英文四年級 本土文化外語導覽 01 選修 35 15 (四)6-8 5 黃湘怡 保留

英文系 日五專 4 0336 日五專英文四年級 英語教學法概論(二) 01 選修 50 15 (五)1-2 13 葉采旻 保留

英文系 日五專 5 0355 日五專英文五年級 兒童英語教學(二) 01 選修 50 15 (四)8-9 7 洪錦心 保留

英文系 日四技 0 1673 外語文化觀光導覽學分學程 英美文化與觀光旅遊 2 選修 50 15 (一)8-9 6 林柏瓏 保留 學程新生未選課

師培中心 日二技 0 1569 日二技教育學程 教育心理學 01 選修 50 15 (五)3-4 14 陳國泰 保留

國企管系 日二技菁英 3 0373 日二技菁英三年級 國際人力資源管理 01 選修 50 15 (四)6-8 11 楊惠娥 保留

國企管系 日五專菁英 5 0423 日五專英文五年級 統計學 01 選修 50 15 (四)6-8 7 王立勳,徐如萍 保留

國事所 研究所 1 1132 碩士班國事學位學程一年級 全球治理與國際建制 01 選修 25 5 (一)11-13 1 賴文儀,李宇軒 保留

國事所 研究所 1 1133 碩士班國事學位學程一年級 全球區域經濟整合與發展 01 選修 25 5 (一)7-9 1 賴文儀,陳玉珍 保留

106學年度第2學期(日間部)第一次加退選選課結果一覽表【保留】

1、「保留科目」為初選後人數低於下限，由開課單位因特殊原因決定暫時不關閉之科目。

2、「保留科目」將於加退選期間開放線上加選。

3、請同學特別注意，「保留科目」不等於已開科目，「保留科目」不會鎖住下限人數，隨時有可能退至零人，因此加退選期間請同

學務必隨時留意下限人數是否達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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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事所 研究所 1 1134 碩士班國事學位學程一年級 東南亞治理與民主 01 選修 25 5 (三)6-8 1 顧長永,何啟良 保留

國事所 研究所 1 1135 碩士班國事學位學程一年級 東南亞華人社會與文化 01 選修 25 5 (二)8-10 2 何啟良 保留

國事所 研究所 1 1131 碩士班國事學位學程一年級 全球經濟財務安全議題 01 選修 25 5 (五)2-4 0 華明儀,陳玉珍 保留

國事所 研究所 2 1138 碩士班國事學位學程二年級 中國政經與社會發展 01 選修 25 5 (一)2-4 0 賴文儀,李宇軒 保留

通識教育中心 日二技 3 1588 日二技通識課程三 現代歐洲文化與文明 01 必修 50 20 (三)3-4 1 鄧文龍 保留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 0 1976 日四技共同 價值教育與自我理解 01 選修 50 15
(二)11-13

(四)11-13
0 未定 保留

<全英授課>開放各學

制選修。每周授課2次

，每次3小時，3週內

完成(6/7，6/12，6/14

，6/19，6/21，6/26)

，

微型課程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 1 1606 日四技通識課程一 現代歐洲文化與文明 02 必修 50 20 (三)3-4 18 鄧文龍 保留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 1 1456 日四技共同一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全民國防 01 選修 50 20 (二)8-9 19 盧郁芷 保留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 1 1441 日四技共同一 服務學習 01 選修 50 20 (一)8 6 陳靜珮 保留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 1 1442 日四技共同一 服務學習 02 選修 50 20 (二)8 4 黃德芳 保留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 1 1611 日四技通識課程一 生活與環境 02 必修 50 20 (四)8-9 18 林遠航 保留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 1 1605 日四技通識課程一 現代歐洲文化與文明 01 必修 50 20 (五)1-2 5 鄧文龍 保留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 2 1635 日四技通識課程二 生活中的物理 03 必修 50 20 (四)3-4 14 謝東利 保留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 2 1676 日四技通識課程二 社會心理問題與適應 3 必修 50 20 (四)3-4 15 蔡淑敏 保留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 3 1640 日四技通識課程三 科技產業與環境保護 01 必修 50 20 (三)6-7 19 陳秋豪 保留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 3 1645 日四技通識課程三 能源科技 01 必修 50 20 (三)1-2 19 林遠航 保留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 3 1646 日四技通識課程三 跨文化溝通：臺灣印象 01 必修 50 20 (三)6-7 7 吳秋慧 保留 全英授課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 3 1651 日四技通識課程三 兩岸四地政經概況 01 必修 50 20 (三)1-2 2 梁潔芬 保留 全英授課

華研所 研究所 1 0754 碩士班華研所一年級 華語文教材編寫與分析 01 選修 25 5 (三)8-10 4 劉秀芝 保留

德文系 日二技 4 0772 日二技德文四年級 商務德文溝通(二) 01 選修 50 15 (四)6-7 4 溥世達 保留

德文系 日二技 4 0771 日二技德文四年級 應用科技德文(二) 01 選修 50 15 (二)3-4 4 何浩哲 保留

德文系 日四技 0 1434 日四技共同 俄文(二) 02 選修 50 20 (五)8-9 19 吳鴻傑 保留

數位系 日四技 2 0146 日四技數位二年級 繪本製作 01 選修 50 15 (五)1-2 13 戴莉蓁 保留

數位系 日四技 3 0166 日四技數位三年級 行動學習製作 01 選修 50 15 (三)3-4(四)6 13 郭大維 保留

歐亞語文學院 日四技 0 1438 日四技共同 探索東南亞 01 選修 50 20 (五)8-11 4 魏愛妮 保留

歐亞語文學院 日四技 0 1439 日四技共同 探索東南亞 02 選修 50 20 (五)2-4(六)3 5 阮清廉 保留

歐亞語文學院 日四技 0 1437 日四技共同 網路市集東南亞 01 選修 50 20 (二)11-12(四)11-12 13 陳健文 保留

歐研所 研究所 1 0433 碩士班歐研所一年級 歐洲宗教與文化專題 01 選修 25 5 (三)6-8 1 王志堅 保留

歐研所 研究所 1 0431 碩士班歐研所一年級 歐洲電影文化與社會專題 01 選修 25 5 (五)2-4 3 林震宇 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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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研所 研究所 1 0432 碩士班歐研所一年級 歐盟對外關係專題 01 選修 25 5 (五)6-8 2 羅文笙 保留

應華系 日四技 0 1209 華語文教學學分學程 華語正音與教學 01 選修 50 15 (二)8-9 6 廖南雁 保留 學程新生未選課

應華系 日四技 0 1208 華語文教學學分學程 語義學 01 選修 50 15 (四)8-9 11 保留 學程新生未選課

應華系 日四技 1 0005 日四技應華一年級 台灣文化概論 01 選修 50 15 (二)8-9 13 向麗頻 保留

應華系 日四技 2 0026 日四技應華二年級 華語正音與教學 01 選修 40 15 (四)6-7 4 王靜芳 保留

應華系 日四技 2 1819 日四技應華二年級 華語文教材教法 1 選修 50 15 (四)8-9 0 劉秀芝 保留
【新增班】開放華語

文教學學程學生選修

應華系 日四技 3 0047 日四技應華三年級 書法教學 01 選修 30 15 (四)6-7 11 鄭國瑞 保留

應華系 日四技 3 0052 日四技應華三年級 華語遠距同步教學與教材設計 01 選修 25 15 (三)13-14 12 林翠雲 保留

應華系 日四技 4 0064 日四技應華四年級 採訪與寫作(二) 01 選修 50 15 (五)6-8 8 李彪 保留

翻譯系 日五專菁英 4 0404 日五專英文四年級 口譯技巧演練 01 選修 50 15 (四)6-7 7 翁慧蘭 保留

翻譯系 日五專菁英 5 0426 日五專英文五年級 國際會議英文簡報 01 選修 50 15 (五)6-8 11 林虹秀 保留

翻譯系 日四技 3 1681 日四技共同三 翻譯、文化與台灣電影 01 選修 50 20 (六)6-9 18 許馨文,李延輝 保留

體育教學中心 日二技 4 1204 日二技體育教學共同四 運動賽事服務學習課程(二) 01 選修 50 20 (四)8-9 15 林文川 保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