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開課學校 課程編號
通識領域

別
課程名稱 學分 類別 可選級別 授課教師 人數 上課時段

非同步遠

距
備註 學費 課綱

東吳 BDC744A1 不認列 中國傳統啟蒙經典教材 2 通識 大學部 楊振良 0/5 (二)08:10~10:00 否 外雙溪校區;類別一 0 課綱

東吳 BDC77921 不認列 文藝新視界 2 通識 大學部 林宜陵 0/5 (一)08:10~10:00 否 外雙溪校區;類別二講座 0 課綱

東吳 BSP94602 不認列 大家來練商標拳（權）！ 1 通識 大學部 章忠信 0/10 (六)15:10~17:00單 否 ;磨課師課程 0 課綱

東吳 BSP96402 不認列 大家來練著作拳（權）！ 1 通識 大學部 章忠信 0/10 (六)13:10~15:00單 否 ;磨課師課程 0 課綱

中原 GE038A 社會 職場情緒軟功夫 2 通識 大學部 蔡秀玲 0/20 (五)17:05-18:50 非同步

非同步遠距，無面授，
須依據每週進度完成課
程任務，不得停修，請
慎選

0 課綱

中原 GE136A 不認列 人類安全與永續發展 2 通識 大學部 朱蓓蕾 0/5 (四)13:10-15:00 否 0 課綱

中原 GE301B 社會 人工智慧倫理議題 2 通識 不限 甘偵蓉 0/5 (四)19:50-21:35 同步
同步遠距課程，無實體
面授

0 課綱

中原 GE484B 不認列 愛情關係管理 2 通識 大學部 曾陽晴 0/25 (一)15:10-17:00 非同步
非同步遠距，部分週次
面授，地點另行公告

0 課綱

中原 GE487A 不認列 閱聽人分析 2 通識 大學部 黃葳威 0/5 (二)18:55-20:40 否 0 課綱

中原 GE644A 不認列 生態工程與生活 2 通識 大學部 石栢岡 0/5 (二)10:10-12:00 否 0 課綱

中原 GE659A 不認列 創意思解 2 通識 大學部 廖慶榮 0/5 (一)10:10-12:00 非同步
非同步遠距教學，無實
體面授

0 課綱

中原 GE736A 不認列 生醫材料解密 1 通識 大學部 陳民樺 0/5 (一)14:10-15:00 非同步

非同步遠距課程，部分
週次同步，無實體面
授。課程為遠距教學，
無法自主學習管理者，
請謹慎評估選課

0 課綱

中原 GE776A 不認列 認識大數據 2 通識 大學部 李孟哲 0/5 (五)08:10-10:00 否 0 課綱

中原 GE985B 不認列 音樂基礎訓練 2 通識 大學部 陳文婉 0/5 (一)10:10-12:00 非同步
非同步遠距，部分周次
須同步

0 課綱

淡江
TNULB0A2928

0F
人文 文學名篇選讀：愛戀與生活 2 通識 大學部 洪婕寧 0/5 (四)08:10~10:00 非同步

遠距非同步課程，本科
目為通識教育微學程課
程，大學部學生均可選
修，淡水校園上課。

0 課綱

淡江
TNUMB0A045

7 0A
藝術 表演藝術 2 通識 大學部 陳慧勻 0/5 (三)12:10~14:00 非同步

遠距非同步課程，本科
目為通識教育微學程課
程，大學部學生均可選
修，淡水校園上課。

0 課綱

 1112優久聯盟【通識】課程清單

https://web.sys.scu.edu.tw/prnServer/class/teachplanclass.asp?FileName=1112BDC744A1
https://web.sys.scu.edu.tw/prnServer/class/teachplanclass.asp?FileName=1112BDC77921
https://web.sys.scu.edu.tw/prnServer/class/teachplanclass.asp?FileName=1112BSP94602
https://web.sys.scu.edu.tw/prnServer/class/teachplanclass.asp?FileName=1112BSP96402
https://cmap.cycu.edu.tw:8443/Syllabus/CoursePreview.html?yearTerm=1112&opCode=GE038A
https://cmap.cycu.edu.tw:8443/Syllabus/CoursePreview.html?yearTerm=1112&opCode=GE136A&locale=zh_TW&isMoocs=0
https://cmap.cycu.edu.tw:8443/Syllabus/CoursePreview.html?yearTerm=1112&opCode=GE301B
https://cmap.cycu.edu.tw:8443/Syllabus/CoursePreview.html?yearTerm=1112&opCode=GE484B
https://cmap.cycu.edu.tw:8443/Syllabus/CoursePreview.html?yearTerm=1112&opCode=GE487A&locale=zh_TW&isMoocs=0
https://cmap.cycu.edu.tw:8443/Syllabus/CoursePreview.html?yearTerm=1112&opCode=GE644A
https://cmap.cycu.edu.tw:8443/Syllabus/CoursePreview.html?yearTerm=1112&opCode=GE659A
https://cmap.cycu.edu.tw:8443/Syllabus/CoursePreview.html?yearTerm=1112&opCode=GE736A
https://cmap.cycu.edu.tw:8443/Syllabus/CoursePreview.html?yearTerm=1112&opCode=GE776A
https://cmap.cycu.edu.tw:8443/Syllabus/CoursePreview.html?yearTerm=1112&opCode=GE985B
http://ap09.emis.tku.edu.tw/111_2/111_2_3169.PDF
http://ap09.emis.tku.edu.tw/111_2/111_2_3183.PDF


淡江
TNUPB0A345

4 0A
人文 台灣歷史采風與踏查 2 通識 大學部 袁明道 0/5 (二)10:10~12:00 否

本科目為通識教育微學
程課程，大學部學生均
可選修，淡水校園上
課。

0 課綱

淡江
TNURB0T118

0 0C
科學 科技未來 2 通識 大學部 范素玲 0/5 (五)08:10~10:00 非同步

遠距非同步課程，本科
目為通識教育微學程課
程，大學部學生均可選
修，淡水校園上課。

0 課綱

淡江
TNUSB0T0808

0D
社會 民主政治 2 通識 大學部 黃琛瑜 0/5 (五)10:10~12:00 非同步

遠距非同步課程，本科
目為通識教育微學程課
程，大學部學生均可選
修，淡水校園上課。

0 課綱

淡江
TNUTB0T0831

0G
社會 國際現勢 2 通識 大學部 徐浤馨 0/5 (一)10:10~12:00 非同步

遠距非同步課程，淡水
校園上課。

0 課綱

淡江
TNUUB0S035

8 0A
科學 物理與生活 2 通識 大學部 莊程豪 0/5 (二)08:10~10:00 非同步

遠距非同步課程，淡水
校園上課。

0 課綱

淡江
TNUVB0T1238

0A
不認列 環境倫理 2 通識 大學部 徐佐銘 0/5 (四)08:10~10:00 非同步

遠距非同步課程，本科
目為通識教育微學程課
程，大學部學生均可選
修，淡水校園上課。

0 課綱

淡江
TNUWB0T082

9 0A
不認列 戰爭與人性 2 通識 大學部 黃文智 0/5 (四)08:10~10:00 否

本科目為通識教育微學
程課程，大學部學生均
可選修，淡水校園上
課。

0 課綱

淡江
TNUZB0S0920

0F
不認列 地球生態環境 2 通識 大學部 范素玲 0/5 (五)10:10~12:00 非同步

1.遠距非同步課程;2.全
英語授課;3.本科目為通
識教育微學程課程，大
學部學生均可選修，淡
水校園上課。

0 課綱

http://ap09.emis.tku.edu.tw/111_2/111_2_3253.PDF
http://ap09.emis.tku.edu.tw/111_2/111_2_3343.PDF
http://ap09.emis.tku.edu.tw/111_2/111_2_3360.PDF
http://ap09.emis.tku.edu.tw/111_2/111_2_3381.PDF
http://ap09.emis.tku.edu.tw/111_2/111_2_3397.PDF
http://ap09.emis.tku.edu.tw/111_2/111_2_3435.PDF
http://ap09.emis.tku.edu.tw/111_2/111_2_3463.PDF
http://ap09.emis.tku.edu.tw/111_2/111_2_3499.PDF


淡江
TNUZB0S0924

0A
科學 海洋科技 2 通識 大學部 楊龍杰 0/5 (二)13:10~15:00 非同步

遠距非同步課程，本科
目為通識教育微學程課
程，大學部學生均可選
修，淡水校園上課。

0 課綱

逢甲 535 不認列 經濟學(二)實習 3 通識 不限 謝穎慧 0/5 (三)15:10-17:00 否 0 課綱

靜宜 100811123277 不認列 文化資訊影像(科技與服務) 2 通識 大學部
劉國有/黃
文成

0/3 一 7、 8：主顧316 否 0 課綱

靜宜 100811123286 不認列 紙上世界旅行(跨域與設計) 2 通識 大學部 劉鎮輝 0/3 四 3、 4：思源116 否 0 課綱

世新 A00110101 人文 中國古典詩詞欣賞 2 通識 大學部 柯岳君 0/5 (一)17:10~19:00 否 文學藝術，開放優久5名 0 課綱

世新 A00160101 不認列 台灣歌謠的創作與表演 2 通識 大學部
林佳儀;邱
志淳

0/5 (四)16:10~18:00 否
文學藝術，合開課。開
放優久5名

0 課綱

世新 A00187101 不認列 搖滾樂簡史 2 通識 大學部 呂;;玟 0/5 (三)08:10~10:00 否 文學藝術，開放優久5名 0 課綱

世新 A00202101 社會 大國外交與全球體系 2 通識 大學部 溫珨溢 0/5 (一)10:10~12:00 否 社會科學，開放優久5名 0 課綱

世新 A00236101 社會 理財與生活 2 通識 大學部 郭迺鋒 0/10 (三)10:10~12:00 否
社會科學，開放優久10

名
0 課綱

世新 A002A6101 不認列 傳播大數據概論 2 通識 大學部 鍾岳勳 0/5 (一)17:10~19:00 否 社會科學，開放優久5名 0 課綱

世新 A002C5101 不認列 歐洲社會文化 2 通識 大學部 吳巨盟 0/5 (三)10:10~12:00 否 社會科學 0 課綱

世新 A00315101 不認列 地理資訊系統 2 通識 大學部
高瑞鴻;顏
玉郁

0/5 (一)08:10~10:00 否
自然科學，合開課。開
放優久5名

0 課綱

世新 A00422101 不認列 現代中國與兩岸問題 2 通識 大學部
李功勤;魯
君禮

0/5 (三)10:10~12:00 否
史哲學科，合開課。開
放優久5名

0 課綱

世新 A00504101 不認列 史記人物與政治 2 通識 大學部 邵祖威 0/5 (四)13:10~15:00 否 史哲學科，開放優久5名 0 課綱

http://ap09.emis.tku.edu.tw/111_2/111_2_3509.PDF
http://service005.sds.fcu.edu.tw/
https://alcat.pu.edu.tw/outline/list_abstract_content_100.php?pkey=641I1M012027&ls_year=1112&t_num=003856
https://alcat.pu.edu.tw/outline/list_abstract_content_100.php?pkey=641J1I011472&ls_year=1112&t_num=007175
https://ap4.shu.edu.tw/stu1/stu1/SE0202GRD01.aspx?course_key=178383&query_majr=00&query_agrp=0
https://ap4.shu.edu.tw/stu1/stu1/SE0202GRD01.aspx?course_key=178395&query_majr=00&query_agrp=0
https://ap4.shu.edu.tw/stu1/stu1/SE0202GRD01.aspx?course_key=178403&query_majr=00&query_agrp=0
https://ap4.shu.edu.tw/stu1/stu1/SE0202GRD01.aspx?course_key=178201&query_majr=00&query_agrp=0
https://ap4.shu.edu.tw/stu1/stu1/SE0202GRD01.aspx?course_key=178218&query_majr=00&query_agrp=0
https://ap4.shu.edu.tw/stu1/stu1/SE0202GRD01.aspx?course_key=178243&query_majr=00&query_agrp=0
https://ap4.shu.edu.tw/stu1/stu1/SE0202GRD01.aspx?course_key=178246&query_majr=00&query_agrp=0
https://ap4.shu.edu.tw/stu1/stu1/SE0202GRD01.aspx?course_key=179855&query_majr=00&query_agrp=0
https://ap4.shu.edu.tw/stu1/stu1/SE0202GRD01.aspx?course_key=178188&query_majr=00&query_agrp=0
https://ap4.shu.edu.tw/stu1/stu1/SE0202GRD01.aspx?course_key=178192&query_majr=00&query_agrp=0


銘傳 10100755 不認列 國家與市場 2 通識 大學部 董倫銓 0/5
(一)08:10-10:00 台北校
區 B102

否

本校學習成績評量，除
老師自行考試外，期
中、期末考試係採梅花
座排考，評量時間、教
室及座位與平時上課不
同。

0 課綱

銘傳 10300807 不認列 人與宗教 2 通識 大學部 范俊銘 0/5
(三)16:10-18:00 台北校
區 H402

否

本校學習成績評量，除
老師自行考試外，期
中、期末考試係採梅花
座排考，評量時間、教
室及座位與平時上課不
同。

0 課綱

銘傳 12000706 不認列 認識星空 2 通識 大學部 王穎聰 0/5
(一)15:10-17:00 台北校
區 B204

否

本校學習成績評量，除
老師自行考試外，期
中、期末考試係採梅花
座排考，評量時間、教
室及座位與平時上課不
同。

0 課綱

銘傳 14800811 不認列 區域文化專題 2 通識 大學部 李元錡 0/5
(三)17:10-19:20 台北校
區 D102

否

本校學習成績評量，除
老師自行考試外，期
中、期末考試係採梅花
座排考，評量時間、教
室及座位與平時上課不
同。

0 課綱

銘傳 14902069 藝術 音樂與生活 2 通識 大學部 柳百珊 0/5
(四)08:10-10:00 台北校
區 E202

否

本校學習成績評量，除
老師自行考試外，期
中、期末考試係採梅花
座排考，評量時間、教
室及座位與平時上課不
同。

0 課綱

https://tch.mcu.edu.tw/sylwebqry/pro10_22.aspx?tcls=00101&tcour=00755&tyear=111&tsem=2&teac=1000243&type=1
https://tch.mcu.edu.tw/sylwebqry/pro10_22.aspx?tcls=00103&tcour=00807&tyear=111&tsem=2&teac=1110791&type=1
https://tch.mcu.edu.tw/sylwebqry/pro10_22.aspx?tcls=00120&tcour=00706&tyear=111&tsem=2&teac=8500325&type=1
https://tch.mcu.edu.tw/sylwebqry/pro10_22.aspx?tcls=00148&tcour=00811&tyear=111&tsem=2&teac=8000235&type=1
https://tch.mcu.edu.tw/sylwebqry/pro10_22.aspx?tcls=00149&tcour=02069&tyear=111&tsem=2&teac=8600991&type=1


銘傳 16100910 不認列 AI人工智慧基礎 2 通識 大學部 周子敬 0/5
(二)08:10-10:00 台北校
區 D305

否

本校學習成績評量，除
老師自行考試外，期
中、期末考試係採梅花
座排考，評量時間、教
室及座位與平時上課不
同。

0 課綱

銘傳 22500901 不認列 醫學與健康 2 通識 大學部 吳季華 0/5
(二)08:10-10:00 桃園校
區 EE106

否

本校學習成績評量，除
老師自行考試外，期
中、期末考試係採梅花
座排考，評量時間、教
室及座位與平時上課不
同。

0 課綱

銘傳 28900016 不認列 科學與人生 2 通識 大學部 賈叢林 0/5
(四)08:10-10:00 桃園校
區 S106

否

本校學習成績評量，除
老師自行考試外，期
中、期末考試係採梅花
座排考，評量時間、教
室及座位與平時上課不
同。

0 課綱

銘傳 30100901 不認列 醫學與健康 2 通識 大學部 常逸平 0/5
(二)10:10-12:00 桃園校
區 EE107

否

本校學習成績評量，除
老師自行考試外，期
中、期末考試係採梅花
座排考，評量時間、教
室及座位與平時上課不
同。

0 課綱

銘傳 30500901 不認列 醫學與健康 2 通識 大學部 謝雅惠 0/5
(四)08:10-10:00 桃園校
區 EE605

否

本校學習成績評量，除
老師自行考試外，期
中、期末考試係採梅花
座排考，評量時間、教
室及座位與平時上課不
同。

0 課綱

https://tch.mcu.edu.tw/sylwebqry/pro10_22.aspx?tcls=00161&tcour=00910&tyear=111&tsem=2&teac=9100573&type=1
https://tch.mcu.edu.tw/sylwebqry/pro10_22.aspx?tcls=00225&tcour=00901&tyear=111&tsem=2&teac=9500377&type=1
https://tch.mcu.edu.tw/sylwebqry/pro10_22.aspx?tcls=00289&tcour=00016&tyear=111&tsem=2&teac=8900964&type=1
https://tch.mcu.edu.tw/sylwebqry/pro10_22.aspx?tcls=00301&tcour=00901&tyear=111&tsem=2&teac=9901447&type=1
https://tch.mcu.edu.tw/sylwebqry/pro10_22.aspx?tcls=00305&tcour=00901&tyear=111&tsem=2&teac=9201313&type=1


銘傳 40300803 不認列 台灣開發與轉型 2 通識 大學部 駱芬美 0/2
(日)16:50-18:50 台北校
區

非同步

網路教學(面授時間將於
課程上公告)，本校學習
成績評量，除老師自行
考試外，期中、期末考
試係採梅花座排考，評
量時間、教室及座位與
平時上課不同。

0 課綱

銘傳 40800752 人文 華人歷史與文化 2 通識 大學部 康才媛 0/2
(六)15:50-17:40 桃園校
區

非同步

網路教學(面授時間將於
課程上公告)，本校學習
成績評量，除老師自行
考試外，期中、期末考
試係採梅花座排考，評
量時間、教室及座位與
平時上課不同。

0 課綱

實踐 A00003195 不認列 全球化與智慧財產權法 2 通識 大學部 易明秋 0/5 (四)13:10~15:00 否
公民社會學群 / 公民社
會領域【30人開班】★
開放優久選課。

0 課綱

實踐 A00005175 不認列 智慧數位實務專題 2 通識 大學部 李孟晃 0/5 (三)15:10~17:00 否

★自然科學學群 / 自然
科學領域，限大二以上
修習。★高教深耕跨域
平台課程(鐘點另支)。★
開放優久選課。

0 課綱

實踐 A0011G171 不認列 心理與人生 2 通識 大學部 林盈佑 0/5 (四)13:10~15:00 否
自然科學學群/自然科學
領域【30人開班】★開
放優久選課。

0 課綱

實踐 A0012D192 科學 性教育 2 通識 大學部 熊襄瑜 0/5 (三)16:10~18:00 否
公民社會學群 / 公民社
會領域【30人開班】★
開放優久選課。

0 課綱

實踐 A00416166 人文 電影與人生哲學 2 通識 大學部 吳宜玲 0/5 (三)13:10~15:00 否

人文思維學群/人文思維
領域【30人開班】第一
次上課請務必出席。★
開放優久選課。

0 課綱

https://tch.mcu.edu.tw/sylwebqry/pro10_22.aspx?tcls=00403&tcour=00803&tyear=111&tsem=2&teac=8900034&type=1
https://tch.mcu.edu.tw/sylwebqry/pro10_22.aspx?tcls=00408&tcour=00752&tyear=111&tsem=2&teac=8700036&type=1
https://ap.usc.edu.tw/STU1/STU1/SE0202GRD03.aspx?course_key=57989
https://ap.usc.edu.tw/STU1/STU1/SE0202GRD03.aspx?course_key=58127
https://ap.usc.edu.tw/STU1/STU1/SE0202GRD03.aspx?course_key=58119
https://ap.usc.edu.tw/STU1/STU1/SE0202GRD03.aspx?course_key=57986
https://ap.usc.edu.tw/STU1/STU1/SE0202GRD03.aspx?course_key=57899


實踐 A00450164 不認列 國際關係 2 通識 大學部 沈能策 0/5 (三)15:10~17:00 否
全球視野學群/全球視野
領域【30人開班】★開
放優久選課。

0 課綱

實踐 A00461172 不認列 中國醫藥與生活 2 通識 大學部 呂文智 0/5 (三)13:10~15:00 否

自然科學學群/自然科學
領域 ★ 講座式課程【50

人開班】★ 開放優久選
課。

0 課綱

實踐 A00469172 科學 生活地質學 2 通識 大學部 謝英宗 0/5 (五)13:10~15:00 否
自然科學學群/自然科學
領域【30人開班】★開
放優久選課。

0 課綱

實踐 A00906165 不認列 全球化與政府組織 2 通識 大學部 劉昊洲 0/5 (二)10:10~12:00 否
全球視野學群/全球視野
領域【30人開班】★開
放優久選課。

0 課綱

實踐 A0092C177 科學 生活中的科學 2 通識 大學部 洪金良 0/5 (一)15:10~17:00 否
自然科學學群/自然科學
領域【30人開班】 ★開
放優久選課。

0 課綱

實踐 A0092U160 人文 文學裡的人生管理 2 通識 大學部 陳碧月 0/5 (五)10:10~12:00 否

人文思維學群/人文思維
領域【30人開班】 ★第
一次上課請務必出席。
★開放優久選課。

0 課綱

實踐 A0094S163 不認列 古代女性歷史圖像 2 通識 大學部 王明 0/5 (三)13:10~15:00 否
人文思維學群/人文思維
領域【30人開班】★開
放優久選課。

0 課綱

實踐 A0095H161 不認列 人與環境 2 通識 大學部 林致祥 0/5 (五)13:10~15:00 否
全球視野學群/全球視野
領域【30人開班】★開
放優久選課。

0 課綱

https://ap.usc.edu.tw/STU1/STU1/SE0202GRD03.aspx?course_key=58072
https://ap.usc.edu.tw/STU1/STU1/SE0202GRD03.aspx?course_key=58099
https://ap.usc.edu.tw/STU1/STU1/SE0202GRD03.aspx?course_key=58120
https://ap.usc.edu.tw/STU1/STU1/SE0202GRD03.aspx?course_key=58073
https://ap.usc.edu.tw/STU1/STU1/SE0202GRD03.aspx?course_key=58115
https://ap.usc.edu.tw/STU1/STU1/SE0202GRD03.aspx?course_key=57893
https://ap.usc.edu.tw/STU1/STU1/SE0202GRD03.aspx?course_key=57896
https://ap.usc.edu.tw/STU1/STU1/SE0202GRD03.aspx?course_key=58079


實踐 A0095J193 不認列 財經時事報導與經典案例選讀 2 通識 大學部 翁志強 0/5 (五)13:10~15:00 否
公民社會學群 / 公民社
會領域【30人開班】★
開放優久選課。

0 課綱

實踐 A0095L194 不認列 實用投資與致富 2 通識 大學部 卓文乾 0/5 (四)13:10~15:00 否
公民社會學群 / 公民社
會領域【30人開班】★
開放優久選課。

0 課綱

大同 ※ G2280 人文 電影與文化 2 通識 不限 孫貴珠 0/5 (一)10:10~12:00 否 0 課綱

大同 ※ G4340 不認列 工程師的造物思考 2 通識 不限 賴光哲 0/5 (二)10:10~12:00 否 0 課綱

大同 ※ G4717 不認列 連結臺灣(七) 1 通識 不限 包蒼龍 0/5 (五)10:10~12:00 否
微型課程；講座課程；
2/17課程說明。

0 課綱

大同 G2710 不認列 協商與談判 2 通識 不限 張三祝 0/5 (二)15:10~17:00 否 0 課綱

大同 G2850 藝術 多元視野的藝術觀 2 通識 不限 黃淑卿 0/5 (四)10:10~12:00 否 0 課綱

大同 G3080 藝術 當代美術鑑賞 2 通識 不限 盧瑞珽 0/5 (五)15:10~17:00 否 部分時段在北美館上課 0 課綱

大同 G3130 藝術 音樂劇選粹 2 通識 不限 孫貴珠 0/5 (四)10:10~12:00 否 0 課綱

大同 G3210 不認列 資通訊科技與生活 2 通識 不限 曾毅誠 0/5 (五)13:10~15:00 否 0 課綱

大同 G3310 藝術 音樂與文化 2 通識 不限 涂菀凌 0/5 (一)10:10~12:00 否 0 課綱

大同 G4700 不認列 工商心理學 2 通識 不限 王介宙 0/5 (二)17:10~19:00 否 0 課綱

大同 G4770 不認列 電力與能源 2 通識 不限 朱文成 0/5 (三)10:10~12:00 否 0 課綱

大同 G4780 不認列 探索人造世界的奇妙材料 1 通識 不限 吳錫芩 0/5 (三)15:10~17:00 否
微型課程；第10週~第
18週上課 

0 課綱

大同 G4790 不認列 漫談生活中的真「材」實「料」 1 通識 不限 吳錫芩 0/5 (三)15:10~17:00 否
微型課程；第1週~第9

週上課
0 課綱

https://ap.usc.edu.tw/STU1/STU1/SE0202GRD03.aspx?course_key=57987
https://ap.usc.edu.tw/STU1/STU1/SE0202GRD03.aspx?course_key=57988
https://selquery.ttu.edu.tw/Main/syllabusview.php?SbjNo=G2280
https://selquery.ttu.edu.tw/Main/syllabusview.php?SbjNo=G4340
https://selquery.ttu.edu.tw/Main/syllabusview.php?SbjNo=G4717
https://selquery.ttu.edu.tw/Main/syllabusview.php?SbjNo=G2710
https://selquery.ttu.edu.tw/Main/syllabusview.php?SbjNo=G2850
https://selquery.ttu.edu.tw/Main/syllabusview.php?SbjNo=G3080
https://selquery.ttu.edu.tw/Main/syllabusview.php?SbjNo=G3130
https://selquery.ttu.edu.tw/Main/syllabusview.php?SbjNo=G3210
https://selquery.ttu.edu.tw/Main/syllabusview.php?SbjNo=G3310
https://selquery.ttu.edu.tw/Main/syllabusview.php?SbjNo=G4700
https://selquery.ttu.edu.tw/Main/syllabusview.php?SbjNo=G4770
https://selquery.ttu.edu.tw/Main/syllabusview.php?SbjNo=G4780
https://selquery.ttu.edu.tw/Main/syllabusview.php?SbjNo=G47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