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遠距課程教學計畫 

 

開課班級 科目名稱 開課單位 開課別 修習別 學分 
任課 

教師 

教學 

計畫 

日四技共同一 韓文(一) 日本語文系 學期 選修 2 鄭恩英 下載 

日四技共同一 
西洋五十幅名畫 

與十五位畫家 
應用華語文系 學期 選修 2 林翠雲 下載 

日四技應華二年級 台灣意象-布袋戲 應用華語文系 學期 選修 2 
施忠賢

羅宜柔 
下載 

日四技應華三年級 
華語遠距同步 

教學與教材設計 
應用華語文系 學期 選修 2 林翠雲 下載 

日四技外教二年級 字彙及文法教學 外語教學系 學期 選修 3 龔萬財 下載 

日四技共同四 經濟學理論與應用 國際企業管理系 學期 選修 3 胡海豐 下載 

進二技英文三 A 專業英語聽力訓練 英國語文系 學年 必修 2 吳碧禎 下載 

進二技英文三 B 專業英語聽力訓練 英國語文系 學年 必修 2 劉依綺 下載 

進二技英文三年級 商英溝通技巧與表達 英國語文系 學期 選修 2 張純華 下載 

進二技英文三 A 全人發展 (二) 吳甦樂教育中心 學期 必修 2 
李茂榮

潘春旭 
下載 

進二技英文三 B 全人發展 (二) 吳甦樂教育中心 學期 必修 2 
陳立言

李茂榮 
下載 

進四技英文一年級 英文文法與寫作 英國語文系 學年 必修 2 季慕華 下載 

進四技英文一年級 英文文法與寫作 英國語文系 學年 必修 2 王岫晴 下載 

進四技英文一年級 英文文法與寫作 英國語文系 學年 必修 2 何姿瑩 下載 

進四技英文一年級 英文文法與寫作 英國語文系 學年 必修 2 商雅君 下載 

進四技英文一年級 英文文法與寫作 英國語文系 學年 必修 2 王寂岑 下載 

進四技英文二年級 英文初階寫作 英國語文系 學年 必修 2 劉子瑛 下載 

進四技英文二年級 英文初階寫作 英國語文系 學年 必修 2 程昭勳 下載 

進四技英文三年級 商英溝通技巧與表達 英國語文系 學期 選修 2 張純華 下載 

進四技法文一 法語會話(一) 法國語文系 學年 必修 2 盧安琪 下載 

進四技法文二 法文閱讀與寫作 法國語文系 學年 必修 3 徐落茲 下載 

進四技法文三 法國文化與文明 法國語文系 學年 必修 2 王秀文 下載 

http://c003.wzu.edu.tw/ezcatfiles/c003/img/img/199/1052-1.pdf
http://c003.wzu.edu.tw/ezcatfiles/c003/img/img/199/1052-2.pdf
http://c003.wzu.edu.tw/ezcatfiles/c003/img/img/199/1052-3.pdf
http://c003.wzu.edu.tw/ezcatfiles/c003/img/img/199/1052-4.pdf
http://c003.wzu.edu.tw/ezcatfiles/c003/img/img/199/1052-5.pdf
http://c003.wzu.edu.tw/ezcatfiles/c003/img/img/199/1052-6.pdf
http://c003.wzu.edu.tw/ezcatfiles/c003/img/img/199/1052-7.pdf
http://c003.wzu.edu.tw/ezcatfiles/c003/img/img/199/1052-8.pdf
http://c003.wzu.edu.tw/ezcatfiles/c003/img/img/199/1052-9.pdf
http://c003.wzu.edu.tw/ezcatfiles/c003/img/img/199/1052-10.pdf
http://c003.wzu.edu.tw/ezcatfiles/c003/img/img/199/1052-11.pdf
http://c003.wzu.edu.tw/ezcatfiles/c003/img/img/199/1052-12.pdf
http://c003.wzu.edu.tw/ezcatfiles/c003/img/img/199/1052-13.pdf
http://c003.wzu.edu.tw/ezcatfiles/c003/img/img/199/1052-14.pdf
http://c003.wzu.edu.tw/ezcatfiles/c003/img/img/199/1052-15.pdf
http://c003.wzu.edu.tw/ezcatfiles/c003/img/img/199/1052-16.pdf
http://c003.wzu.edu.tw/ezcatfiles/c003/img/img/199/1052-17.pdf
http://c003.wzu.edu.tw/ezcatfiles/c003/img/img/199/1052-18.pdf
http://c003.wzu.edu.tw/ezcatfiles/c003/img/img/199/1052-19.pdf
http://c003.wzu.edu.tw/ezcatfiles/c003/img/img/199/1052-20.pdf
http://c003.wzu.edu.tw/ezcatfiles/c003/img/img/199/1052-21.pdf
http://c003.wzu.edu.tw/ezcatfiles/c003/img/img/199/1052-22.pdf


開課班級 科目名稱 開課單位 開課別 修習別 學分 
任課 

教師 

教學 

計畫 

進四技法文四 法文翻譯 法國語文系 學年 必修 2 陳郁君 下載 

進四技德文二 德文文法與寫作 德國語文系 學年 必修 4 薛欣怡 下載 

進四技西文一 西班牙文(一) 西班牙語文系 學年 必修 4 蔡文隆 下載 

進四技西文一 
西班牙語聽講練習

(一) 
西班牙語文系 學年 必修 3 

龔書凡

孫素靜 
下載 

進四技英文一年級 實用西班牙文(一) 西班牙語文系 學年 必修 4 楊雅媛 下載 

進四技英文二年級 實用西班牙文(二) 西班牙語文系 學年 必修 4 金賢真 下載 

進四技日文一 B 日文(一) 日本語文系 學年 必修 4 孫逸珊 下載 

進四技日文一 A 日語發音與聽力練習 日本語文系 學年 必修 2 黃思瑋 下載 

進四技日文一 A 日語會話(一) 日本語文系 學年 必修 2 黃佳慧 下載 

進四技日文一 B 日語會話(一) 日本語文系 學年 必修 2 高聖洋 下載 

進四技國企管一 A 會計學(二) 國際企業管理系 學期 必修 3 曹淑琳 下載 

進四技國企管一 A 經濟學(二) 國際企業管理系 學期 必修 3 胡海豐 下載 

進四技日文一 A 資訊概論 
數位內容應用與

管理系 
學期 必修 2 李玉雯 下載 

進四技日文一 B 資訊概論 
數位內容應用與

管理系 
學期 必修 2 梁丁文 下載 

進四技國際商務英語一 資訊概論 
數位內容應用與

管理系 
學期 必修 2 梁丁文 下載 

進四技國企管一 A 資訊概論 
數位內容應用與

管理系 
學期 必修 2 楊雄斌 下載 

進四技國際觀光與會展一 資訊概論 
數位內容應用與

管理系 
學期 必修 2 楊雄斌 下載 

進四技英文一 A 電腦多媒體應用 
數位內容應用與

管理系 
學期 必修 2 吳振彰 下載 

進四技法文一 電腦多媒體應用 
數位內容應用與

管理系 
學期 必修 2 吳振彰 下載 

進四技英文一 C 電腦多媒體應用 
數位內容應用與

管理系 
學期 必修 2 戚振中 下載 

http://c003.wzu.edu.tw/ezcatfiles/c003/img/img/199/1052-23.pdf
http://c003.wzu.edu.tw/ezcatfiles/c003/img/img/199/1052-24.pdf
http://c003.wzu.edu.tw/ezcatfiles/c003/img/img/199/1052-25.pdf
http://c003.wzu.edu.tw/ezcatfiles/c003/img/img/199/1052-2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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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四技西文一 電腦多媒體應用 
數位內容應用與

管理系 
學期 必修 2 戚振中 下載 

進四技英文一 B 電腦多媒體應用 
數位內容應用與

管理系 
學期 必修 2 郭大維 下載 

進四技德文一 電腦多媒體應用 
數位內容應用與

管理系 
學期 必修 2 劉哲宏 下載 

進四技共同二 歷代文選 應用華語文系 學年 必修 2 林雪鈴 下載 

進四技共同二 歷代文選 應用華語文系 學年 必修 2 戴俊芬 下載 

進四技共同二 歷代文選 應用華語文系 學年 必修 2 陳文豪 下載 

進四技共同二 歷代文選 應用華語文系 學年 必修 2 鐘明彥 下載 

進四技共同二 歷代文選 應用華語文系 學年 必修 2 陳智賢 下載 

進四技共同三 中國語文運用 應用華語文系 學期 必修 2 林景蘇 下載 

進四技共同三 中國語文運用 應用華語文系 學期 必修 2 林建勳 下載 

進四技共同三 
西洋五十幅名畫與十

五位畫家 
應用華語文系 學期 選修 2 林翠雲 下載 

進四技共同三 中國藝術專題與賞析 應用華語文系 學期 選修 2 林翠雲 下載 

進四技共同英文一 英語聽力(一) 英語教學中心 學年 必修 2 張宗德 下載 

進四技共同英文一 英語聽力(一) 英語教學中心 學年 必修 2 張宗德 下載 

進四技共同英文一 英語聽力(一) 英語教學中心 學年 必修 2 張雅婷 下載 

進四技共同英文一 英語聽力(一) 英語教學中心 學年 必修 2 賴琦瑾 下載 

進四技共同英文一 英語聽力(二) 英語教學中心 學年 必修 2 蔡佳蓉 下載 

進四技共同英文一 英語聽力(二) 英語教學中心 學年 必修 2 蔡佳蓉 下載 

進四技共同英文一 英語聽力(二) 英語教學中心 學年 必修 2 賴琦瑾 下載 

進四技共同英文一 英語聽力(二) 英語教學中心 學年 必修 2 謝君青 下載 

進四技共同英文一 英語聽力(三) 英語教學中心 學年 必修 2 李佳靜 下載 

進四技共同英文一 英語聽力(三) 英語教學中心 學年 必修 2 李佳靜 下載 

進四技共同英文一 英語聽力(三) 英語教學中心 學年 必修 2 林姿吟 下載 

進四技共同英文一 英語聽力(三) 英語教學中心 學年 必修 2 林姿吟 下載 

進四技共同三 古典音樂入門 通識教育中心 學期 選修 2 宮芳辰 下載 

http://c003.wzu.edu.tw/ezcatfiles/c003/img/img/199/1052-43.pdf
http://c003.wzu.edu.tw/ezcatfiles/c003/img/img/199/1052-44.pdf
http://c003.wzu.edu.tw/ezcatfiles/c003/img/img/199/1052-45.pdf
http://c003.wzu.edu.tw/ezcatfiles/c003/img/img/199/1052-46.pdf
http://c003.wzu.edu.tw/ezcatfiles/c003/img/img/199/1052-47.pdf
http://c003.wzu.edu.tw/ezcatfiles/c003/img/img/199/1052-48.pdf
http://c003.wzu.edu.tw/ezcatfiles/c003/img/img/199/1052-49.pdf
http://c003.wzu.edu.tw/ezcatfiles/c003/img/img/199/1052-50.pdf
http://c003.wzu.edu.tw/ezcatfiles/c003/img/img/199/1052-51.pdf
http://c003.wzu.edu.tw/ezcatfiles/c003/img/img/199/1052-5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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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003.wzu.edu.tw/ezcatfiles/c003/img/img/199/1052-5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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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003.wzu.edu.tw/ezcatfiles/c003/img/img/199/1052-6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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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課班級 科目名稱 開課單位 開課別 修習別 學分 
任課 

教師 

教學 

計畫 

進四技通識課程一 環境與人 通識教育中心 學期 必修 2 
李維元

黑正明 
下載 

進四技通識課程一 浪漫的時代與音樂 通識教育中心 學期 必修 2 宮芳辰 下載 

進四技通識課程二 歷史文化與生活專題 通識教育中心 學期 必修 2 謝忠志 下載 

進四技通識課程三 實用勞動法規 通識教育中心 學期 必修 2 郭慧根 下載 

進四技國際商務英語一 會計與財務報表分析 
國際商務英語 

學士學位學程 
學期 必修 2 曹淑琳 下載 

 

http://c003.wzu.edu.tw/ezcatfiles/c003/img/img/199/1052-68.pdf
http://c003.wzu.edu.tw/ezcatfiles/c003/img/img/199/1052-69.pdf
http://c003.wzu.edu.tw/ezcatfiles/c003/img/img/199/1052-70.pdf
http://c003.wzu.edu.tw/ezcatfiles/c003/img/img/199/1052-71.pdf
http://c003.wzu.edu.tw/ezcatfiles/c003/img/img/199/1052-72.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