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號由小至大排列)

學號 開課單位 開課班級 科目名稱

1105213009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通識課程三 環境與人

1105213009 通識教育中心 進四技共同四 羽球 (一)

1106204230 英語教學中心 英語教學共同英文三 英文三

1106204230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專班二 日文（二）

1106205050 應華系 日四技應華四年級 華語文教學職場實務

1107200031 傳播藝術系 日四技傳藝四年級 英文節目企劃與製作

1107202024 德文系 日四技德文三年級 商務德文溝通 (一)

1107202024 德文系 日四技德文四年級 企業德文 (一)

1107202031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通識課程三 愛戀的社會心理世界

1107203004 西文系 日四技西文三年級 西班牙歷史與文化

1107203104 西文系 日四技西文四年級 西班牙語主題式演說訓練

1107203104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基礎法文

1107204174 日文系 日四技日文四年級 媒體日文

1107204174 日文系 日四技日文三年級 台灣觀光景點日語導覽

1107204228 日文系 日四技日文四年級 日語溝通技巧

1107204228 法文系 日四技法文四年級 文化與創意(一)

1107205005 應華系 日四技應華二年級 電子書敘事技巧

1107208108 數位系 日四技數位二年級 數位音樂製作

1107208108 數位系 日四技數位三年級 數位教材製作

1107208111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編劇導演入門

1107208111 英文系 日四技英文四年級 英文文法教學實務及演練

1107208112 英文系 日二技英文四年級 美國文學

1107208114 英語教學中心 日四技英語教學共同 外語教學實力養成

1107209070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四 國際貿易實務

1107212034 師資培育中心 日二技教育學程 國民小學教學實習(雙語教學)

1107212035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三 溝通的語言

1107213009 傳播藝術系 日四技傳藝三Ｂ 電影藝術

1107213012 通識教育中心 進四技通識課程一 生活調適與實現

1107213035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主持技巧與口語表達

1107213035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著作權法

1107213102 傳播藝術系 日四技傳藝四年級 英文節目企劃與製作

1107213127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主持技巧與口語表達

1107213127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通識課程二 環境保護概論

1107300006 傳播藝術系 日四技傳藝二年級 廣播節目企劃與製作(一)

1107300009 法文科 日五專法文四年級 法文口語訓練

1107300016 法文科 日五專法文五年級 時事法文

1107300041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一 全球倫理與在地行動

1107300044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編劇導演入門

1107300051 英文系 日二技英文三年級 英語教材設計

1107300063 通識教育中心. 日五專共同四 西班牙文文法與閱讀

1107300072 英語教學中心 日四技英語教學共同 外語教學實力養成

1107300083 英文科 日五專英文四Ｂ 實用英文作文（一）

1107300083 通識教育中心. 日五專共同四 西班牙文文法與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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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7300094 數位系 日四技數位一年級 數位遊戲導論

1107300094 英文科 日五專英文五年級 觀光英文

1107300106 英文系 日二技英文三年級 英語教材設計

1107300113 日文科 日五專日文五年級 中日基礎口譯技巧

1107301003 法文科 日五專法文四年級 進階法文文法(一)

1107301017 英文科 日五專英文四年級 西洋文學概論(一)

1107301017 法文科 日五專法文四年級 進階法文文法(一)

1107301019 通識教育中心 日二技共同三 經濟學理論與應用

1107301021 線上華語學分學程 線上對外華語教學微學分學程 線上華語教學與活動設計

1107301025 全英語商管學程 全英語商管學分學程 國際企業管理

1107301027 通識教育中心 日二技共同三 基礎日文

1107301032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風水科學在區位選擇中的應用

1107301037 線上華語學分學程 線上對外華語教學微學分學程 線上華語教學與活動設計

1107301037 智慧人文設計學程 智慧人文跨域整合設計微學分學程 認識PYTHON與應用

1107301038 通識教育中心 日二技共同三 基礎日文

1107301043 法文系 進四技法文三年級 法語商用會話(一)

1107301044 全英語商管學程 全英語商管學分學程 國際企業管理

1107302030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電影藝術

1107302045 數位系 日四技數位一年級 數位遊戲導論

1107303005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一 全球倫理與在地行動

1107303016 英語教學中心 日四技英語教學共同 外語教學實力養成

1107303024 全英語商管學程 全英語商管學分學程 國際企業管理

1107303025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一 全球倫理與在地行動

1107303049 線上華語學分學程 線上對外華語教學微學分學程 線上華語教學平台與數位工具應用

1107304012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二 國際貿易實務

1107304014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電影藝術

1107304029 日文科 日五專日文五Ａ 日語戲劇展演(二)

1107304032 日文科 日五專日文五年級 中日基礎口譯技巧

1107304033 東南亞語產業學程 東南亞語言與產業學分學程 初級印尼語一

1107304033 英文系 日四技英文四年級 英文文法教學實務及演練

1107304036 通識教育中心. 日五專共同五 投資理財規劃

1107304036 日文科 日五專日文五年級 觀光日文

1107304053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三 基礎法文

1108200006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一 全球倫理與在地行動

1108200010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通識課程一 社會心理問題與適應

1108200022 外語教學系 日四技外教四年級 成人外語教學

1108200023 英文系 日四技英文三Ａ 主題討論與寫作

1108200023 英語教學中心 英語教學共同英文三 英文五

1108200027 英文系 日四技英文三年級 進階中英翻譯習作

1108200027 英語教學中心 日四技英語教學共同 全球議題英文選讀與討論

1108200036 英文系 日四技英文二年級 基礎法文

1108200036 英文系 日四技英文三年級 中級法文

1108200037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服務領導與長者關懷

1108200064 英文系 日二技英文四年級 國際禮儀

1108200084 英文系 日二技英文四年級 英文財管入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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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8200102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心靈彩繪療育

1108200110 通識教育中心 日二技共同三 經濟學理論與應用

1108200126 東南亞語產業學程 東南亞語言與產業學分學程 初級印尼語一

1108200127 英語教學中心 日四技英語教學共同 全球議題英文選讀與討論

1108200130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自我理解與溝通效能

1108200130 英語教學中心 英語教學共同英文三 職場英文

1108200135 東南亞語產業學程 東南亞語言與產業學分學程 初級印尼語一

1108200136 英文系 日二技英文四年級 英文財管入門

1108200144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主持技巧與口語表達

1108200144 智慧人文設計學程 智慧人文跨域整合設計微學分學程 認識PYTHON與應用

1108200150 東南亞語產業學程 東南亞語言與產業學分學程 初級印尼語一

1108200152 線上華語學分學程 線上對外華語教學微學分學程 漢字原理與教學

1108200155 東南亞語產業學程 東南亞語言與產業學分學程 初級印尼語一

1108200165 英文系 日二技英文四年級 英文財管入門

1108200170 英文系 日四技英文四Ｃ 語言與文化

1108200170 英語教學中心 日四技英語教學共同 外語教學實力養成

1108200511 全英語商管學程 全英語商管學分學程 企業倫理與社會責任

1108200511 國際事務系 日四技國事二年級 企業管理概論

1108200518 英文系 日四技英文三年級 兒童英語教學

1108201005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編劇導演入門

1108201014 東南亞語產業學程 東南亞語言與產業學分學程 初級泰語一

1108201016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三 產業實務講座

1108201030 傳播藝術系 日四技傳藝四年級 媒體後製與影像包裝

1108201038 通識教育中心. 日五專共同五 初級會計

1108201038 英語教學中心 日四技英語教學共同 英語檢定測驗分析與實作演練

1108201061 全英語商管學程 全英語商管學分學程 國際企業管理

1108201065 法文系 日四技法文四年級 國際禮儀

1108201067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二 基礎西班牙文(一)

1108201073 全英語商管學程 全英語商管學分學程 國際企業管理

1108201075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心靈彩繪療育

1108201089 法文系 日四技法文三年級 現代法國

1108201089 法文系 日四技法文四年級 商務法文(二)

1108201093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一 基礎西班牙文(一)

1108201111 法文系 日四技法文三Ｂ 法文（三）

1108201118 法文系 日四技法文四年級 國際禮儀

1108202003 德文系 日四技德文四年級 企業德文 (一)

1108202005 德文系 日四技德文三年級 德文閱讀與寫作 (二)

1108202005 德文系 日四技德文三年級 德語聽講練習

1108202006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通識課程三 跨科技整合與應用

1108202006 德文系 日四技德文三年級 商務德文溝通 (一)

1108202014 德文系 日四技德文三年級 商務德文溝通 (一)

1108202014 德文系 日四技德文四年級 企業德文 (一)

1108202018 通識教育中心 日二技共同三 經濟學理論與應用

1108202019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三 德國文化

1108202020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三 德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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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8202024 德文系 日四技德文四年級 企業德文 (一)

1108202031 德文系 日四技德文四年級 企業德文 (一)

1108202032 德文系 日四技德文四年級 企業德文 (一)

1108202034 德文系 日四技德文四年級 企業德文 (一)

1108202039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三 德國文化

1108202046 德文系 日四技德文四年級 企業德文 (一)

1108202049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三 基礎法文

1108202501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一 韓文(一)

1108202501 德文系 日四技德文四年級 企業德文 (一)

1108203004 西文系 日四技西文三Ｂ 西班牙文（三）

1108203009 通識教育中心 日二技共同三 基礎日文

1108203037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心靈彩繪療育

1108203037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三 創意與創業

1108203053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四 企業不動產投資與管理

1108203056 西文系 日四技西文四年級 西班牙語主題式演說訓練

1108203073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俄文(一)

1108203087 西文系 日四技西文四年級 西文國際貿易概論

1108203101 西文系 日四技西文四年級 西文國際貿易概論

1108203113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通識課程三 幸福學

1108204011 日文系 日四技日文二Ａ 歷代文選

1108204021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三 基礎法文

1108204040 日文系 日二技日文三年級 商業日文

1108204071 英語教學中心 日四技英語教學共同 全球議題英文選讀與討論

1108204074 日文系 日四技日文四年級 視譯

1108204086 日文系 日四技日文四年級 媒體日文

1108204103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三 進階日語聽力訓練

1108204109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開心飲食：彩色療癒

1108204126 日文系 日四技日文四年級 媒體日文

1108204127 日文系 日四技日文四年級 媒體日文

1108204138 日文系 日四技日文四年級 新聞聽力

1108204144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三 基礎法文

1108204149 商務觀光導覽學程 商務與觀光導覽學分學程 領隊實務

1108204162 日文系 日四技日文四年級 經貿日文

1108204181 日文系 日四技日文四年級 日本小說選讀

1108204184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知天下事-國際媒體閱聽讀析

1108204184 日文系 日二技日文三年級 中翻日筆譯實務

1108204185 英語教學中心 英語教學共同英文三 電腦與網路英文

1108204186 日文系 日二技日文三年級 中翻日筆譯實務

1108204188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開心飲食：彩色療癒

1108204192 英語教學中心 英語教學共同英文二 英文四Ａ

1108204192 日文系 日四技日文四年級 媒體日文

1108204193 日文系 日四技日文四年級 新聞聽力

1108204193 通識教育中心 日二技共同三 經濟學理論與應用

1108204195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開心飲食：彩色療癒

1108204202 東南亞語產業學程 東南亞語言與產業學分學程 初級印尼語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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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8204211 日文系 日四技日文四年級 媒體日文

1108204212 日文系 日四技日文四年級 媒體日文

1108204213 日文系 日四技日文四年級 日語溝通技巧

1108204219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高雄文化探索

1108204219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三 基礎法文

1108204221 日文系 日二技日文四年級 經貿日文

1108204234 日文系 日四技日文三年級 從平面媒介看日本大眾文化

1108204234 數位系 日四技數位一年級 數位遊戲導論

1108204237 日文系 日四技日文四年級 新聞聽力

1108204512 全英語商管學程 全英語商管學分學程 企業倫理與社會責任

1108205002 英文系 日二技英文四年級 英文財管入門

1108205006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著作權法

1108205008 通識教育中心 日二技共同三 基礎日文

1108205012 數位系 日四技數位四年級 平面視覺設計

1108205012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三 溝通的語言

1108205013 應華系 日四技應華四年級 創意文案

1108205020 應華系 日四技應華二年級 古典小說選讀(一)

1108205022 東南亞語產業學程 東南亞語言與產業學分學程 東南亞與台灣

1108205026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服務領導與長者關懷

1108205036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一 全球倫理與在地行動

1108205036 應華系 日四技應華二年級 華語文教材教法

1108205039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一 義大利文(一)

1108205039 應華系 日四技應華二年級 古典小說選讀(一)

1108205041 應華系 日四技應華二年級 華語文教材教法

1108205041 應華系 日四技應華四年級 華語文教學職場實務

1108205042 應華系 日四技應華四年級 創意文案

1108205042 應華系 日四技應華四年級 華語文教學職場實務

1108205043 應華系 日四技應華四年級 華語文教學職場實務

1108205048 應華系 日四技應華二年級 華語文教材教法

1108205048 應華系 日四技應華四年級 華語文教學職場實務

1108205070 通識教育中心 日二技共同三 基礎日文

1108205070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一 義大利文(一)

1108205072 應華系 日四技應華三年級 第二語言習得

1108205078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通識課程二 藝術與生活

1108205093 應華系 日四技應華三年級 多媒體與華語教學

1108205094 應華系 日四技應華四年級 華語文教學職場實務

1108205116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二 國際貿易實務

1108205116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國際觀與全球關懷進階研究

1108205121 應華系 日四技應華二年級 華語文教材教法

1108208002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四 企業不動產投資與管理

1108208002 智慧人文設計學程 智慧人文跨域整合設計微學分學程 認識PYTHON與應用

1108208010 智慧人文設計學程 智慧人文跨域整合設計微學分學程 認識PYTHON與應用

1108208022 智慧人文設計學程 智慧人文跨域整合設計微學分學程 認識PYTHON與應用

1108208027 外語教學系 日四技外教四年級 成人外語教學

1108208045 外語教學系 日四技外教四年級 成人外語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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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8208046 智慧人文設計學程 智慧人文跨域整合設計微學分學程 認識PYTHON與應用

1108208046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四 企業不動產投資與管理

1108208092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視覺藝術創作

1108208102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國際政治經濟與環境

1108208113 英語教學中心 英語教學共同英文三 英文三

1108208113 應華系 日四技應華三Ｂ 文教與創意

1108208127 外語教學系 日四技外教四年級 成人外語教學

1108209001 法文系 日四技法文四年級 文化與創意(一)

1108209004 國際事務系 日四技國事二年級 非政府組織與志工管理

1108209009 國際事務系 日四技國事二年級 非政府組織與志工管理

1108209010 法文系 日四技法文四年級 文化與創意(一)

1108209013 國際事務系 日四技國事二年級 非政府組織與志工管理

1108209020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二 韓文(三)

1108209026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一 韓文(一)

1108209028 通識教育中心 日二技共同三 基礎日文

1108209029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MV的影像美學

1108209035 通識教育中心 日二技共同三 基礎日文

1108209037 西文系 日四技西文四年級 拉丁美洲歷史與文化

1108209041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一 韓文(一)

1108209042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四 產業實務講座

1108209050 法文系 日四技法文四年級 文化與創意(一)

1108209054 國際事務系 日四技國事二年級 中國與國際經濟

1108209058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三 創意與創業

1108209058 國際事務系 日四技國事二年級 企業管理概論

1108209504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通識課程三 童年探索：文化、歷史與記憶

1108210013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通識課程三 幸福學

1108210013 國際企業管理系 日四技國企管三年級 人才發展管理系統

1108211028 數位系 日四技數位四年級 數位影音整合應用

1108211031 數位系 日四技數位三年級 虛擬實境

1108211084 數位系 日四技數位四年級 平面視覺設計

1108211093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二 紅樓夢選讀

1108212009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風水科學在區位選擇中的應用

1108212013 智慧人文設計學程 智慧人文跨域整合設計微學分學程 認識PYTHON與應用

1108212024 翻譯系 日四技翻譯四年級 職場體驗實習(二)

1108212029 英文系 日四技英文二年級 新聞英文

1108212037 翻譯系 日四技翻譯二年級 翻譯研究

1108212037 翻譯系 日四技翻譯二年級 筆譯：文創議題

1108212038 翻譯系 日四技翻譯一年級 科技英文

1108212046 翻譯系 日四技翻譯四年級 模擬會議

1108212048 英文系 日四技英文二年級 新聞英文

1108212054 翻譯系 日四技翻譯二年級 第二外語(二)

1108212055 翻譯系 日四技翻譯二年級 第二外語(二)

1108212501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生物科技倫理與法律

1108213001 韓國語言文化與產業學分學程 韓國語言文化與產業學分學程 韓語會話

1108213004 傳播藝術系 日四技傳藝四年級 英文節目企劃與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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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8213007 傳播藝術系 日四技傳藝四年級 英文節目企劃與製作

1108213007 英語教學中心 英語教學共同英文一 英文A1b

1108213008 傳播藝術系 日四技傳藝四年級 媒體後製與影像包裝

1108213019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通識課程二 生活中的統計

1108213023 通識教育中心. 日五專共同五 初級會計

1108213023 通識教育中心. 日五專共同五 孫子與戰略

1108213026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主持技巧與口語表達

1108213027 傳播藝術系 日四技傳藝四年級 媒體後製與影像包裝

1108213029 法文系 日四技法文四Ａ 法國語言與文化

1108213033 傳播藝術系 日四技傳藝三年級 當代華語電影賞析

1108213038 傳播藝術系 日四技傳藝二年級 影視節目企劃與製作

1108213041 傳播藝術系 日四技傳藝二年級 影視節目企劃與製作

1108213047 通識教育中心. 日五專共同五 孫子與戰略

1108213047 傳播藝術系 日四技傳藝四年級 英文節目企劃與製作

1108213049 數位系 日四技數位三年級 動態網頁與網站建置

1108213051 英語教學中心 英語教學共同英文一 英文B1a

1108213064 傳播藝術系 日四技傳藝四年級 媒體後製與影像包裝

1108213064 傳播藝術系 日四技傳藝二年級 文創產業整合行銷企劃

1108213069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三 創意與創業

1108213069 韓國語言文化與產業學分學程 韓國語言文化與產業學分學程 觀光韓語

1108213078 傳播藝術系 日四技傳藝四年級 藝文展演影片製作

1108213081 傳播藝術系 日四技傳藝四年級 英文節目企劃與製作

1108213086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通識課程二 民主、法治與人權

1108213097 傳播藝術系 日四技傳藝四年級 藝文展演影片製作

1108213098 傳播藝術系 日四技傳藝四年級 英文節目企劃與製作

1108213101 傳播藝術系 日四技傳藝四年級 英文節目企劃與製作

1108213102 傳播藝術系 日四技傳藝四年級 媒體後製與影像包裝

1108213112 傳播藝術系 日四技傳藝四年級 藝文展演影片製作

1108213118 傳播藝術系 日四技傳藝四年級 媒體後製與影像包裝

1108213120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視覺藝術創作

1108213506 傳播藝術系 日四技傳藝二年級 影視節目企劃與製作

1108300010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二 國際專業服務領導(二)

1108300029 應華系 日四技應華二年級 編輯實務

1108300034 通識教育中心. 日五專共同四 德語會話（四）

1108300034 英文科 日五專英文四Ａ 哲學概論

1108300051 英文科 日五專英文四年級 西洋文學概論(一)

1108300055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二 商管專業服務學習：醫療服務行銷與管理(二)

1108300062 通識教育中心. 日五專共同四 西班牙文文法與閱讀

1108300071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歐洲研究簡介：歷史、政治和社會

1108300111 英文科 日五專英文四年級 會展英文

1108300111 日文科 日五專日文四年級 中級日語聽力訓練

1108300501 英文科 日五專英文四Ｂ 進階英語聽力

1108300501 通識教育中心. 日五專共同二 西班牙文閱讀（一）

1108301002 法文科 日五專法文四年級 進階法文文法(一)

1108301002 通識教育中心. 日五專共同五 初級會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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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8301006 通識教育中心. 日五專共同四 進階英語聽力

1108301007 通識教育中心. 日五專共同四 進階英語聽力

1108301008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著作權法

1108301012 英語教學中心 日四技英語教學共同 外語教學實力養成

1108301013 通識教育中心. 日五專共同五 行銷學理論與應用

1108301014 韓國語言文化與產業學分學程 韓國語言文化與產業學分學程 韓語發音與聽力訓練

1108301014 法文科 日五專法文四年級 進階法文文法(一)

1108301017 通識教育中心. 日五專共同五 行銷學理論與應用

1108301017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廣告企劃與製作(一)

1108301018 通識教育中心. 日五專共同五 初級會計

1108301019 法文科 日五專法文四年級 進階法文文法(一)

1108301021 外語教學系 日四技外教二年級 外語故事與繪本教學

1108301021 通識教育中心. 日五專共同五 行銷學理論與應用

1108301026 英文科 日五專英文四年級 西洋文學概論(一)

1108301026 通識教育中心. 日五專共同五 行銷學理論與應用

1108301027 通識教育中心. 日五專共同五 行銷學理論與應用

1108301028 法文科 日五專法文四年級 進階法文文法(一)

1108301030 法文科 日五專法文四年級 進階法文文法(一)

1108301031 法文科 日五專法文四年級 進階法文文法(一)

1108301033 法文科 日五專法文四年級 進階法文文法(一)

1108301035 通識教育中心. 日五專共同五 初級會計

1108301036 德文科 日五專德文三Ａ 法律與生活

1108301036 法文科 日五專法文四年級 進階法文文法(一)

1108301041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電影藝術

1108301042 法文科 日五專法文四年級 進階法文文法(一)

1108301042 通識教育中心. 日五專共同五 初級會計

1108301045 通識教育中心. 日五專共同五 行銷學理論與應用

1108301049 法文科 日五專法文四年級 進階法文文法(一)

1108301050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國際觀與全球關懷進階研究

1108301050 法文科 日五專法文四年級 進階法文文法(一)

1108302003 通識教育中心. 日五專共同一 德文（一）

1108302003 英文科 日五專英文四年級 西洋文學概論(一)

1108302004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國際政治經濟與環境

1108302018 通識教育中心. 日五專共同四 天文學導論

1108302020 華語文教學分學程 華語文教學學分學程 語言學概論

1108302020 德文科 日五專德文四年級 餐旅德文

1108302029 德文科 日五專德文四年級 餐旅德文

1108302029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一 基礎西班牙文(一)

1108302049 英文科 日五專英文四年級 西洋文學概論(一)

1108302050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國際政治經濟與環境

1108302051 全英語商管學程 全英語商管學分學程 國際經濟

1108302051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三 基礎法文

1108302052 通識教育中心. 日五專共同五 國際貿易理論與實務

1108302065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一 歌唱藝術與服務學習

1108302066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歐洲研究簡介：歷史、政治和社會

8/28



學號 開課單位 開課班級 科目名稱

1108302067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一 歌唱藝術與服務學習

1108302076 英文科 日五專英文四年級 西洋文學概論(一)

1108302078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歐洲研究簡介：歷史、政治和社會

1108302086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歐洲研究簡介：歷史、政治和社會

1108302095 華語文教學分學程 華語文教學學分學程 語言學概論

1108302107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國際政治經濟與環境

1108302111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電影藝術

1108303005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影像媒體製作

1108303038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國際政治經濟與環境

1108304007 通識教育中心. 日五專共同五 投資理財規劃

1108304014 日文科 日五專日文四年級 中級日語聽力訓練

1108304025 日文科 日五專日文四年級 日本現代文選

1108304039 日文科 日五專日文四年級 中級日語聽力訓練

1109200001 英文系 日四技英文三年級 中級法文

1109200008 英文系 日四技英文三年級 口譯技巧入門

1109200010 英文系 日四技英文二Ａ 英語語言學概論

1109200010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通識課程一 社會心理問題與適應

1109200013 英文系 日四技英文二Ａ 英語語言學概論

1109200014 英文系 日四技英文三Ａ 主題討論與寫作

1109200019 英語教學中心 日四技英語教學共同 英語檢定測驗分析與實作演練

1109200023 英文系 日二技英文四年級 英文財管入門

1109200025 英文系 日二技英文三年級 短篇小說選讀

1109200029 英文系 日四技英文二Ａ 英語語言學概論

1109200030 英文系 日二技英文三年級 短篇小說選讀

1109200038 英文系 日二技英文三年級 短篇小說選讀

1109200038 翻譯系 日四技翻譯三年級 國際事務英文

1109200040 英文系 日二技英文三年級 短篇小說選讀

1109200042 英文系 日四技英文一Ｂ 全人發展：大學入門 (一)

1109200058 通識教育中心. 日五專共同四 天文學導論

1109200059 英語教學中心 英語教學共同英文三 職能與溝通技巧英語

1109200059 英文系 日二技英文三年級 英語教材設計

1109200061 英文系 日二技英文三年級 商業英語口語訓練

1109200069 東南亞語產業學程 東南亞語言與產業學分學程 東南亞與台灣

1109200087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通識課程二 生活中的統計

1109200087 英文系 日四技英文二年級 日語(一)

1109200100 英文系 日二技英文四年級 英文財管入門

1109200102 英文系 日四技英文三年級 中級法文

1109200104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通識課程三 工作權與社會正義

1109200121 英文系 日四技英文三年級 口譯技巧入門

1109200130 英文系 日二技英文三年級 短篇小說選讀

1109200130 英文系 日二技英文四年級 英文財管入門

1109200136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四 關鍵就業力

1109200136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開心飲食：彩色療癒

1109200143 東南亞學系 日四技東南亞三年級 泰語口語表達

1109200151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開心飲食：彩色療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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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9200155 英文系 日四技英文三年級 口譯技巧入門

1109200164 傳播藝術系 日四技傳藝一Ａ 傳播概論

1109200164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MV的影像美學

1109200173 歐亞語文學院 歐亞語文學院共同一 世界文明史

1109200182 英文系 日二技英文三年級 短篇小說選讀

1109200187 全英語商管學程 全英語商管學分學程 企業倫理與社會責任

1109200187 西文系 日四技西文二Ａ 邏輯思辨

1109201002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通識課程二 民主、法治與人權

1109201009 法文系 日四技法文二Ａ 法文（二）

1109201018 法文系 日四技法文三Ａ 法文（三）

1109201027 翻譯系 日四技翻譯二年級 第二外語(二)

1109201029 法文系 日四技法文三Ａ 法文（三）

1109201039 日文系 日四技日文三年級 日語口語訓練

1109201046 德文系 日四技德文二Ａ 歷代文選

1109201048 法文系 日四技法文三Ａ 法文（三）

1109201071 法文系 日四技法文三Ｂ 法文（三）

1109201071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通識課程三 藝術與生活

1109201080 東南亞語產業學程 東南亞語言與產業學分學程 初級泰語一

1109201083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通識課程三 社會心理問題與適應

1109201083 法文系 日四技法文三年級 餐旅法文(一)

1109201089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通識課程一 環境保護概論

1109201098 法文系 日四技法文三年級 法語網路資源學習與應用

1109201099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一 基礎西班牙文(一)

1109201099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通識課程三 社會心理問題與適應

1109201101 法文系 日四技法文三年級 餐旅法文(一)

1109201102 英語教學中心 英語教學共同英文三 英文五

1109201102 歐洲會展翻譯學程 歐洲會展與翻譯學分學程 國際會展概論

1109201104 東南亞語產業學程 東南亞語言與產業學分學程 初級泰語一

1109201105 法文系 日四技法文三Ｂ 法文（三）

1109201106 法文系 日四技法文三Ｂ 法文（三）

1109201109 法文系 日四技法文三Ｂ 法文（三）

1109201503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電影藝術

1109201505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一 全球倫理與在地行動

1109202006 德文系 日四技德文三年級 觀光德文 (一)

1109202006 英語教學中心 英語教學共同英文三 新聞與大眾傳播英文

1109202010 東南亞語產業學程 東南亞語言與產業學分學程 初級印尼語一

1109202022 德文系 日四技德文三年級 德國社會科學導論 (一)

1109202024 德文系 日四技德文三年級 商務德文溝通 (一)

1109202024 德文系 日四技德文三年級 德文閱讀與寫作 (二)

1109202026 德文系 日四技德文三年級 觀光德文 (一)

1109202029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人際心理大解密

1109202032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三 德國文化

1109202078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三 德國文化

1109202080 英語教學中心 日四技英語教學共同 學術英文寫作

1109202080 數位系 日四技數位三年級 動態網頁與網站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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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9202089 德文系 日四技德文一Ａ 運算思維與程式設計

1109203003 西文系 日四技西文三年級 西班牙歷史與文化

1109203005 通識教育中心 日二技共同三 基礎日文

1109203007 傳播藝術系 日四技傳藝一Ｂ 運算思維與程式設計

1109203012 西文系 日四技西文三年級 西班牙歷史與文化

1109203022 西文系 日四技西文三年級 西班牙歷史與文化

1109203035 西文系 日四技西文三年級 西班牙文寫作

1109203037 西文系 日四技西文三年級 西班牙文寫作

1109203039 西文系 日四技西文三年級 商務西文 (一)

1109203041 西文系 日四技西文三年級 商務西文 (一)

1109203043 西文系 日四技西文二年級 西班牙語會話 (二)

1109203048 通識教育中心 日二技共同三 基礎日文

1109203048 西文系 日四技西文三年級 西班牙文寫作

1109203049 西文系 日四技西文三年級 西班牙文寫作

1109203064 西文系 日四技西文三Ｂ 西班牙文（三）

1109203065 韓國語言文化與產業學分學程 韓國語言文化與產業學分學程 中級韓文

1109203066 英文系 日四技英文二年級 英文商業概論

1109203066 英文系 日四技英文二年級 專業英語演說訓練

1109203069 通識教育中心 日二技共同三 基礎日文

1109203079 西文系 日四技西文三年級 西班牙文寫作

1109203087 西文系 日四技西文三年級 西班牙文寫作

1109203103 西文系 日四技西文三年級 西班牙文寫作

1109203109 西文系 日四技西文三Ｂ 西班牙文（三）

1109203114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翻轉憂鬱與自我傷害

1109203114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通識課程二 資料與數據時代

1109203502 英語教學中心 日四技英語教學共同 全球議題英文選讀與討論

1109203502 英語教學中心 日四技英語教學共同 外語教學實力養成

1109204001 日文系 日四技日文三年級 台灣觀光景點日語導覽

1109204003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歐洲研究簡介：歷史、政治和社會

1109204003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三 德國文化

1109204009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三 進階日語聽力訓練

1109204011 英語教學中心 英語教學共同英文三 職能與溝通技巧英語

1109204011 東南亞學系 日四技東南亞一Ａ 世界文明史

1109204040 日文系 日四技日文三年級 台灣觀光景點日語導覽

1109204046 英語教學中心 英語教學共同英文三 英文五

1109204058 西文系 日四技西文二Ａ 邏輯思辨

1109204058 全英語商管學程 全英語商管學分學程 企業倫理與社會責任

1109204067 韓國語言文化與產業學分學程 韓國語言文化與產業學分學程 韓語發音與聽力訓練

1109204073 通識教育中心. 日五專共同五 初級會計

1109204078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三 進階日語聽力訓練

1109204085 英語教學中心 日四技英語教學共同 英語檢定測驗分析與實作演練

1109204086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三 日語語法

1109204091 國際企業管理系 日四技國企管三年級 公司治理

1109204094 英語教學中心 英語教學共同英文三 英文三

1109204103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三 基礎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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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9204103 日文系 日四技日文三年級 日語口語訓練

1109204123 日文系 日四技日文三年級 從平面媒介看日本大眾文化

1109204123 全英語商管學程 全英語商管學分學程 企業倫理與社會責任

1109204128 日文系 日四技日文三年級 從平面媒介看日本大眾文化

1109204128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通識課程三 生活應用心理學

1109204130 日文系 日四技日文三年級 口譯入門

1109204134 日文系 日四技日文三年級 從平面媒介看日本大眾文化

1109204143 日文系 日四技日文三年級 日語教學法

1109204146 日文系 日四技日文三年級 基礎翻譯

1109204161 英語教學中心 日四技英語教學共同 學術英文寫作

1109204165 日文系 日四技日文三年級 口譯入門

1109204173 西文系 日四技西文二Ａ 邏輯思辨

1109204173 日文系 日四技日文三年級 日文寫作

1109204501 英語教學中心 英語教學共同英文三 電腦與網路英文

1109204502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三 日語語法

1109205004 應華系 日四技應華二年級 電子書敘事技巧

1109205004 通識教育中心 日二技共同三 基礎日文

1109205005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波蘭語(一)

1109205006 應華系 日四技應華二年級 電子書敘事技巧

1109205006 應華系 日四技應華三年級 近現代女性文學閱讀

1109205012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廣告企劃與製作(一)

1109205015 應華系 日四技應華三年級 近現代女性文學閱讀

1109205016 應華系 日四技應華二年級 電子書敘事技巧

1109205019 應華系 日四技應華三年級 第二語言習得

1109205034 英語教學中心 英語教學共同英文三 英文三

1109205035 應華系 日四技應華三年級 影視編劇

1109205035 應華系 日四技應華二年級 編輯實務

1109205041 應華系 日四技應華四年級 創意文案

1109205041 應華系 日四技應華二年級 編輯實務

1109205063 應華系 日四技應華三年級 近現代女性文學閱讀

1109205067 應華系 日四技應華三年級 創意書寫與應用實務

1109205067 應華系 日四技應華二年級 電子書敘事技巧

1109205068 應華系 日四技應華三年級 影視編劇

1109205068 英語教學中心 英語教學共同英文三 英文四

1109205072 應華系 日四技應華三年級 第二語言習得

1109205076 通識教育中心 日二技共同三 基礎日文

1109205081 應華系 日四技應華三Ｂ 文教與創意

1109205081 應華系 日四技應華三年級 近現代女性文學閱讀

1109205084 應華系 日四技應華三年級 創意書寫與應用實務

1109205084 應華系 日四技應華二年級 電子書敘事技巧

1109205087 通識教育中心 日二技共同三 基礎日文

1109205088 通識教育中心 日二技共同三 基礎日文

1109205090 通識教育中心 日二技共同三 基礎日文

1109205091 英語教學中心 英語教學共同英文三 英文四

1109205091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著作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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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9205092 線上華語學分學程 線上對外華語教學微學分學程 線上華語教學與活動設計

1109205092 線上華語學分學程 線上對外華語教學微學分學程 線上華語教學示範與課室管理

1109205102 應華系 日四技應華三年級 創意書寫與應用實務

1109205102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著作權法

1109205503 應華系 日四技應華二年級 電子書敘事技巧

1109205509 應華系 日四技應華二年級 電子書敘事技巧

1109205509 通識教育中心 日二技共同三 基礎日文

1109208006 國際企業管理系 日四技國企管一Ａ 管理學

1109208011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四 產業實務講座

1109208027 通識教育中心 日二技共同三 基礎日文

1109208064 外語教學系 日四技外教三年級 兒童英語戲劇教學

1109208067 英語教學中心 英語教學共同英文三 英文四

1109208085 通識教育中心 日二技共同三 基礎日文

1109208100 英語教學中心 英語教學共同英文三 英文六

1109208100 通識教育中心 日二技共同三 基礎日文

1109208102 英語教學中心 英語教學共同英文三 英文六

1109208102 外語教學系 日四技外教三Ｂ 外語教學課程設計

1109208104 外語教學系 日四技外教三年級 外語教師專業知能整合I

1109208110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一 韓文(一)

1109208114 外語教學系 日四技外教三年級 兒童英語活動教學

1109208114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三 溝通的語言

1109208507 法文系 日四技法文二Ａ 法文閱讀與寫作（二）

1109208507 法文系 日四技法文二Ａ 法文（二）

1109209012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通識課程三 化學與生活

1109209025 數位系 日四技數位二年級 行動網頁設計

1109209025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電影藝術

1109209027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廣告企劃與製作(一)

1109209027 傳播藝術系 日四技傳藝三年級 創意專題(一)

1109209040 傳播藝術系 日四技傳藝三年級 創意專題(一)

1109209044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一 基礎西班牙文(一)

1109209050 國際事務系 日四技國事二年級 中國與國際經濟

1109209514 國際事務系 日四技國事二年級 中國與國際經濟

1109209514 英文系 日四技英文二年級 英文商業概論

1109209515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電影藝術

1109209515 英文系 日四技英文二年級 英文商業概論

1109209519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電影藝術

1109210006 國際企業管理系 日四技國企管三年級 人才發展管理系統

1109210019 國際企業管理系 日四技國企管三年級 人才發展管理系統

1109210030 英語教學中心 英語教學共同英文三 英文三

1109210030 英文系 日四技英文一Ｂ 全人發展：大學入門 (一)

1109210040 國際企業管理系 日四技國企管三年級 人才發展管理系統

1109210047 國際企業管理系 日四技國企管三年級 人才發展管理系統

1109210051 英語教學中心 英語教學共同英文三 英文四

1109210504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通識課程三 幸福學

1109211002 數位系 日四技數位三年級 3D動畫角色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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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9211003 數位系 日四技數位三年級 3D動畫角色設定

1109211007 數位系 日四技數位三年級 3D動畫角色設定

1109211008 數位系 日四技數位三年級 3D動畫角色設定

1109211009 數位系 日四技數位三年級 3D動畫角色設定

1109211010 數位系 日四技數位三年級 虛擬實境

1109211021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波蘭語(一)

1109211026 數位系 日四技數位三年級 數位教材製作

1109211027 數位系 日四技數位三年級 數位教材製作

1109211030 數位系 日四技數位三年級 3D動畫角色設定

1109211031 英語教學中心 日四技英語教學共同 學術英文寫作

1109211033 數位系 日四技數位三年級 數位教材製作

1109211066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影像媒體製作

1109211069 數位系 日四技數位三年級 動態網頁與網站建置

1109211073 數位系 日四技數位二年級 數位遊戲企劃

1109211074 數位系 日四技數位三年級 虛擬實境

1109211074 英語教學中心 英語教學共同英文三 英文三

1109211075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四 產業實務講座

1109211079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一 基礎西班牙文(一)

1109211079 數位系 日四技數位三年級 虛擬實境

1109211081 英語教學中心 英語教學共同英文三 英文三

1109211083 數位系 日四技數位三年級 動畫分鏡劇本設計

1109211085 英語教學中心 英語教學共同英文三 英文三

1109211085 數位系 日四技數位三年級 虛擬實境

1109211090 數位系 日四技數位三年級 虛擬實境

1109211090 傳播藝術系 日四技傳藝一Ａ 邏輯思辨

1109211094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翻轉憂鬱與自我傷害

1109211094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廣告企劃與製作(一)

1109211102 全英語商管學程 全英語商管學分學程 國際經濟

1109212003 全英語商管學程 全英語商管學分學程 國際企業管理

1109212028 國際事務系 日四技國事二年級 中國與國際經濟

1109212032 全英語商管學程 全英語商管學分學程 國際經濟

1109212057 歐亞語文學院 歐亞語文學院共同一 邏輯思辨

1109212058 翻譯系 日四技翻譯四年級 筆譯：科技議題

1109212060 翻譯系 日四技翻譯一年級 專業英語聽力與口音研析

1109213003 傳播藝術系 日四技傳藝二Ａ 歷代文選

1109213006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二 國際專業服務領導(二)

1109213010 傳播藝術系 日四技傳藝二年級 網路影像創作入門

1109213013 英語教學中心 英語教學共同英文三 英文四

1109213035 傳播藝術系 日四技傳藝二年級 網路影像創作入門

1109213036 傳播藝術系 日四技傳藝二年級 網路影像創作入門

1109213037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三 基礎法文

1109213045 英語教學中心 英語教學共同英文三 英文三

1109213065 英語教學中心 英語教學共同英文三 英文三

1109213068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一 韓文(一)

1109213084 外語教學系 日四技外教二Ｂ 歷代文選

14/28



學號 開課單位 開課班級 科目名稱

1109213084 法文系 日四技法文二Ａ 世界文明史

1109213089 通識教育中心. 日五專共同五 行銷學理論與應用

1109213094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著作權法

1109213105 外語教學系 日四技外教二Ｂ 歷代文選

1109213109 英語教學中心 英語教學共同英文三 職能與溝通技巧英語

1109213116 數位系 日四技數位三年級 3D動畫角色設定

1109213119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主持技巧與口語表達

1109213120 數位系 日四技數位三年級 動態網頁與網站建置

1109213122 傳播藝術系 日四技傳藝一年級 影片創作實務(一)

1109213131 英語教學中心 英語教學共同英文二 英文二Ａ

1109213132 東南亞語產業學程 東南亞語言與產業學分學程 初級泰語一

1109213501 日文系 日四技日文二Ｃ 歷代文選

1109213501 傳播藝術系 日四技傳藝三年級 創意專題(一)

1109224014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基礎法文

1109224015 英語教學中心 英語教學共同英文二 英文六

1109224015 東南亞學系 日四技東南亞一Ａ 全人發展：大學入門 (一)

1109224022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三 產業實務講座

1109224045 英文系 日二技英文四年級 美國文學

1109300025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四 國際貿易實務

1109300036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開心飲食：彩色療癒

1109300040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二 國際專業服務領導(二)

1109300040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二 商管專業服務學習：醫療服務行銷與管理(二)

1109300110 通識教育中心. 日五專共同三 商業導論

1109301022 通識教育中心. 日五專共同三 中級英文閱讀

1109301034 通識教育中心. 日五專共同三 法語會話（三）

1109301046 通識教育中心. 日五專共同五 國際貿易理論與實務

1109302021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波蘭語(一)

1109302022 東南亞語產業學程 東南亞語言與產業學分學程 初級印尼語一

1109302031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二 國際專業服務領導(二)

1109302048 通識教育中心. 日五專共同三 商業導論

1109303023 通識教育中心. 日五專共同三 西班牙語會話 (三)

1109303032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俄文(一)

1109303034 通識教育中心. 日五專共同三 商業導論

1109303037 通識教育中心. 日五專共同三 商業導論

1109303046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波蘭語(一)

1109303054 西文科 日五專西文三Ａ 體育(三)

1109304015 通識教育中心. 日五專共同三 中級英文閱讀

1109304016 通識教育中心. 日五專共同三 中級英文閱讀

1109304023 通識教育中心. 日五專共同三 日文（三）

1109304045 通識教育中心. 日五專共同三 日文（三）

1109304051 通識教育中心. 日五專共同三 日文（三）

1109304063 通識教育中心. 日五專共同三 中級英文閱讀

1109304064 通識教育中心. 日五專共同三 中級英文閱讀

1109304068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俄文(一)

1109304071 通識教育中心. 日五專共同三 中級英文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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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9304073 通識教育中心. 日五專共同三 中級英文閱讀

1109304081 通識教育中心. 日五專共同三 中級英文閱讀

1109304084 通識教育中心. 日五專共同五 國際貿易理論與實務

1109304084 通識教育中心. 日五專共同三 中級英文閱讀

1109304088 東南亞語產業學程 東南亞語言與產業學分學程 初級越南語一

1109304093 通識教育中心. 日五專共同三 中級英文閱讀

1109304099 通識教育中心. 日五專共同三 中級英文閱讀

1109304106 通識教育中心. 日五專共同三 中級英文閱讀

1109304109 通識教育中心. 日五專共同三 商業導論

1109304110 通識教育中心. 日五專共同三 中級英文閱讀

1110100007 國際企業管理系 日四技國企管二年級 國際貿易實務

1110100016 華語文教學分學程 華語文教學學分學程 語言學概論

1110100017 華語文教學分學程 華語文教學學分學程 語言學概論

1110100024 英文系 日二技英文四年級 美國文學

1110100048 英文系 日四技英文四年級 英文文法教學實務及演練

1110100051 英文系 日二技英文四年級 英文財管入門

1110104013 應華系 日四技應華二年級 編輯實務

1110104022 應華系 日四技應華二年級 編輯實務

1110104037 英文系 日二技英文四年級 美國文學

1110104037 日文系 日二技日文三Ａ 專業日文閱讀與寫作

1110200021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一 兒童服務與倫理教育

1110200025 商務觀光導覽學程 商務與觀光導覽學分學程 領隊實務

1110200026 英文系 日四技英文二年級 專業英語演說訓練

1110200034 英文系 日四技英文二年級 新聞英文

1110200072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一 國際觀與全球關懷

1110200073 英文系 日四技英文二年級 專業英語演說訓練

1110200085 全英語商管學程 全英語商管學分學程 企業倫理與社會責任

1110200088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著作權法

1110200097 英文系 日四技英文二Ｂ 英語語言學概論

1110200101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當代華語電影賞析

1110200109 傳播藝術系 日四技傳藝二年級 廣播節目企劃與製作(一)

1110200109 英文系 日四技英文二年級 西班牙語(一)

1110200138 通識教育中心 日二技共同三 基礎日文

1110200145 英文系 日四技英文二年級 英文商業概論

1110200153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一 歌唱藝術與服務學習

1110200154 英語教學中心 英語教學共同英文二 職能與溝通技巧英語

1110200164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一 韓文(一)

1110200164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通識課程二 民主、法治與人權

1110200168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四 國際貿易實務

1110200168 英文系 日四技英文一Ｃ 西洋文學概論

1110200169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電影藝術

1110200503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通識課程二 社會心理問題與適應

1110200505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通識課程二 環境與人

1110201005 法文系 日四技法文一Ａ 法文（一）

1110201005 翻譯系 日四技翻譯二年級 財經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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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201007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永續發展：歐洲經驗

1110201013 傳播藝術系 日四技傳藝二年級 影視節目企劃與製作

1110201019 傳播藝術系 日四技傳藝二年級 影視節目企劃與製作

1110201020 傳播藝術系 日四技傳藝二年級 影視節目企劃與製作

1110201025 線上華語學分學程 線上對外華語教學微學分學程 線上華語教學與活動設計

1110201027 英語教學中心 日四技英語教學共同 學術英文寫作

1110201032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二 基礎西班牙文(一)

1110201032 翻譯系 日四技翻譯二年級 第二外語(二)

1110201034 英文系 日四技英文二年級 英國文學

1110201036 全英語商管學程 全英語商管學分學程 國際企業管理

1110201040 法文系 日四技法文一Ａ 法文（一）

1110201040 翻譯系 日四技翻譯二年級 財經英文

1110201043 應華系 日四技應華二年級 編輯實務

1110201043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電影藝術

1110201065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地圖與生活應用

1110201067 翻譯系 日四技翻譯一Ａ 職場人文素養範例選讀

1110201068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二 基礎西班牙文(一)

1110201070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著作權法

1110201075 通識教育中心 日二技共同三 基礎日文

1110201075 英語教學中心 日四技英語教學共同 學術英文寫作

1110201080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國際觀與全球關懷進階研究

1110201082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著作權法

1110201087 英語教學中心 英語教學共同英文二 英文二Ａ

1110201089 通識教育中心 日二技共同三 基礎日文

1110201089 全英語商管學程 全英語商管學分學程 企業倫理與社會責任

1110201091 英文系 日四技英文二年級 旅館管理

1110201104 歐亞語文學院 歐亞語文學院共同一 邏輯思辨

1110201105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通識課程二 環境保護概論

1110201106 歐亞語文學院 歐亞語文學院共同一 邏輯思辨

1110201107 法文系 日四技法文三年級 法國當代文學（一）

1110202001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三 基礎法文

1110202002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三 基礎法文

1110202005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當代華語電影賞析

1110202006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自我理解與溝通效能

1110202006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俄文(一)

1110202008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三 基礎法文

1110202012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三 基礎法文

1110202014 應華系 日四技應華二年級 編輯實務

1110202015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二 服務領導專案企劃

1110202029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自我理解與溝通效能

1110202029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三 基礎法文

1110202063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三 基礎法文

1110202068 德文系 日四技德文二Ａ 歷代文選

1110202068 英語教學中心 英語教學共同英文二 英文五Ａ

1110202073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三 溝通的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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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202073 德文系 日四技德文二Ａ 歷代文選

1110202077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波蘭語(一)

1110202078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三 基礎法文

1110202080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猶太文化入門(一)：意第緒語

1110202080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基礎法文

1110202081 英語教學中心 英語教學共同英文二 英文二Ａ

1110202081 德文系 日四技德文二Ａ 世界文明史

1110202085 德文系 日四技德文二Ａ 歷代文選

1110202088 德文系 日四技德文二Ａ 歷代文選

1110202089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三 溝通的語言

1110202089 德文系 日四技德文二Ａ 歷代文選

1110203005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自我理解與溝通效能

1110203020 西文系 日四技西文二年級 西班牙語會話 (二)

1110203020 西文系 日四技西文二Ａ 西班牙文閱讀與聽力

1110203024 西文系 日四技西文二Ａ 西班牙文閱讀與聽力

1110203037 全英語商管學程 全英語商管學分學程 國際經濟

1110203043 西文系 日四技西文二Ａ 西班牙文閱讀與聽力

1110203065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自我理解與溝通效能

1110203090 西文系 日四技西文二Ｂ 西班牙文閱讀與聽力

1110203093 西文系 日四技西文二年級 西班牙語會話 (二)

1110203093 西文系 日四技西文二Ｂ 西班牙文（二）

1110203094 西文系 日四技西文二Ｂ 西班牙文（二）

1110203096 西文系 日四技西文二Ｂ 歷代文選

1110203096 國際企業管理系 日四技國企管二年級 商用數學

1110203105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三 基礎法文

1110204008 翻譯系 日四技翻譯二年級 財經英文

1110204011 英文系 日四技英文二年級 新聞英文

1110204013 韓國語言文化與產業學分學程 韓國語言文化與產業學分學程 初級韓文

1110204017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一 韓文(一)

1110204025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俄文(一)

1110204028 通識教育中心 日二技共同三 經濟學理論與應用

1110204028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人際心理大解密

1110204033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俄文(一)

1110204034 翻譯系 日四技翻譯二年級 財經英文

1110204054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通識課程二 民主、法治與人權

1110204076 日文系 日四技日文二年級 日本歷史

1110204078 外語教學系 日四技外教二年級 外語故事與繪本教學

1110204104 國際事務系 日四技國事二Ａ 世界文明史

1110204125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三 基礎法文

1110204129 商務觀光導覽學程 商務與觀光導覽學分學程 領隊實務

1110204137 英語教學中心 英語教學共同英文二 職能與溝通技巧英語

1110204140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一 兒童服務與倫理教育

1110204154 英語教學中心 英語教學共同英文二 英文三Ａ

1110204157 全英語商管學程 全英語商管學分學程 企業倫理與社會責任

1110204506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通識課程二 藝術與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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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204506 日文系 日四技日文二年級 日本歷史

1110205002 應華系 日四技應華二年級 古典小說選讀(一)

1110205003 應華系 日四技應華二年級 古典小說選讀(一)

1110205004 應華系 日四技應華二年級 小說寫作

1110205010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專班一 日文（一）

1110205013 英語教學中心 日四技英語教學共同 新聞與大眾傳播英文

1110205013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二 基礎西班牙文(一)

1110205017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高雄文化探索

1110205017 應華系 日四技應華二年級 小說寫作

1110205020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自我理解與溝通效能

1110205020 應華系 日四技應華二年級 小說寫作

1110205023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二 基礎西班牙文(一)

1110205023 英語教學中心 英語教學共同英文二 英文二Ａ

1110205024 應華系 日四技應華二年級 小說寫作

1110205024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自我理解與溝通效能

1110205026 應華系 日四技應華二年級 小說寫作

1110205026 通識教育中心 日二技共同三 基礎日文

1110205027 應華系 日四技應華二年級 小說寫作

1110205031 應華系 日四技應華二年級 小說寫作

1110205033 應華系 日四技應華二年級 小說寫作

1110205036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一 韓文(一)

1110205037 應華系 日四技應華二Ａ 文字學

1110205037 應華系 日四技應華二年級 華語正音與教學

1110205038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一 韓文(一)

1110205038 應華系 日四技應華二年級 古典小說選讀(一)

1110205041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編劇導演入門

1110205063 應華系 日四技應華二年級 小說寫作

1110205064 應華系 日四技應華三年級 影視編劇

1110205064 應華系 日四技應華二年級 小說寫作

1110205067 商務觀光導覽學程 商務與觀光導覽學分學程 領隊實務

1110205070 應華系 日四技應華二年級 小說寫作

1110205071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歐洲研究簡介：歷史、政治和社會

1110205071 應華系 日四技應華二年級 華語正音與教學

1110205072 全英語商管學程 全英語商管學分學程 國際企業管理

1110205077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電影藝術

1110205078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自我理解與溝通效能

1110205079 應華系 日四技應華二年級 小說寫作

1110205080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二 基礎西班牙文(一)

1110205082 應華系 日四技應華二年級 小說寫作

1110205082 應華系 日四技應華三年級 影視編劇

1110205084 應華系 日四技應華二年級 小說寫作

1110205089 線上華語學分學程 線上對外華語教學微學分學程 線上華語教學平台與數位工具應用

1110205089 線上華語學分學程 線上對外華語教學微學分學程 線上華語教學與活動設計

1110205096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二 生命亮點：衝突與和平的學習

1110205096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三 產業實務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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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205097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一 韓文(一)

1110205098 應華系 日四技應華二年級 小說寫作

1110205098 華語文教學分學程 華語文教學學分學程 語言學概論

1110205099 華語文教學分學程 華語文教學學分學程 語言學概論

1110205099 通識教育中心 日二技共同三 基礎日文

1110205514 應華系 日四技應華二Ｂ 歷代文選

1110205514 應華系 日四技應華二年級 小說寫作

1110208003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服務領導與長者關懷

1110208004 外語教學系 日四技外教二年級 外語故事與繪本教學

1110208004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國際政治經濟與環境

1110208006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服務領導與長者關懷

1110208012 應華系 日四技應華二年級 編輯實務

1110208016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當代華語電影賞析

1110208018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二 生命亮點：衝突與和平的學習

1110208020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電影藝術

1110208022 外語教學系 日四技外教二年級 外語故事與繪本教學

1110208022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服務領導與長者關懷

1110208023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國際政治經濟與環境

1110208025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電影藝術

1110208040 韓國語言文化與產業學分學程 韓國語言文化與產業學分學程 韓語會話

1110208042 數位系 日四技數位二年級 繪本設計

1110208044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二 生命亮點：衝突與和平的學習

1110208061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一 韓文(二)

1110208066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三 基礎法文

1110208075 翻譯系 日四技翻譯二Ａ 電腦輔助翻譯

1110208078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一 韓文(二)

1110208079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三 基礎法文

1110208083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一 韓文(二)

1110208084 通識教育中心 日二技共同三 基礎日文

1110208084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一 兒童服務與倫理教育

1110208087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國際政治經濟與環境

1110208087 德文系 日四技德文一Ａ 全人發展：大學入門 (一)

1110208096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主持技巧與口語表達

1110208096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人際心理大解密

1110208100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一 韓文(二)

1110208101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心靈彩繪療育

1110208101 德文系 日四技德文一Ａ 體育

1110209007 國際事務系 日四技國事二年級 企業管理概論

1110209009 國際事務系 日四技國事二年級 中國與國際經濟

1110209013 國際事務系 日四技國事二年級 中國與國際經濟

1110209019 英語教學中心 日四技英語教學共同 全球議題英文選讀與討論

1110209025 英語教學中心 日四技英語教學共同 全球議題英文選讀與討論

1110209029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自我理解與溝通效能

1110209029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俄文(一)

1110209031 國際事務系 日四技國事二年級 中國與國際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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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209033 全英語商管學程 全英語商管學分學程 企業倫理與社會責任

1110209037 東南亞語產業學程 東南亞語言與產業學分學程 東南亞與台灣

1110209046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二 生命亮點：衝突與和平的學習

1110209046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生物科技倫理與法律

1110209052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二 國際貿易實務

1110209054 國際事務系 日四技國事二年級 中國與國際經濟

1110209054 國際事務系 日四技國事二年級 企業管理概論

1110209516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電影藝術

1110209518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電影藝術

1110209518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科技全球議題

1110209525 國際事務系 日四技國事二年級 中國與國際經濟

1110210011 國際企業管理系 日四技國企管二Ａ 歷代文選

1110210016 國際企業管理系 日四技國企管二Ａ 歷代文選

1110210022 國際企業管理系 日四技國企管二年級 商用數學

1110210026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二 基礎西班牙文(一)

1110210030 國際企業管理系 日四技國企管二Ａ 歷代文選

1110211004 數位系 日四技數位二年級 3D建模製作

1110211005 數位系 日四技數位二年級 數位遊戲企劃

1110211013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通識課程二 環境保護概論

1110211017 英語教學中心 英語教學共同英文二 英文六

1110211019 英語教學中心 英語教學共同英文二 職能與溝通技巧英語

1110211020 數位系 日四技數位二年級 繪本設計

1110211031 數位系 日四技數位二年級 繪本設計

1110211032 數位系 日四技數位二年級 數位遊戲企劃

1110211032 數位系 日四技數位二年級 繪本設計

1110211034 數位系 日四技數位一年級 數位遊戲導論

1110211040 英語教學中心 英語教學共同英文二 英文四Ａ

1110211065 數位系 日四技數位二年級 繪本設計

1110211068 數位系 日四技數位二年級 繪本設計

1110211069 線上華語學分學程 線上對外華語教學微學分學程 漢字原理與教學

1110211071 數位系 日四技數位二年級 繪本設計

1110211071 數位系 日四技數位二年級 3D建模製作

1110211074 數位系 日四技數位二年級 繪本設計

1110211075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通識課程二 愛戀的社會心理世界

1110211075 法文系 日四技法文一Ａ 法文（一）

1110211077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通識課程二 愛戀的社會心理世界

1110211077 數位系 日四技數位二年級 繪本設計

1110211078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通識課程二 愛戀的社會心理世界

1110211080 數位系 日四技數位二年級 繪本設計

1110211091 數位系 日四技數位二年級 繪本設計

1110211093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一 歌唱藝術與服務學習

1110212001 翻譯系 日四技翻譯二年級 翻譯研究

1110212006 國際事務系 日四技國事二年級 中國與國際經濟

1110212012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三 基礎法文

1110212013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三 基礎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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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212015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主持技巧與口語表達

1110212015 翻譯系 日四技翻譯二Ａ 電腦輔助翻譯

1110212018 韓國語言文化與產業學分學程 韓國語言文化與產業學分學程 韓國文化與生活

1110212021 翻譯系 日四技翻譯二Ａ 電腦輔助翻譯

1110212025 傳播藝術系 日四技傳藝四年級 媒體後製與影像包裝

1110212030 翻譯系 日四技翻譯二年級 翻譯研究

1110212032 法文系 日四技法文二Ｂ 世界文明史

1110212032 翻譯系 日四技翻譯二年級 翻譯研究

1110212033 翻譯系 日四技翻譯二年級 第二外語(二)

1110212034 傳播藝術系 日四技傳藝二年級 文創產業整合行銷企劃

1110212037 翻譯系 日四技翻譯二年級 筆譯：文創議題

1110212037 翻譯系 日四技翻譯二年級 第二外語(二)

1110212041 翻譯系 日四技翻譯二年級 筆譯：文創議題

1110212044 傳播藝術系 日四技傳藝二年級 文創產業整合行銷企劃

1110212044 英語教學中心 英語教學共同英文二 職場英文

1110212046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電影藝術

1110212507 翻譯系 日四技翻譯二年級 第二外語(二)

1110213003 傳播藝術系 日四技傳藝二年級 文創產業整合行銷企劃

1110213003 通識教育中心 日二技共同四 運動養生

1110213008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通識課程二 愛戀的社會心理世界

1110213009 通識教育中心 日二技共同三 基礎法文

1110213014 華語文教學分學程 華語文教學學分學程 語言學概論

1110213017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電影藝術

1110213020 歐洲會展翻譯學程 歐洲會展與翻譯學分學程 會展企劃撰寫

1110213020 英語教學中心 英語教學共同英文二 英文三Ａ

1110213026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通識課程二 愛戀的社會心理世界

1110213031 傳播藝術系 日四技傳藝四年級 媒體後製與影像包裝

1110213032 傳播藝術系 日四技傳藝二年級 廣播節目企劃與製作(一)

1110213032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翻轉憂鬱與自我傷害

1110213036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一 全球倫理與在地行動

1110213036 英語教學中心 英語教學共同英文二 英文二Ａ

1110213038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通識課程二 愛戀的社會心理世界

1110213040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人際心理大解密

1110213040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一 全球倫理與在地行動

1110213042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廣告企劃與製作(一)

1110213048 歐洲會展翻譯學程 歐洲會展與翻譯學分學程 會展企劃撰寫

1110213050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風水科學在區位選擇中的應用

1110213065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二 紅樓夢選讀

1110213068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二 基礎西班牙文(一)

1110213079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人際心理大解密

1110213079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一 韓文(一)

1110213090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電影藝術

1110213091 數位系 日四技數位二年級 繪本設計

1110213100 傳播藝術系 日四技傳藝一年級 影片創作實務(一)

1110213110 英語教學中心 英語教學共同英文二 英文二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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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213112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著作權法

1110213112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翻轉憂鬱與自我傷害

1110213114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電影藝術

1110213501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電影藝術

1110213503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電影藝術

1110213503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通識課程二 愛戀的社會心理世界

1110224003 東南亞語產業學程 東南亞語言與產業學分學程 初級印尼語一

1110224006 應華系 日四技應華二Ｂ 文字學

1110224006 應華系 日四技應華三Ｂ 中國文學史

1110224016 英語教學中心 英語教學共同英文二 英文六

1110224024 數位系 日四技數位二年級 3D建模製作

1110224028 東南亞學系 日四技東南亞三年級 泰語口語表達

1110224028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一 天主教思想中的家庭與婚姻

1110224039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通識課程二 化學與生活

1110300017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開心飲食：彩色療癒

1110300019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開心飲食：彩色療癒

1110300027 通識教育中心. 日五專共同二 聖經與生活

1110300067 東南亞語產業學程 東南亞語言與產業學分學程 東南亞國際關係

1110300069 東南亞語產業學程 東南亞語言與產業學分學程 東南亞國際關係

1110300083 東南亞語產業學程 東南亞語言與產業學分學程 初級泰語一

1110300087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地圖與生活應用

1110300100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地圖與生活應用

1110300132 東南亞語產業學程 東南亞語言與產業學分學程 初級泰語一

1110301024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俄文(一)

1110302051 通識教育中心. 日五專共同一 德語會話（一）

1110302051 通識教育中心. 日五專共同一 德文（一）

1110303023 東南亞語產業學程 東南亞語言與產業學分學程 東南亞國際關係

1110303023 東南亞語產業學程 東南亞語言與產業學分學程 東南亞與台灣

1110303033 東南亞語產業學程 東南亞語言與產業學分學程 東南亞與台灣

1110303041 東南亞語產業學程 東南亞語言與產業學分學程 東南亞國際關係

1110303041 東南亞語產業學程 東南亞語言與產業學分學程 東南亞與台灣

1110303044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地圖與生活應用

1110304009 通識教育中心. 日五專共同五 國際貿易理論與實務

1110304013 東南亞語產業學程 東南亞語言與產業學分學程 東南亞與台灣

1110304015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波蘭語(一)

1110304018 東南亞語產業學程 東南亞語言與產業學分學程 東南亞與台灣

1110304019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波蘭語(一)

1110304025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波蘭語(一)

1110304034 東南亞語產業學程 東南亞語言與產業學分學程 東南亞與台灣

1110304048 通識教育中心. 日五專共同五 國際貿易理論與實務

1110304063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俄文(一)

1110304065 東南亞語產業學程 東南亞語言與產業學分學程 東南亞國際關係

1110304066 東南亞語產業學程 東南亞語言與產業學分學程 東南亞國際關係

1110304073 通識教育中心. 日五專共同五 國際貿易理論與實務

1110304083 通識教育中心. 日五專共同五 國際貿易理論與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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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304097 通識教育中心. 日五專共同五 國際貿易理論與實務

1110304103 東南亞語產業學程 東南亞語言與產業學分學程 東南亞與台灣

1110609502 歐洲研究所 碩士班歐研所一Ａ 研究方法論

1110620001 應華系 應華系華語文教學碩士班一年級 華語電腦輔助教學

1110620001 應華系 應華系華語文教學碩士班一Ａ 漢語語法學專題

1110620006 應華系 應華系華語文教學碩士班二年級 華語教學課室活動設計

1111100001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一 歌唱藝術與服務學習

1111100004 英文系 日二技英文三Ａ 專業英文閱讀

1111100004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人際心理大解密

1111100005 通識教育中心 日二技共同四 運動養生

1111100008 通識教育中心 日二技共同四 運動養生

1111100012 英文系 日四技英文四年級 英文文法教學實務及演練

1111100022 通識教育中心 日二技共同三 基礎法文

1111100023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二 基礎西班牙文(一)

1111100025 英文系 日二技英文三年級 英語教材設計

1111100035 通識教育中心 日二技共同四 運動養生

1111100038 英文系 日二技英文三年級 英語教材設計

1111104009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二 國際專業服務領導(二)

1111104009 東南亞語產業學程 東南亞語言與產業學分學程 東南亞與台灣

1111200001 全英語商管學程 全英語商管學分學程 國際經濟

1111200019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生物科技倫理與法律

1111200019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歐洲研究簡介：歷史、政治和社會

1111200024 通識教育中心 日二技共同四 運動養生

1111200028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心靈彩繪療育

1111200035 英文系 日四技英文一年級 初階英文寫作

1111200065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一 韓文(一)

1111200065 全英語商管學程 全英語商管學分學程 國際經濟

1111200068 數位系 日四技數位一年級 基礎美術設計

1111200068 翻譯系 日四技翻譯一年級 專業英語聽力與口音研析

1111200073 翻譯系 日四技翻譯一年級 第二外語(一)

1111200097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生物科技倫理與法律

1111200097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知天下事-國際媒體閱聽讀析

1111200101 英文系 日四技英文一Ｂ 雲端科技與商務應用

1111200101 英文系 日四技英文一年級 初階英文寫作

1111200121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生物科技倫理與法律

1111200131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生物科技倫理與法律

1111200136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電影藝術

1111200146 英文系 日四技英文一Ｃ 西洋文學概論

1111200149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電影藝術

1111200149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歐洲研究簡介：歷史、政治和社會

1111200150 英文系 日四技英文一Ｃ 雲端科技與商務應用

1111200151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生物科技倫理與法律

1111200153 韓國語言文化與產業學分學程 韓國語言文化與產業學分學程 韓國文化與生活

1111200506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通識課程三 童年探索：文化、歷史與記憶

1111200703 國際事務系 國事系碩士班一年級 國際企業全球競爭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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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200703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生物科技倫理與法律

1111200704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生物科技倫理與法律

1111200704 師資培育中心 日二技教育學程 自然科學概論

1111201014 歐亞語文學院 歐亞語文學院共同一 邏輯思辨

1111201019 歐亞語文學院 歐亞語文學院共同一 世界文明史

1111201019 英語教學中心 英語教學共同英文一 英文A1a

1111201031 歐亞語文學院 歐亞語文學院共同一 世界文明史

1111201063 英語教學中心 英語教學共同英文一 英文A1a

1111201063 法文系 日四技法文一Ｂ 運算思維與程式設計

1111201073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地圖與生活應用

1111201075 歐亞語文學院 歐亞語文學院共同一 世界文明史

1111201087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電影藝術

1111201089 歐亞語文學院 歐亞語文學院共同一 世界文明史

1111201705 英文系 日二技英文四年級 英文財管入門

1111201705 英文系 日四技英文二年級 英文商業概論

1111202004 歐亞語文學院 歐亞語文學院共同一 邏輯思辨

1111202005 歐亞語文學院 歐亞語文學院共同一 世界文明史

1111202007 英語教學中心 英語教學共同英文一 電腦與網路英文

1111202011 歐亞語文學院 歐亞語文學院共同一 世界文明史

1111202015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一 全球倫理與在地行動

1111202704 英文系 英文系碩士班二Ａ 跨文化研究

1111202706 國際事務系 日四技國事二年級 國際關係

1111202708 英文系 英文系碩士班二Ａ 跨文化研究

1111202709 英語教學中心 英語教學共同英文三 電腦與網路英文

1111202711 國際事務系 國事系碩士班二年級 台資企業中國經商模式

1111202713 數位系 日四技數位一年級 色彩學與色彩計畫

1111202713 外語教學系 日四技外教三Ｂ 語言能力整合教學

1111202714 通識教育中心. 日五專共同三 德語會話（三）

1111202715 西文科 日五專西文一Ａ 人格修養：文藻入門（一）

1111202715 外語教學系 日四技外教三Ａ 語言能力整合教學

1111203005 傳播藝術系 日四技傳藝四年級 英文節目企劃與製作

1111203013 全英語商管學程 全英語商管學分學程 國際經濟

1111203025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開心飲食：彩色療癒

1111203087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電影藝術

1111203701 西文科 日五專西文一Ａ 人格修養：文藻入門（一）

1111204006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地圖與生活應用

1111204025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地圖與生活應用

1111204086 東南亞學系 日四技東南亞一年級 泰語(一)

1111204087 全英語商管學程 全英語商管學分學程 國際經濟

1111204101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影像媒體製作

1111204130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通識課程一 藝術與生活

1111204132 通識教育中心 日二技共同四 運動養生

1111204135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通識課程一 生活與環境

1111204141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通識課程一 藝術與生活

1111204704 英文系 日四技英文一Ｂ 文學作品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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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204704 日文系 日四技日文四年級 視譯

1111204705 英文科 日五專英文五Ａ 英語演說

1111205004 韓國語言文化與產業學分學程 韓國語言文化與產業學分學程 韓國文化與生活

1111205007 應華系 日四技應華一年級 媒體識讀

1111205007 應華系 日四技應華一Ａ 世界文明史

1111205010 應華系 日四技應華一Ａ 世界文明史

1111205010 翻譯系 日四技翻譯一年級 專業英語聽力與口音研析

1111205011 韓國語言文化與產業學分學程 韓國語言文化與產業學分學程 韓國文化與生活

1111205011 應華系 日四技應華一年級 口語表達技巧

1111205015 歐語文教學分學程 歐語文教學分學程 外語教學概論

1111205022 線上華語學分學程 線上對外華語教學微學分學程 線上華語教學平台與數位工具應用

1111205022 韓國語言文化與產業學分學程 韓國語言文化與產業學分學程 觀光韓語

1111205026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一 韓文(一)

1111205027 應華系 日四技應華一年級 口語表達技巧

1111205028 英語教學中心 英語教學共同英文一 英文A1a

1111205029 英語教學中心 英語教學共同英文一 英文A1a

1111205033 應華系 日四技應華二年級 電子書敘事技巧

1111205034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人際心理大解密

1111205035 應華系 日四技應華一年級 媒體識讀

1111205062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翻轉憂鬱與自我傷害

1111205063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人際心理大解密

1111205064 線上華語學分學程 線上對外華語教學微學分學程 線上華語教學平台與數位工具應用

1111205064 韓國語言文化與產業學分學程 韓國語言文化與產業學分學程 觀光韓語

1111205066 翻譯系 日四技翻譯一年級 第二外語(一)

1111205068 翻譯系 日四技翻譯一年級 第二外語(一)

1111205070 通識教育中心 日二技共同三 基礎法文

1111205070 應華系 日四技應華一年級 華語語音學

1111205074 韓國語言文化與產業學分學程 韓國語言文化與產業學分學程 韓國文化與生活

1111208007 外語教學系 日四技外教一Ａ 職場人文素養範例選讀

1111208007 全英語商管學程 全英語商管學分學程 國際經濟

1111208010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二 基礎西班牙文(一)

1111208014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永續發展：歐洲經驗

1111208021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主持技巧與口語表達

1111208023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電影藝術

1111208064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通識課程一 環境保護概論

1111208070 英語教學中心 英語教學共同英文一 英文A1a

1111208071 翻譯系 日四技翻譯一年級 第二外語(一)

1111208080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電影藝術

1111208082 東南亞語產業學程 東南亞語言與產業學分學程 東南亞與台灣

1111208701 外語教學系 日四技外教三年級 外語教師專業知能整合I

1111209031 英語教學中心 英語教學共同英文一 英文A1b

1111209505 全英語商管學程 全英語商管學分學程 企業倫理與社會責任

1111210029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一 基礎西班牙文(一)

1111210034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開心飲食：彩色療癒

1111210038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一 基礎西班牙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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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210044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影像媒體製作

1111210045 通識教育中心 日二技共同三 基礎日文

1111211011 數位系 日四技數位一年級 數位遊戲導論

1111211032 英語教學中心 英語教學共同英文一 英文B1a

1111211039 數位系 日四技數位一年級 數位遊戲導論

1111211043 數位系 日四技數位一年級 數位遊戲導論

1111211045 英語教學中心 英語教學共同英文一 英文A1a

1111212036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通識課程一 生活中的統計

1111212037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主持技巧與口語表達

1111212038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通識課程一 契約關係與實務運用

1111212041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通識課程一 藝術與生活

1111212044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電影藝術

1111213001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電影藝術

1111213002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編劇導演入門

1111213002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電影藝術

1111213003 韓國語言文化與產業學分學程 韓國語言文化與產業學分學程 韓語會話

1111213011 傳播藝術系 日四技傳藝一Ａ 邏輯思辨

1111213012 英語教學中心 英語教學共同英文一 英文A1b

1111213012 傳播藝術系 日四技傳藝一Ａ 邏輯思辨

1111213032 翻譯系 日四技翻譯一年級 第二外語(一)

1111213033 傳播藝術系 日四技傳藝一年級 音樂與音效設計

1111213066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 影像媒體製作

1111213072 傳播藝術系 日四技傳藝一Ｂ 全人發展：大學入門 (一)

1111213080 新媒體行銷學分學程 新媒體國際行銷學程 新媒體行銷導論

1111213080 傳播藝術系 日四技傳藝一Ｂ 全人發展：大學入門 (一)

1111213091 傳播藝術系 日四技傳藝一年級 音樂與音效設計

1111224001 韓國語言文化與產業學分學程 韓國語言文化與產業學分學程 初級韓文

1111224008 東南亞學系 日四技東南亞一年級 泰語(一)

1111224011 東南亞語產業學程 東南亞語言與產業學分學程 東南亞與台灣

1111224015 東南亞學系 日四技東南亞一年級 泰語(一)

1111224030 韓國語言文化與產業學分學程 韓國語言文化與產業學分學程 韓國文化與生活

1111224031 東南亞學系 日四技東南亞一年級 泰語(一)

1111224031 東南亞學系 日四技東南亞一年級 印尼語(一)

1111224033 韓國語言文化與產業學分學程 韓國語言文化與產業學分學程 初級韓文

1111224035 東南亞語產業學程 東南亞語言與產業學分學程 東南亞與台灣

1111605003 韓國語言文化與產業學分學程 韓國語言文化與產業學分學程 中級韓文

1111609003 國際事務系 國事系碩士班二年級 區域研究專題

1111610001 國際事務系 國事系碩士班一Ａ 國際事務研究方法

1111610001 國際事務系 國事系碩士班一Ａ 全球發展歷史、理論與實務

1111610005 歐洲研究所 碩士班歐研所一年級 歐盟與環境衛生：政策、成就與主要挑戰

1111610008 歐洲研究所 碩士班歐研所一年級 歐盟與環境衛生：政策、成就與主要挑戰

1111612504 翻譯系 翻譯系碩士班一Ａ 翻譯理論

1111612504 翻譯系 翻譯系碩士班一Ａ 一般筆譯(英語譯中)

1111624005 東南亞語產業學程 東南亞語言與產業學分學程 初級印尼語一

1111624501 東南亞語產業學程 東南亞語言與產業學分學程 初級泰語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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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號 開課單位 開課班級 科目名稱

2107200154 英文系 日四技英文一Ｂ 文學作品讀法

2107200154 英文系 進二技英文四年級 英國文學

2108200023 通識教育中心 進四技共同二 初級進階德文

2108200039 英文系 日二技英文四年級 英文財管入門

2108203045 東南亞語產業學程 東南亞語言與產業學分學程 初級印尼語一

2108204033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通識課程三 幸福學

2108204063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專班一 日語句型與文法

2108204063 日文系 日四技日文三年級 日本文章選讀

2108204093 日文系 日四技日文四年級 媒體日文

2108204094 日文系 日二技日文三年級 商業日文

2108204102 日文系 日四技日文四年級 語言學入門

2108204102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共同四 企業不動產投資與管理

2108222027 傳播藝術系 日四技傳藝四年級 藝文展演影片製作

2110513004 外語教學系 外教系外教所碩專班二年級 應用語言學研究

2110513004 外語教學系 外教系外教所碩專班二年級 教育研究套裝軟體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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