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識理念
培育通達識見，

成就全人

教學策略
強化通識核心能力、
鼓勵通識衍生學習、
落實多元課程學習、
培育全方位人才

  教學特色
提升多元能力、
建立教學品保、
推動全人教育

基本素養
專業倫理、團隊合作、
人文關懷、終身學習

核心能力
語文表達、科學知覺、
社會實踐、人文涵育

教育目標
培養凝聚融通知識兼具
博雅內涵的開南人

課程規劃
全方位的四領域、九大學門課
程設計，各學門設召集人一人，
專責各學門課程相關規劃設計

組織架構
人文委員會、
科學委員會、
體育委員會

組織層級
一級教學單位

通識教育中心簡介通識教育中心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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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5.7 108 學年度第 3 次通識教育中心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5.19 108 學年度第 3 次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通
識
教
育
課
程
（
至
少
應
修28
學
分
）

領  域 涵蓋學門

語文表達
（6 學分）

 本國語文學門 2 學分
 外國語文學門（大一英文課程）4 學分
註：
1. 應用英語學系學生及特殊學生僅能修「大一必

修英文」課程以外之第二外國語文，如：日語、
泰語、越語、韓語……等外國語文課程。

2. 其餘系所學生外語學門課程皆修「大一必修英
文」課程 4 學分。

科學知覺
（學門任選 4 學分）

 資訊教育學門 　 自然科學學門 
 生命科學學門

社會實踐
（學門任選 4 學分）

 憲政法治學門 　 社會科學學門

人文涵育
（學門任選 4 學分）

 歷史研究學門　 人文藝術學門

軍訓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選修 0 學分。

體育

日間部體育：1. 必修體育課程為 0 學分，共修習
                            2 門 ( 體育一、體育二 )。

2. 選修體育課程 ( 休閒體育 ) 至多
修習 1 門 (2 學分，可計入通識

    自由選修學分 )  
進修部體育：必修體育課程為 0 學分，共修習 2 門
                         （體育一、體育二）。

通識自由選修 10 學分（限修通識教育課程）

109 學年度學士班入學新生通識教育課程規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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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5.7 108 學年度第 3 次通識教育中心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5.19 108 學年度第 3 次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學院 學系 排除課程

商學院

企業與創業管理學系
新產品管理、新產品開發管理、組織理論與管理概論、危機管理概
論、顧客關係管理 - 個案分析、領導與管理

國際企業學系 人際關係

行銷學系
創意行銷概念、顧客關係管理 - 個案分析、創意設計行銷、初級多
益英文、日文、空運行銷管理概論

會計學系 個人投資理財概論

觀光運輸
學院

國際物流與運輸管理
學系

運籌規劃概論、海運政策概論、職場倫理、交通系統概論、生活與
交通法規、綠色交通、運輸科技與生活

觀光與餐飲旅館學系 國家考試之公文論文寫作

休閒事業管理學系 節慶活動概論、解說教育概論、自然資源與環境保護、文化資產導論

空運管理學系 航空科技概論

資訊學院

電影與創意媒體學系 電影欣賞、藝術概論

數位多媒體設計學系 資訊科技與倫理

資訊傳播學系
音樂欣賞、電影欣賞、記錄片欣賞、網頁設計概論、藝術概論、歌
唱與人生

資訊管理學系 電腦科技概論

健康照護
管理學院

形象與健康管理進修
學士學位學程

藝術概論、創意設計行銷

養生與健康行銷學系 生命科學概論、健康資料分析、生物學概論、養生與保健

健康產業管理學系 心理學概論、健康資料分析

保健營養學系 認識食品與營養

人文社會
學院

應用英語學系

中級職場英語 ( 上 )、中級職場英語 ( 下 )、初級職場英語 ( 上 )、
初級職場英語 ( 下 )、基礎生活美語、基礎生活美語 ( 上 )、基礎生
活美語 ( 下 )、進階生活美語 ( 上 )、進階生活美語 ( 下 )、高級職
場英語 ( 上 )、高級職場英語 ( 下 )、英文語文檢定、基礎英語字彙
與文法、基礎英語發音與拼字、進階多益英文、進階英語實用寫作、
進階旅遊英語、初級多益英文、初級英語實用寫作、初級旅遊英語、
初級職場英語

應用日語學系 日文、進階日文

應用華語學系
初級電腦華語 ( 上 )、初級電腦華語 ( 下 )、中級電腦華語 ( 上 )、中
級電腦華語 ( 下 )

法律學系 憲法導論、公法概要
\ 備註：1. 通識課程選課請避開系所設定之排除課程，學生若修得系上排除課程，則不列入畢業學分！               

2. 各系排除課程科目可於教務系統「課程管理 - 排課作業 - 查詢系所排除通識課程」查詢。

109 學年度各系排除科目明細表（學籍歸屬 109 學年度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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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5.15  102 學年度第 2 次通識教育中心會議通過
103.05.20  102 學年度第 8 次教務會議通過

一、目的與依據：

　　為提升本校學生生活英語溝通能力、提高學生升學及就業之競爭力，並
因應地球村及國際化趨勢之殷切需求，訂定「開南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大一英
文必修課程實施要點」( 以下簡稱本要點 )。

二、適用範圍：

　　本校學籍歸屬年 103 學年起 ( 含 ) 之學士班學生 ( 含日間部及進修部學
生，但不含應用英語學系學生及特殊身分學生 )。

三、實施方式：

1. 日間部方式：大一每學期分別開設「生活英語」及「職場英語」兩必修
課群，於共同時段依學生程度，採分級分班方式授課。

2. 進修部方式：大一上下學期分別開設「基礎生活英語」及「初級職場英語」
兩必修課，於共同時段，採常態分班不分級方式授課。

3. 跨部選課方式：學生跨部選修大一英文必修課程，僅限同級課程時為之。

四、教學目標：

　　通識大一英文必修課程的教學目標著重在提高學生英語實際運用的能
力。課程規劃及教學實施均以此目標導向與能力指標模式擬定。本課程之分
段能力指標分「生活英語」及「職場英語」兩階段加以規劃，各分段能力指
標敘述如下：

1. 「生活英語」目標：培養學生英文基礎能力，加強學生基礎英語的字彙和
文法，增進學生運用基礎英語字彙及生活英語的溝通能力，並將課堂教學
實際運用到生活中，在教學中創造英語環境以達到英文生活化的目標。

開南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大一英文必修課程實施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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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職場英語」目標：加強學生英語聽、說、讀、寫之紮實基礎，並訓練學
生於進入職場前及在職期間所須具備的重要相關英語能力，及培養其於職
場領域必備之實用英語技能。

五、課程規劃及教學實施：

　　大一英文具體課程內容、使用教材與教學成效評量，由應用英語學系老
師組成之「大一英文專案小組」配合上述教學目標負責規劃實施。

六、修課規定：

1. 大一英文必修課程，每學期為必修 2 學分，一學年 4 學分的課程。本校所
有日間部及進修部之學士班學生 ( 應用英語學系學生及特殊身分學生除外 )
皆須修足大一英文課程最低 4 學分且及格，任一學期修讀不及格者，均須
補修至及格方能畢業。

2. 針對日間部大一新生，「大一英文專案小組」將依據大一日間部新生進入
本校的學測、指考英文科（原始）成績，將學生分為五個等級，分置於「基
礎生活英語」、「進階生活英語」、「初級職場英語」、「中級職場英語」、
「高級職場英語」上課，統稱「大一英文課程」。此課程均為一學年之連
續課程，各分為上下學期授課，按照級數安排，課程內容由英語基礎能力
培養到進階強化訓練。其他無上述英文成績者，需參加「大一英文專案小
組」自辦的分級測驗，以評定個人英文級數；需參加分級考試者，未於公
佈之日期及時間參加考試，致影響自身權益者，後果自行負責。

3. 針對進修部大一新生，採常態分班不分級方式。大一上學期，由「大一英
文專案小組」分班帶入「基礎生活英語」；大一下學期，則帶入「初級職
場英語」上課。

七、編班策略（日間部大一新生）：

1. 分級分班實施方法：大一日間部新生以大學指定科目考試或學科能力測驗
英文 ( 原始 ) 成績分為五個等級分班教學。依該年大一新生入本校的學測、
指考英文科成績，作為各級班數、各班人數的調整依據，每班人數原則上
控制在 60 人以下、40 人以上。

2. 大一上學期升降級安置：修課大一日間部新生若認為被分發級數不符合個
人英文能力，在課程加退選期間，可填寫「大一英文課程特殊加退選選課
申請表」，並交給「大一英文專案小組」，由「大一英文專案小組」評估
後再做適當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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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大一下學期升降級安置：大一下學期與大一上學期基本上保持同級同班繼
續修課。但大一上學期英文不及格者仍須於畢業前補修完畢。補修生不需
重新進行能力分級，直接於原分發級數重補修課程。

八、特殊身分學生（免修生）：

1. 英語系國家，含英國、加拿大、美國、澳洲、紐西蘭、愛爾蘭、南非等國
之外籍生。

2. 非英語系國家之外籍生、僑生等，但可證明其正式教育係以英文為主要語
言者。

3. 曾在上述七國受國中以上正式教育三年以上。

4. (1) GEPT 全民英語能力分級檢定中高級初試以上；(2) TOEFL IBT 71 分或
CBT 電腦托福 197 分以上（舊制托福 527 分）；(3) IELTS 國際英語測試
5.5 以上；(4) TOEIC 多益測驗 750 分以上。

九、校外轉學生大一英文學分抵免辦法：

1. 凡在他校修過英文相關課程之轉學生，並符合本校「學生抵免學分辦法」
資格者，須填妥「大一英文課程學分抵免申請表」，並將申請表送至「大
一英文專案小組」，經由「大一英文專案小組」會議決議認可，即可抵免。
受理抵免申請期限依照教務處公告為準。

2. 申請抵免時間、程序及可抵免學分數，應依本校「學生抵免學分辦法」及
其他相關規定辦理。

十、本細則如有未盡事宜，依教育部及本校有關規定辦理。

十一、本要點經通識教育中心會議、教務會議討論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
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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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04.15 93 學年度第 1 次臨時教務會議通過
94.09.22 94 學年度第 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5.01.10 94 學年度第 6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5.09.26 95 學年度第 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5.12.18 95 學年度第 6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6.03.06 95 學年度第 9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6.05.29 95 學年度第 10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6.09.20 96 學年度第 1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7.01.08 96 學年度第 4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7.06.25 96 學年度第 8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7.12.09 97 學年度第 4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8.06.09 97 學年度 第 8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9.03.02 98 學年度第 5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9.07.20 98 學年度第 9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9.10.19 99 學年度第 3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9.12.14 99 學年度第 4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03.29 99 學年度第 6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07.19 99 學年度第 8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10.18 100 學年度第 3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05.01 100 學年度第 8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09.18 101 學年度 第 3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03.05 101 學年度第 6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05.14 101 學年度第 8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4.09.15 104 學年度第 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04.12 104 學年度第 6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12.19 106 學年度 第 3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7.09.18 107 學年度第 1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依開南大學 ( 以下簡稱本校 ) 學則相關規定訂定本注意事項。

二、學生於選課前應詳閱適用的課程規劃表、各課程限制條件及本注意事項。

三、學生選課分「預選登記」及 2 次「加退選」。課程類別包含一般 ( 必修、選修 )、
整合、通識（含體育、軍訓）等。

         1.「初選登記」：
（1）除學士班一、二年級服務學習相關課程及各年級必修課程預先帶入學

生課表外，其餘課程由學生於選課期間自行上網登記。

（2）預選僅為登記，不表示已選上。人數超過上限之課程，將由電腦隨機
抽籤。

（3）大一、大二期間通識課程上下學期帶入 2 門，大三期間通識課程帶入
1 門。

開南大學學生選課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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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退選」時程，以人數上限控制，先選先得。

3. 跨部別修課僅於第 2 次加退選進行。

四、「選課更正」僅限特殊理由經各開課單位認定後辦理。

五、同一學期不得修習相同科目。上課時間衝堂而未於選課期間辦理退選者，衝
        堂科目全數刪除，學生所屬學系（所）、導師應輔導學生選課。

六、各階段選課均須於行事曆規定之時間依本注意事項辦理。
學生有欠款未繳清或逾期未繳費者，繳費截止日後刪除選課資料，如造成選
課權益受損，責任由學生自行承擔。
學生如正常完成選課程序，仍不符合規定應修學分數，得勒令休學。

七、學生於選課期間完成電腦選課後，須確認選課明細並自行列印存查。
        學生選課結果確認方式：

1. 「教務行政資訊系統」之選課結果。

2. 「電子郵件系統」寄發確認。

於上述任何一種選課確認方式後，若未於規定期限內向開課單位提出更正，
即為確認選課結果，嗣後不得再辦理加退課程。

八、停修申請應於每學期第 11 週結束前辦理，學生應於規定期限內完成停修系
統及紙本申請程序，紙本申請須經任課教師及導師簽章，並送交所屬院系主
管核准。在完成紙本申請程序核准前，而將系統申請刪除，或於系統申請後
未完成紙本申請程序者，皆視為未完成申請。
停修核准後之修習學分不得少於各年級之最低修習學分數。延畢生停修後，
最少應修習 1 個科目。
核准停修之科目於學生成績單上註明「停修」字樣，此學分不計入該學期所
修學分數及學業平均，亦不退學分費（未繳者仍應補繳）。

九、選課學分數及課程數規定：
1. 研究生不同學制互相修習課程，須經所屬學院核准。

2. 學士班及進修學士班學生，一、二、三年級每學期不得少於 15 學分；四
年級每學期不得少於 9 學分，各年級每學期均不得多於 25 學分。學生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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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情況特殊或前學期學業平均成績在 75 分以上，經系主任核可者，得於
當學期超修至多以 6 學分為限。全學期校外實習者，不受此限制，但每學
期不得少於 9 學分。

3. 進修學士班學生若因情況特殊，經系主任核可者，得於當學期申請減修，
一至三年級得減修至最低 9 學分，四年級得減修至最低 2 學分。

4. 本校學士班及進修學士班一年級學生修習通識課程每學期至多 2 門，二、
三年級學生修習通識課程每學期至多 3 門，轉學生、大四以上及全學期校
外實習者自三年級開始，每學期至多 4 門，若因特殊原因須修習超過 4 門
者，可於選課更正期間向通識教育中心提出申請。

十、服務學習相關課程之修習應依本校「服務學習課程實施辦法」之規定辦理。

十一、本校學士班一、二、三年級學生以及適用 106 學年度 ( 含 ) 前課程規劃表
之碩士班一年級學生在學期間皆必須修習「學習護照」，其成績採「通過」
及「不通過」為判定合格標準。凡未能合格者，須重修；合格後，始得畢
業。

十二、凡有先後順序之課程，須依照順序修讀。學生重複修習科目名稱相同之課
程，其重複之學分不列入畢業學分之計算。

十三、延長修業年限學生，得僅修習應補修或重修之課程。若缺修學分為第二學期
課程者，第一學期得辦理休學，免予註冊，註冊者至少應選修一個科目。

十四、學生修習課程須從開學第一天起全程參與，並對任課老師負責，不得以尚
未加選作為缺課之理由。
學生對某一科目之缺課總時數達該科全學期授課時數三分之一，即不准參
加該科目之考試，該科目學期成績以零分計算。

十五、本注意事項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及有關規章辦理。

十六、本注意事項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自發布日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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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部別 通識領域 通識學門 課程編號 學分 課程名稱

1 大學部 人文涵育 人文藝術學門 BTT10000307 2 音樂欣賞

2 大學部 人文涵育 人文藝術學門 BTT10000308 2 藝術概論

3 大學部 人文涵育 人文藝術學門 BTT10000309 2 哲學與人生

4 大學部 人文涵育 人文藝術學門 BTT10000320 2 客家飲食與文化

5 大學部 人文涵育 人文藝術學門 BTT10000607 2 人文教育

6 大學部 人文涵育 人文藝術學門 BTT10000696 2 文化資產導論

7 大學部 人文涵育 人文藝術學門 BTT10000697 2 博物館導論

8 大學部 人文涵育 人文藝術學門 BTT10000756 2 歌劇藝術賞析

9 大學部 人文涵育 人文藝術學門 BTT10000768 2 解說教育概論

10 大學部 人文涵育 人文藝術學門 BTT10000785 2 客家文化資產導論

11 大學部 人文涵育 人文藝術學門 BTT10000811 2 電影欣賞

12 大學部 人文涵育 人文藝術學門 BTT10000814 2 記錄片欣賞

13 大學部 人文涵育 人文藝術學門 BTT10000815 2 節慶活動概論

14 大學部 人文涵育 人文藝術學門 BTT10000895 2 歌唱與人生

15 大學部 人文涵育 人文藝術學門 BTT10000911 2 鐵道文化經典之旅

16 大學部 人文涵育 歷史研究學門 BTT10000324 2 中國現代史

17 大學部 人文涵育 歷史研究學門 BTT10000325 2 台灣史

  一    大學部課程

科目學門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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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部別 通識領域 通識學門 課程編號 學分 課程名稱

18 大學部 人文涵育 歷史研究學門 BTT10000327 2 歷史名著選讀

19 大學部 人文涵育 歷史研究學門 BTT10000464 2 中國通史

20 大學部 人文涵育 歷史研究學門 BTT10000566 2 西洋哲學史

21 大學部 人文涵育 歷史研究學門 BTT10000784 2 臺灣客家族群史

22 大學部 人文涵育 歷史研究學門 BTT10000798 2 自然科學史概論

23 大學部 人文涵育 歷史研究學門 BTT10000805 2 亞洲歷史與文化

24 大學部 人文涵育 歷史研究學門 BTT10000821 2 台灣近代史

25 大學部 人文涵育 歷史研究學門 BTT10000907 2 世界文明史

26 大學部 社會實踐 社會科學學門 BTT10000342 2 情緒管理

27 大學部 社會實踐 社會科學學門 BTT10000347 2 台海兩岸關係

28 大學部 社會實踐 社會科學學門 BTT10000348 2 生涯規劃

29 大學部 社會實踐 社會科學學門 BTT10000352 2 教育學概論

30 大學部 社會實踐 社會科學學門 BTT10000353 2 新聞學概論

31 大學部 社會實踐 社會科學學門 BTT10000354 2 資訊蒐集與圖書館利用

32 大學部 社會實踐 社會科學學門 BTT10000355 2 國際關係導論

33 大學部 社會實踐 社會科學學門 BTT10000357 2 心理學概論

34 大學部 社會實踐 社會科學學門 BTT10000358 2 人際關係

35 大學部 社會實踐 社會科學學門 BTT10000361 2 社團經營與組織領導

36 大學部 社會實踐 社會科學學門 BTT10000363 2 全球經濟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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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部別 通識領域 通識學門 課程編號 學分 課程名稱

37 大學部 社會實踐 社會科學學門 BTT10000364 2 終身教育

38 大學部 社會實踐 社會科學學門 BTT10000366 2 犯罪學概論

39 大學部 社會實踐 社會科學學門 BTT10000372 2 習慣領域與創新思維

40 大學部 社會實踐 社會科學學門 BTT10000376 2 社會福利導論

41 大學部 社會實踐 社會科學學門 BTT10000400 2 亞太區域研究

42 大學部 社會實踐 社會科學學門 BTT10000420 2 未來學與快速學習

43 大學部 社會實踐 社會科學學門 BTT10000424 2 未來社會發展趨勢之分析

44 大學部 社會實踐 社會科學學門 BTT10000444 2 歐洲政治與社會

45 大學部 社會實踐 社會科學學門 BTT10000449 2 全球化與勞資關係

46 大學部 社會實踐 社會科學學門 BTT10000454 2 職業生涯學習

47 大學部 社會實踐 社會科學學門 BTT10000466 2 政府與市場

48 大學部 社會實踐 社會科學學門 BTT10000475 2 性別平等教育

49 大學部 社會實踐 社會科學學門 BTT10000482 2 基督教政治社會觀

50 大學部 社會實踐 社會科學學門 BTT10000488 2 當代教育思潮

51 大學部 社會實踐 社會科學學門 BTT10000496 2 高齡化社會導論

52 大學部 社會實踐 社會科學學門 BTT10000497 2 老人福利政策

53 大學部 社會實踐 社會科學學門 BTT10000515 2 生涯探索與發展

54 大學部 社會實踐 社會科學學門 BTT10000529 2 志工與利他行為

55 大學部 社會實踐 社會科學學門 BTT10000589 2 新產品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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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部別 通識領域 通識學門 課程編號 學分 課程名稱

56 大學部 社會實踐 社會科學學門 BTT10000611 2 台灣農業的永續發展

57 大學部 社會實踐 社會科學學門 BTT10000656 2 新產品開發管理

58 大學部 社會實踐 社會科學學門 BTT10000660 2 倫理與道德

59 大學部 社會實踐 社會科學學門 BTT10000669 2 性別關係與電影

60 大學部 社會實踐 社會科學學門 BTT10000678 2 職場倫理

61 大學部 社會實踐 社會科學學門 BTT10000679 2 產業與經濟發展

62 大學部 社會實踐 社會科學學門 BTT10000684 2 性別工作平等法

63 大學部 社會實踐 社會科學學門 BTT10000693 2 永續生態旅遊

64 大學部 社會實踐 社會科學學門 BTT10000694 2 中國大陸研究概論

65 大學部 社會實踐 社會科學學門 BTT10000695 2 環境教育概論

66 大學部 社會實踐 社會科學學門 BTT10000711 2 航空物流與生活

67 大學部 社會實踐 社會科學學門 BTT10000713 2 創意思考與創新

68 大學部 社會實踐 社會科學學門 BTT10000718 2 生活經濟學

69 大學部 社會實踐 社會科學學門 BTT10000725 2 組織理論與管理概論

70 大學部 社會實踐 社會科學學門 BTT10000732 2 個人理財與生活

71 大學部 社會實踐 社會科學學門 BTT10000752 2 交通系統概論

72 大學部 社會實踐 社會科學學門 BTT10000763 2 綠色航運

73 大學部 社會實踐 社會科學學門 BTT10000765 2 創意行銷概念

74 大學部 社會實踐 社會科學學門 BTT10000767 2 個人投資理財概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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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部別 通識領域 通識學門 課程編號 學分 課程名稱

75 大學部 社會實踐 社會科學學門 BTT10000769 2 危機管理概論

76 大學部 社會實踐 社會科學學門 BTT10000778 2 理財概論

77 大學部 社會實踐 社會科學學門 BTT10000779 2 公司併購

78 大學部 社會實踐 社會科學學門 BTT10000781 2 證券分析概論

79 大學部 社會實踐 社會科學學門 BTT10000782 2 顧客關係管理 - 個案分析

80 大學部 社會實踐 社會科學學門 BTT10000783 2 客家產業行銷

81 大學部 社會實踐 社會科學學門 BTT10000791 2 空運行銷管理概論

82 大學部 社會實踐 社會科學學門 BTT10000793 2 領導與管理

83 大學部 社會實踐 社會科學學門 BTT10000794 2 綠色物流

84 大學部 社會實踐 社會科學學門 BTT10000804 2 投資概論

85 大學部 社會實踐 社會科學學門 BTT10000817 2 氣候變遷與觀光影響

86 大學部 社會實踐 社會科學學門 BTT10000818 2 創意設計行銷

87 大學部 社會實踐 社會科學學門 BTT10000819 2 出入境旅客通關概要

88 大學部 社會實踐 社會科學學門 BTT10000823 2 兩岸經濟思潮

89 大學部 社會實踐 社會科學學門 BTT10000824 2 兩岸海關制度概要

90 大學部 社會實踐 社會科學學門 BTT10000836 2 經濟與生活

91 大學部 社會實踐 社會科學學門 BTT10000837 2 租稅與生活

92 大學部 社會實踐 社會科學學門 BTT10000840 2 桃園區域發展

93 大學部 社會實踐 社會科學學門 BTT10000844 2 綠色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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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部別 通識領域 通識學門 課程編號 學分 課程名稱

94 大學部 社會實踐 社會科學學門 BTT10000877 2 金融與生活

95 大學部 社會實踐 社會科學學門 BTT10000896 2 金融理財與生活

96 大學部 社會實踐 社會科學學門 BTT10000897 2 資料應用與生活

97 大學部 社會實踐 社會科學學門 BTT10000898 2 中國經濟的奇蹟與危機

98 大學部 社會實踐 社會科學學門 BTT10000906 2 證券交易概論

99 大學部 社會實踐 社會科學學門 BTT10000912 2 大學之道

100 大學部 社會實踐 憲政法治學門 BTT10000391 2 民主憲政發展

101 大學部 社會實踐 憲政法治學門 BTT10000559 2 環境保護與環境法

102 大學部 社會實踐 憲政法治學門 BTT10000692 2 生活與民法

103 大學部 社會實踐 憲政法治學門 BTT10000740 2 基督教與人權

104 大學部 社會實踐 憲政法治學門 BTT10000741 2 憲法與公民生活

105 大學部 社會實踐 憲政法治學門 BTT10000770 2 憲法導論

106 大學部 社會實踐 憲政法治學門 BTT10000795 2 生活與交通法規

107 大學部 社會實踐 憲政法治學門 BTT10000829 2 憲法與政治

108 大學部 社會實踐 憲政法治學門 BTT10000830 2 法律與美食文化

109 大學部 社會實踐 憲政法治學門 BTT10000832 2 性別平等與法律

110 大學部 社會實踐 憲政法治學門 BTT10000834 2 生活中的智慧財產權

111 大學部 社會實踐 憲政法治學門 BTT10000892 2 民主憲政與科技

112 大學部 社會實踐 憲政法治學門 BTT10000908 2 憲法與基本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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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部別 通識領域 通識學門 課程編號 學分 課程名稱

113 大學部 社會實踐 憲政法治學門 BTT10000909 2 政治傳播的策略與實作

114 大學部 科學知覺 生命科學學門 BTT10000379 2 人與醫學

115 大學部 科學知覺 生命科學學門 BTT10000382 2 生命關懷

116 大學部 科學知覺 生命科學學門 BTT10000383 2 生物科技與醫學倫理

117 大學部 科學知覺 生命科學學門 BTT10000385 2 老人照顧與福祉

118 大學部 科學知覺 生命科學學門 BTT10000386 2 中醫的科學觀

119 大學部 科學知覺 生命科學學門 BTT10000445 2 生命科學概論

120 大學部 科學知覺 生命科學學門 BTT10000489 2 台灣的醫療與衛生發展導論

121 大學部 科學知覺 生命科學學門 BTT10000493 2 健康資料分析

122 大學部 科學知覺 生命科學學門 BTT10000494 2 生物學概論

123 大學部 科學知覺 生命科學學門 BTT10000621 2 養生糕點製作

124 大學部 科學知覺 生命科學學門 BTT10000663 2 健康環境與生活

125 大學部 科學知覺 生命科學學門 BTT10000702 2 認識食品與營養

126 大學部 科學知覺 生命科學學門 BTT10000737 2 生死學

127 大學部 科學知覺 生命科學學門 BTT10000743 2 生物學與性別平等關係

128 大學部 科學知覺 生命科學學門 BTT10000750 2 人倫大愛導論

129 大學部 科學知覺 生命科學學門 BTT10000755 2 工作倫理概論

130 大學部 科學知覺 生命科學學門 BTT10000792 2 生物技術概論

131 大學部 科學知覺 生命科學學門 BTT10000800 2 環境與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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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大學部 科學知覺 生命科學學門 BTT10000801 2 災害防救與管理

133 大學部 科學知覺 生命科學學門 BTT10000802 2 情感與性別教育

134 大學部 科學知覺 生命科學學門 BTT10000826 2 永續環境與綠概念

135 大學部 科學知覺 生命科學學門 BTT10000876 2 性別、營養與生活

136 大學部 科學知覺 生命科學學門 BTT10000901 2 營養與保健

137 大學部 科學知覺 生命科學學門 BTT10000902 2 桃竹苗生態教育

138 大學部 科學知覺 生命科學學門 BTT10000904 2 食安面面觀

139 大學部 科學知覺 生命科學學門 BTT10000910 2 健康與生活

140 大學部 科學知覺 生命科學學門 BTT10000919 2 簡易生活烘焙

141 大學部 科學知覺 生命科學學門 BTT10000920 2 健康速食製作

142 大學部 科學知覺 自然科學學門 BTT10000331 2 自然科學概論

143 大學部 科學知覺 自然科學學門 BTT10000332 2 環境科學概論

144 大學部 科學知覺 自然科學學門 BTT10000333 2 地球科學概論

145 大學部 科學知覺 自然科學學門 BTT10000334 2 環境工程概論

146 大學部 科學知覺 自然科學學門 BTT10000335 2 工程與生活

147 大學部 科學知覺 自然科學學門 BTT10000336 2 科技與生活

148 大學部 科學知覺 自然科學學門 BTT10000337 2 自然資源與環境保護

149 大學部 科學知覺 自然科學學門 BTT10000338 2 天文學漫談

150 大學部 科學知覺 自然科學學門 BTT10000339 2 普通氣象學概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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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大學部 科學知覺 自然科學學門 BTT10000340 2 能源科技概論

152 大學部 科學知覺 自然科學學門 BTT10000341 2 天文學概論

153 大學部 科學知覺 自然科學學門 BTT10000418 2 科學的本質

154 大學部 科學知覺 自然科學學門 BTT10000468 2 食品生物科技導論

155 大學部 科學知覺 自然科學學門 BTT10000469 2 科技應用與生活發明

156 大學部 科學知覺 自然科學學門 BTT10000473 2 奈米與生活

157 大學部 科學知覺 自然科學學門 BTT10000474 2 環境地球科學概論

158 大學部 科學知覺 自然科學學門 BTT10000498 2 科學思維的發展與應用

159 大學部 科學知覺 自然科學學門 BTT10000512 2 環境安全衛生

160 大學部 科學知覺 自然科學學門 BTT10000516 2 材料與生活

161 大學部 科學知覺 自然科學學門 BTT10000563 2 創意思考與創意思解

162 大學部 科學知覺 自然科學學門 BTT10000610 2 智慧生活之鑰 -RFID

163 大學部 科學知覺 自然科學學門 BTT10000651 2 機器人的世界

164 大學部 科學知覺 自然科學學門 BTT10000680 2 現代科技概論

165 大學部 科學知覺 自然科學學門 BTT10000681 2 航空科技概論

166 大學部 科學知覺 自然科學學門 BTT10000690 2 生物眼中的性別平等關係

167 大學部 科學知覺 自然科學學門 BTT10000724 2 天文與風水

168 大學部 科學知覺 自然科學學門 BTT10000748 2 航空與生活

169 大學部 科學知覺 自然科學學門 BTT10000766 2 工業安全與衛生管理概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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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 大學部 科學知覺 自然科學學門 BTT10000833 2 氣候變遷與調適

171 大學部 科學知覺 自然科學學門 BTT10000891 2 自然與保育

172 大學部 科學知覺 自然科學學門 BTT10000900 2 運輸科技與生活

173 大學部 科學知覺 自然科學學門 BTT10000922 2 工業安全

174 大學部 科學知覺 資訊教育學門 BTT10000272 2 資料處理

175 大學部 科學知覺 資訊教育學門 BTT10000429 2 資訊科技與倫理

176 大學部 科學知覺 資訊教育學門 BTT10000790 2 資訊與生活

177 大學部 科學知覺 資訊教育學門 BTT10000796 2 電腦科技概論

178 大學部 科學知覺 資訊教育學門 BTT10000822 2 網頁設計概論

179 大學部 科學知覺 資訊教育學門 BTT10000888 2 電腦簡報

180 大學部 科學知覺 資訊教育學門 BTT10000889 2 資訊科技未來

181 大學部 科學知覺 資訊教育學門 BTT10000890 2 電子試算表

182 大學部 科學知覺 資訊教育學門 BTT10000913 2 遊戲式程式設計

183 大學部 科學知覺 資訊教育學門 BTT10000916 2 初級程式設計

184 大學部 科學知覺 資訊教育學門 BTT10000917 2 APP 程式設計

185 大學部 語文表達 外國語文學門 BTT10000560 2 日文

186 大學部 語文表達 外國語文學門 BTT10000835 2 泰語會話

187 大學部 語文表達 外國語文學門 BTT10000838 2 越語會話

188 大學部 語文表達 外國語文學門 BTT10000848 2 初級英語實用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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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 大學部 語文表達 外國語文學門 BTT10000849 2 基礎英語發音與拼字

190 大學部 語文表達 外國語文學門 BTT10000850 2 基礎英語字彙與文法

191 大學部 語文表達 外國語文學門 BTT10000853 2 進階英語實用寫作

192 大學部 語文表達 外國語文學門 BTT10000854 2 英文歌詞賞析

193 大學部 語文表達 外國語文學門 BTT10000857 2 英文電影語言與文化

194 大學部 語文表達 外國語文學門 BTT10000858 2 時事英文閱讀

195 大學部 語文表達 外國語文學門 BTT10000860 2 初級旅遊英語

196 大學部 語文表達 外國語文學門 BTT10000863 2 進階旅遊英語

197 大學部 語文表達 外國語文學門 BTT10000866 2 初級多益英文

198 大學部 語文表達 外國語文學門 BTT10000870 2 進階多益英文

199 大學部 語文表達 外國語文學門 BTT10000903 2 進階日文

200 大學部 語文表達 外國語文學門 BTT10000914 2 韓語

201 大學部 語文表達 外國語文學門 BTT10000918 2 進階韓語

202 大學部 語文表達 外國語文學門 BTT10010441 2 基礎生活美語 ( 上 )

203 大學部 語文表達 外國語文學門 BTT10010442 2 進階生活美語 ( 上 )

204 大學部 語文表達 外國語文學門 BTT10010443 2 初級職場英語 ( 上 )

205 大學部 語文表達 外國語文學門 BTT10010444 2 中級職場英語 ( 上 )

206 大學部 語文表達 外國語文學門 BTT10010445 2 高級職場英語 ( 上 )

207 大學部 語文表達 外國語文學門 BTT10020447 2 基礎生活美語 (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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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 大學部 語文表達 外國語文學門 BTT10020448 2 進階生活美語 ( 下 )

209 大學部 語文表達 外國語文學門 BTT10020449 2 初級職場英語 ( 下 )

210 大學部 語文表達 外國語文學門 BTT10020450 2 中級職場英語 ( 下 )

211 大學部 語文表達 外國語文學門 BTT10020451 2 高級職場英語 ( 下 )

212 大學部 語文表達 本國語文學門 BTT10000279 2 中國名著選讀

213 大學部 語文表達 本國語文學門 BTT10000283 2 實用應用文

214 大學部 語文表達 本國語文學門 BTT10000483 2 語文素養與名著欣賞

215 大學部 語文表達 本國語文學門 BTT10000484 2 論語與現代人生

216 大學部 語文表達 本國語文學門 BTT10000485 2 臺灣文學名家與名著

217 大學部 語文表達 本國語文學門 BTT10000486 2 台灣幽默諧趣文學

218 大學部 語文表達 本國語文學門 BTT10000487 2 國家考試之公文論文寫作

219 大學部 語文表達 本國語文學門 BTT10000504 2 歷史小說 . 小說歷史

220 大學部 語文表達 本國語文學門 BTT10000527 2 語文素養

221 大學部 語文表達 本國語文學門 BTT10000528 2 文學欣賞

222 大學部 語文表達 本國語文學門 BTT10000562 2 世界智慧文學

223 大學部 語文表達 本國語文學門 BTT10000565 2 華語正音

224 大學部 語文表達 本國語文學門 BTT10000626 2 易經與現代人生

225 大學部 語文表達 本國語文學門 BTT10000639 2 華文閱讀

226 大學部 語文表達 本國語文學門 BTT10000688 2 飲食文學賞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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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 大學部 語文表達 本國語文學門 BTT10000894 2 兒童少年文學

228 大學部 語文表達 本國語文學門 BTT10010288 2 初級電腦華語 ( 上 )

229 大學部 語文表達 本國語文學門 BTT10010289 2 中級電腦華語 ( 上 )

230 大學部 語文表達 本國語文學門 BTT10010439 2 應用華語 ( 上 )

231 大學部 語文表達 本國語文學門 BTT10020404 2 中級電腦華語 ( 下 )

232 大學部 語文表達 本國語文學門 BTT10020405 2 初級電腦華語 ( 下 )

233 大學部 語文表達 本國語文學門 BTT10020446 2 應用華語 (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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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進修學士班 人文涵育 人文藝術學門 CTT10000143 2 音樂欣賞

2 進修學士班 人文涵育 人文藝術學門 CTT10000144 2 藝術概論

3 進修學士班 人文涵育 人文藝術學門 CTT10000145 2 哲學與人生

4 進修學士班 人文涵育 人文藝術學門 CTT10000332 2 文化資產導論

5 進修學士班 人文涵育 人文藝術學門 CTT10000333 2 博物館導論

6 進修學士班 人文涵育 人文藝術學門 CTT10000345 2 人文教育

7 進修學士班 人文涵育 人文藝術學門 CTT10000351 2 歌唱與人生

8 進修學士班 人文涵育 人文藝術學門 CTT10000352 2 歌劇藝術賞析

9 進修學士班 人文涵育 人文藝術學門 CTT10000357 2 解說教育概論

10 進修學士班 人文涵育 人文藝術學門 CTT10000375 2 電影欣賞

11 進修學士班 人文涵育 歷史研究學門 CTT10000152 2 中國現代史

12 進修學士班 人文涵育 歷史研究學門 CTT10000153 2 台灣史

13 進修學士班 人文涵育 歷史研究學門 CTT10000238 2 歷史名著選讀

14 進修學士班 人文涵育 歷史研究學門 CTT10000301 2 中國通史

15 進修學士班 人文涵育 歷史研究學門 CTT10000373 2 亞洲歷史與文化

16 進修學士班 人文涵育 歷史研究學門 CTT10000383 2 自然科學史概論

17 進修學士班 人文涵育 歷史研究學門 CTT10000448 2 世界文明史

二    進修部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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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進修學士班 人文涵育 歷史研究學門 CTT10000463 2 台灣近代史

19 進修學士班 人文涵育 歷史研究學門 CTT10000471 2 多樣的古代文明與人生

20 進修學士班 人文涵育 歷史研究學門 CTT10000472 2 台灣民族主義發展

21 進修學士班 社會實踐 社會科學學門 CTT10000166 2 情緒管理

22 進修學士班 社會實踐 社會科學學門 CTT10000171 2 台海兩岸關係

23 進修學士班 社會實踐 社會科學學門 CTT10000172 2 生涯規劃

24 進修學士班 社會實踐 社會科學學門 CTT10000175 2 教育學概論

25 進修學士班 社會實踐 社會科學學門 CTT10000176 2 新聞學概論

26 進修學士班 社會實踐 社會科學學門 CTT10000177 2 資訊蒐集與圖書館利用

27 進修學士班 社會實踐 社會科學學門 CTT10000180 2 心理學概論

28 進修學士班 社會實踐 社會科學學門 CTT10000181 2 人際關係

29 進修學士班 社會實踐 社會科學學門 CTT10000183 2 全球經濟體系

30 進修學士班 社會實踐 社會科學學門 CTT10000184 2 犯罪學概論

31 進修學士班 社會實踐 社會科學學門 CTT10000189 2 國際關係導論

32 進修學士班 社會實踐 社會科學學門 CTT10000219 2 社團經營與組織領導

33 進修學士班 社會實踐 社會科學學門 CTT10000221 2 習慣領域與創新思維

34 進修學士班 社會實踐 社會科學學門 CTT10000235 2 社會福利導論

35 進修學士班 社會實踐 社會科學學門 CTT10000237 2 歐洲政治與社會

36 進修學士班 社會實踐 社會科學學門 CTT10000239 2 全球化與勞資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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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進修學士班 社會實踐 社會科學學門 CTT10000246 2 終身教育

38 進修學士班 社會實踐 社會科學學門 CTT10000248 2 亞太區域研究

39 進修學士班 社會實踐 社會科學學門 CTT10000249 2 政府與市場

40 進修學士班 社會實踐 社會科學學門 CTT10000250 2 生涯探索與發展

41 進修學士班 社會實踐 社會科學學門 CTT10000262 2 當代教育思潮

42 進修學士班 社會實踐 社會科學學門 CTT10000296 2 台灣農業的永續發展

43 進修學士班 社會實踐 社會科學學門 CTT10000312 2 品質人生

44 進修學士班 社會實踐 社會科學學門 CTT10000317 2 職場倫理

45 進修學士班 社會實踐 社會科學學門 CTT10000318 2 產業與經濟發展

46 進修學士班 社會實踐 社會科學學門 CTT10000329 2 永續生態旅遊

47 進修學士班 社會實踐 社會科學學門 CTT10000330 2 中國大陸研究概論

48 進修學士班 社會實踐 社會科學學門 CTT10000331 2 環境教育概論

49 進修學士班 社會實踐 社會科學學門 CTT10000353 2 運籌規劃概論

50 進修學士班 社會實踐 社會科學學門 CTT10000354 2 海運政策概論

51 進修學士班 社會實踐 社會科學學門 CTT10000364 2 理財概論

52 進修學士班 社會實踐 社會科學學門 CTT10000365 2 公司併購

53 進修學士班 社會實踐 社會科學學門 CTT10000381 2 證券交易概論

54 進修學士班 社會實踐 社會科學學門 CTT10000382 2 出入境旅客通關概要

55 進修學士班 社會實踐 社會科學學門 CTT10000389 2 經濟與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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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進修學士班 社會實踐 社會科學學門 CTT10000390 2 租稅與生活

57 進修學士班 社會實踐 社會科學學門 CTT10000391 2 綠色交通

58 進修學士班 社會實踐 社會科學學門 CTT10000432 2 金融理財與生活

59 進修學士班 社會實踐 社會科學學門 CTT10000433 2 資料應用與生活

60 進修學士班 社會實踐 社會科學學門 CTT10000434 2 個人投資理財概論

61 進修學士班 社會實踐 社會科學學門 CTT10000436 2 創意行銷概念

62 進修學士班 社會實踐 社會科學學門 CTT10000442 2 創意設計行銷

63 進修學士班 社會實踐 社會科學學門 CTT10000445 2 中國經濟的奇蹟與危機

64 進修學士班 社會實踐 社會科學學門 CTT10000447 2 領導與管理

65 進修學士班 社會實踐 社會科學學門 CTT10000450 2 個人理財與生活

66 進修學士班 社會實踐 社會科學學門 CTT10000453 2 交通系統概論

67 進修學士班 社會實踐 社會科學學門 CTT10000454 2 創意思考與創意思解

68 進修學士班 社會實踐 社會科學學門 CTT10000465 2 創意思考與創新

69 進修學士班 社會實踐 社會科學學門 CTT10000470 2 組織理論與管理概論

70 進修學士班 社會實踐 社會科學學門 CTT10000473 2 組織與生活

71 進修學士班 社會實踐 憲政法治學門 CTT10000200 2 民主憲政發展

72 進修學士班 社會實踐 憲政法治學門 CTT10000303 2 公法概要

73 進修學士班 社會實踐 憲政法治學門 CTT10000328 2 生活與民法

74 進修學士班 社會實踐 憲政法治學門 CTT10000358 2 憲法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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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進修學士班 社會實踐 憲政法治學門 CTT10000374 2 智慧財產權概論

76 進修學士班 社會實踐 憲政法治學門 CTT10000386 2 憲法與基本人權

77 進修學士班 社會實踐 憲政法治學門 CTT10000388 2 生活中的智慧財產權

78 進修學士班 社會實踐 憲政法治學門 CTT10000446 2 民主憲政與科技

79 進修學士班 社會實踐 憲政法治學門 CTT10000449 2 性別平等與法律

80 進修學士班 社會實踐 憲政法治學門 CTT10000456 2 憲法與公民生活

81 進修學士班 科學知覺 生命科學學門 CTT10000191 2 人與醫學

82 進修學士班 科學知覺 生命科學學門 CTT10000193 2 生命關懷

83 進修學士班 科學知覺 生命科學學門 CTT10000194 2 生物科技與醫學倫理

84 進修學士班 科學知覺 生命科學學門 CTT10000196 2 中醫的科學觀

85 進修學士班 科學知覺 生命科學學門 CTT10000236 2 生命科學概論

86 進修學士班 科學知覺 生命科學學門 CTT10000258 2 健康資料分析

87 進修學士班 科學知覺 生命科學學門 CTT10000260 2 養生與保健

88 進修學士班 科學知覺 生命科學學門 CTT10000336 2 認識食品與營養

89 進修學士班 科學知覺 生命科學學門 CTT10000349 2 永續環境與綠概念

90 進修學士班 科學知覺 生命科學學門 CTT10000368 2 環境與生態

91 進修學士班 科學知覺 生命科學學門 CTT10000384 2 災害防救與管理

92 進修學士班 科學知覺 生命科學學門 CTT10000385 2 環境生態與永續發展

93 進修學士班 科學知覺 生命科學學門 CTT10000423 2 性別、營養與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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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進修學士班 科學知覺 生命科學學門 CTT10000437 2 工作倫理概論

95 進修學士班 科學知覺 生命科學學門 CTT10000438 2 營養與保健

96 進修學士班 科學知覺 生命科學學門 CTT10000440 2 食安面面觀

97 進修學士班 科學知覺 生命科學學門 CTT10000455 2 生死學

98 進修學士班 科學知覺 生命科學學門 CTT10000457 2 養生糕點製作

99 進修學士班 科學知覺 生命科學學門 CTT10000458 2 簡易生活烘焙

100 進修學士班 科學知覺 生命科學學門 CTT10000459 2 健康速食製作

101 進修學士班 科學知覺 生命科學學門 CTT10000464 2 人倫大愛導論

102 進修學士班 科學知覺 生命科學學門 CTT10000467 2 桃竹苗生態教育

103 進修學士班 科學知覺 生命科學學門 CTT10000469 2 生物學與性別平等關係

104 進修學士班 科學知覺 自然科學學門 CTT10000155 2 自然科學概論

105 進修學士班 科學知覺 自然科學學門 CTT10000156 2 環境科學概論

106 進修學士班 科學知覺 自然科學學門 CTT10000157 2 地球科學慨論

107 進修學士班 科學知覺 自然科學學門 CTT10000158 2 環境工程概論

108 進修學士班 科學知覺 自然科學學門 CTT10000159 2 工程與生活

109 進修學士班 科學知覺 自然科學學門 CTT10000160 2 科技與生活

110 進修學士班 科學知覺 自然科學學門 CTT10000161 2 自然資源與環境保護

111 進修學士班 科學知覺 自然科學學門 CTT10000162 2 天文學漫談

112 進修學士班 科學知覺 自然科學學門 CTT10000163 2 科學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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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進修學士班 科學知覺 自然科學學門 CTT10000164 2 普通氣象學概論

114 進修學士班 科學知覺 自然科學學門 CTT10000165 2 能源科技概論

115 進修學士班 科學知覺 自然科學學門 CTT10000251 2 奈米與生活

116 進修學士班 科學知覺 自然科學學門 CTT10000263 2 科學思維的發展與應用

117 進修學士班 科學知覺 自然科學學門 CTT10000272 2 材料與生活

118 進修學士班 科學知覺 自然科學學門 CTT10000302 2 航空科技概論

119 進修學士班 科學知覺 自然科學學門 CTT10000319 2 現代科技概論

120 進修學士班 科學知覺 自然科學學門 CTT10000326 2 生物眼中的性別平等關係

121 進修學士班 科學知覺 自然科學學門 CTT10000366 2 智慧生活與創意設計

122 進修學士班 科學知覺 自然科學學門 CTT10000372 2 自然與保育

123 進修學士班 科學知覺 自然科學學門 CTT10000376 2 智慧生活之鑰 -RFID

124 進修學士班 科學知覺 自然科學學門 CTT10000387 2 氣候變遷與調適

125 進修學士班 科學知覺 自然科學學門 CTT10000443 2 食品生物科技導論

126 進修學士班 科學知覺 資訊教育學門 CTT10000234 2 資料處理

127 進修學士班 科學知覺 資訊教育學門 CTT10000280 2 資訊科技與倫理

128 進修學士班 科學知覺 資訊教育學門 CTT10000426 2 電腦簡報

129 進修學士班 科學知覺 資訊教育學門 CTT10000427 2 資訊科技未來

130 進修學士班 科學知覺 資訊教育學門 CTT10000428 2 電腦科技概論

131 進修學士班 科學知覺 資訊教育學門 CTT10000429 2 資訊與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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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進修學士班 科學知覺 資訊教育學門 CTT10000430 2 網頁設計概論

133 進修學士班 科學知覺 資訊教育學門 CTT10000431 2 電子試算表

134 進修學士班 科學知覺 資訊教育學門 CTT10000460 2 APP 程式設計

135 進修學士班 科學知覺 資訊教育學門 CTT10000466 2 初級程式設計

136 進修學士班 語文表達 外國語文學門 CTT10000279 2 日文

137 進修學士班 語文表達 外國語文學門 CTT10000395 2 初級英語實用寫作

138 進修學士班 語文表達 外國語文學門 CTT10000396 2 基礎英語發音與拼字

139 進修學士班 語文表達 外國語文學門 CTT10000397 2 基礎英語字彙與文法

140 進修學士班 語文表達 外國語文學門 CTT10000401 2 英文歌詞賞析

141 進修學士班 語文表達 外國語文學門 CTT10000404 2 英文電影語言與文化

142 進修學士班 語文表達 外國語文學門 CTT10000405 2 時事英文閱讀

143 進修學士班 語文表達 外國語文學門 CTT10000407 2 初級旅遊英語

144 進修學士班 語文表達 外國語文學門 CTT10000410 2 進階旅遊英語

145 進修學士班 語文表達 外國語文學門 CTT10000413 2 初級多益英文

146 進修學士班 語文表達 外國語文學門 CTT10000424 2 基礎生活美語

147 進修學士班 語文表達 外國語文學門 CTT10000425 2 初級職場英語

148 進修學士班 語文表達 外國語文學門 CTT10000439 2 進階日文

149 進修學士班 語文表達 外國語文學門 CTT10000461 2 韓語

150 進修學士班 語文表達 本國語文學門 CTT10000125 2 語文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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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進修學士班 語文表達 本國語文學門 CTT10000126 2 中國名著選讀

152 進修學士班 語文表達 本國語文學門 CTT10000128 2 文學欣賞

153 進修學士班 語文表達 本國語文學門 CTT10000129 2 應用文

154 進修學士班 語文表達 本國語文學門 CTT10000255 2 語文素養與名著欣賞

155 進修學士班 語文表達 本國語文學門 CTT10000266 2 台灣幽默諧趣文學

156 進修學士班 語文表達 本國語文學門 CTT10000268 2 歷史小說 . 小說歷史

157 進修學士班 語文表達 本國語文學門 CTT10000281 2 世界智慧文學

158 進修學士班 語文表達 本國語文學門 CTT10000292 2 臺灣文學名家與名著

159 進修學士班 語文表達 本國語文學門 CTT10000300 2 臺客語

160 進修學士班 語文表達 本國語文學門 CTT10000309 2 易經與現代人生

161 進修學士班 語文表達 本國語文學門 CTT10000377 2 兒童少年文學

162 進修學士班 語文表達 本國語文學門 CTT10000451 2 飲食文學賞析

163 進修學士班 語文表達 本國語文學門 CTT10000452 2 國家考試之公文論文寫作

164 進修學士班 語文表達 本國語文學門 CTT10000468 2 論語與現代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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