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號 選課代碼 開課年級 科目名稱 未入課原因 系審核不通過原因 身份類別 任課教師
1107209004 0655 日四技法文三年級 現代法國 額滿 雙主修 傅恒忠
1107209004 0665 日四技法文三Ｂ 法語會話（三） 額滿 雙主修 陳郁君
1107209004 0660 日四技法文三Ａ 法文翻譯 額滿 雙主修 陳郁君
1107209017 1238 日四技西文三年級 商務西文 (一) 額滿 雙主修 穆西爾
1107212004 0661 日四技法文三Ａ 法語會話（三） 額滿 雙主修 夏水晶
1107212004 0663 日四技法文三Ｂ 法文閱讀與寫作（三） 額滿 雙主修 羅文笙
1107212004 0660 日四技法文三Ａ 法文翻譯 額滿 雙主修 陳郁君
1107212056 1238 日四技西文三年級 商務西文 (一) 額滿 輔系 穆西爾
1108200002 0920 日四技日文三年級 日文寫作 額滿 輔系 安達信裕
1108200002 0928 日四技日文三年級 日語口語訓練 額滿 輔系 小高裕次
1108200002 0944 日四技日文四年級 日語溝通技巧 額滿 輔系 小高裕次
1108201061 0764 日四技德文三年級 觀光德文 (一) 額滿 輔系 薛欣怡
1108203072 1246 日四技西文四年級 拉丁美洲歷史與文化 額滿 學程 杜建毅
1108204095 0952 日四技日文四年級 日本式經營管理 額滿 學程 董莊敬
1108204095 0947 日四技日文四年級 經貿日文 額滿 學程 鳳氣至純平

1108205501 0129 日四技傳藝三年級 創意專題(一) 額滿 雙主修 李昱宏
1108208034 0636 日四技法文一Ｂ 法語會話（一） 額滿 輔系 林待吟
1108209042 1227 日四技西文二Ｂ 西班牙文（二） 系審核不過 需先修西班牙文一 輔系 林震宇
1108209042 1246 日四技西文四年級 拉丁美洲歷史與文化 系審核不過 需先修西班牙文一 輔系 杜建毅
1108209042 1203 日四技西文一年級 西班牙語會話 (一) 系審核不過 需先修西班牙文一 輔系 劉碧交
1108212508 0664 日四技法文三Ｂ 法文翻譯 額滿 輔系 徐慧韻
1108212508 0636 日四技法文一Ｂ 法語會話（一） 額滿 輔系 林待吟
1108213029 0636 日四技法文一Ｂ 法語會話（一） 額滿 雙主修 林待吟
1108213053 0262 日四技英文二年級 新聞英文 額滿 雙主修 蔡佳蓉
1109200006 0153 日四技傳藝四年級 藝文展演影片製作 額滿 輔系 連俐俐
1109200523 1040 日四技國企管二Ａ 統計學(一) 額滿 雙主修 蔡振義
1109201065 1292 日四技翻譯一Ａ 口譯技巧演練 額滿 輔系 王慧娟
1109204150 0933 日四技日文三年級 商業日文 額滿 學程 山本佐和子

1109204163 0933 日四技日文三年級 商業日文 額滿 學程 山本佐和子

1109213007 0720 日四技專班一 日語句型與文法 系審核不過 一年級課程與二年級課程不得同時修讀 雙主修 張柏湟
1110100034 1303 日四技翻譯二年級 第二外語(二) 額滿 輔系 廖詩文
1110100034 1295 日四技翻譯一Ａ 筆譯技巧運用 (英譯中) 額滿 輔系 李延輝
1110100034 1292 日四技翻譯一Ａ 口譯技巧演練 額滿 輔系 王慧娟
1110205010 0726 日四技專班二 日文（二） 系審核不過 請從一年級課程開始修讀 輔系 蔡程翔
1110205010 0909 日四技日文二年級 日本歷史 額滿 輔系 陳淑瑩
1110211075 0624 日四技法文一Ａ 法文閱讀與寫作（一） 額滿 輔系 林待吟
1110211079 0624 日四技法文一Ａ 法文閱讀與寫作（一） 額滿 輔系 林待吟
1110211079 0833 日四技國事二年級 企業管理概論 額滿 雙主修 吳紹慈
1110211080 0727 日四技專班二 日文閱讀 系審核不過 請從一年級課程開始修讀 輔系 張柏湟
1110211080 0909 日四技日文二年級 日本歷史 額滿 輔系 陳淑瑩
1110212015 0624 日四技法文一Ａ 法文閱讀與寫作（一） 額滿 輔系 林待吟
1110224004 0021 日四技應華二年級 古典小說選讀(一) 額滿 輔系 盧秀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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