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系選修 外系選修

大同 ※ S5160A 酒類釀造工程 3 專業 不限 N 課綱

輔仁 C020001239 日本史 2 專業 不限 N 進修學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C020001499 西洋上古史 2 專業 不限 N 進修學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C020001527 西洋藝術史 2 專業 不限 N 進修學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C020001809 美國史 2 專業 不限 N 進修學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C020002360 隋唐五代史 2 專業 不限 N 進修學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C020003957 世界現代史 2 專業 不限 N 進修學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C020005114 中外關係史 2 專業 不限 N 進修學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C020007500 臺灣近代史 2 專業 不限 N 進修學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C020018456 國共關係史 2 專業 不限 N 進修學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C020031589 中國古代城市史 2 專業 不限 N 進修學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C020032784 筆記小說與中國社會 (II) 2 專業 不限 N 進修學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C020033644 近現代中日關係史 2 專業 不限 N 進修學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C020034295 近代中國東北歷史變遷 2 專業 不限 N 進修學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C020034297 大西洋史：19-20世紀 2 專業 不限 N 進修學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C020034299 歷史紀錄片賞析 2 專業 不限 N 進修學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C020034301 傳說與故事的流變 2 專業 不限 N 進修學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C020034303 古代內陸歐亞史 2 專業 不限 N 進修學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C020034304 台北地區發展史 2 專業 不限 N 進修學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C020100004 中國通史 3 專業 不限 N 進修學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C020101301 史學導論 2 專業 不限 N 進修學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C020103956 世界通史 3 專業 不限 N 進修學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C020207506 臺灣通史 2 專業 不限 N 進修學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C020301300 史學方法 2 專業 不限 N 進修學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C030202171 教育哲學 2 專業 不限 N 進修學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C030204189 詮釋學 2 專業 不限 N 進修學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C030234267 竹林玄學 2 專業 不限 N 進修學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C030234269 中國佛教諸宗思想 2 專業 不限 N 進修學士班課程- 課綱

承認畢業學分
學校 課程編號 課程名稱 學分 類別 可選級別

遠距課

程  （非

同步）

註 課綱

說明：請以✓表示承認為畢業學分。

   「優久大學聯盟」110學年度第2學期    東吳大學各學系（學程）承認畢業學分之調查表

學系/學程： 會計學系

學        制： 學士班

http://selquery.ttu.edu.tw/Main/syllabusview.php?SbjNo=S5160A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C&grono=NM&dptno=02&hy=110&ht=2&avano=C020001239%20&tchno=019565&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C&grono=NM&dptno=02&hy=110&ht=2&avano=C020001499%20&tchno=008383&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C&grono=NM&dptno=02&hy=110&ht=2&avano=C020001527%20&tchno=016469&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C&grono=NM&dptno=02&hy=110&ht=2&avano=C020001809%20&tchno=045902&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C&grono=NM&dptno=02&hy=110&ht=2&avano=C020002360%20&tchno=017811&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C&grono=NM&dptno=02&hy=110&ht=2&avano=C020003957%20&tchno=059080&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C&grono=NM&dptno=02&hy=110&ht=2&avano=C020005114%20&tchno=079004&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C&grono=NM&dptno=02&hy=110&ht=2&avano=C020007500%20&tchno=079509&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C&grono=NM&dptno=02&hy=110&ht=2&avano=C020018456%20&tchno=004826&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C&grono=NM&dptno=02&hy=110&ht=2&avano=C020031589%20&tchno=078520&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C&grono=NM&dptno=02&hy=110&ht=2&avano=C020032784%20&tchno=078120&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C&grono=NM&dptno=02&hy=110&ht=2&avano=C020033644%20&tchno=019565&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C&grono=NM&dptno=02&hy=110&ht=2&avano=C020034295%20&tchno=017275&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C&grono=NM&dptno=02&hy=110&ht=2&avano=C020034297%20&tchno=014351&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C&grono=NM&dptno=02&hy=110&ht=2&avano=C020034299%20&tchno=049241&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C&grono=NM&dptno=02&hy=110&ht=2&avano=C020034301%20&tchno=091440&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C&grono=NM&dptno=02&hy=110&ht=2&avano=C020034303%20&tchno=072423&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C&grono=NM&dptno=02&hy=110&ht=2&avano=C020034304%20&tchno=068363&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C&grono=NM&dptno=02&hy=110&ht=2&avano=C020100004%20&tchno=078520&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C&grono=NM&dptno=02&hy=110&ht=2&avano=C020101301%20&tchno=128326&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C&grono=NM&dptno=02&hy=110&ht=2&avano=C020103956%20&tchno=014351&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C&grono=NM&dptno=02&hy=110&ht=2&avano=C020207506%20&tchno=071644&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C&grono=NM&dptno=02&hy=110&ht=2&avano=C020301300%20&tchno=071644&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C&grono=NM&dptno=03&hy=110&ht=2&avano=C030202171%20&tchno=011628&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C&grono=NM&dptno=03&hy=110&ht=2&avano=C030204189%20&tchno=069056&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C&grono=NM&dptno=03&hy=110&ht=2&avano=C030234267%20&tchno=053556&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C&grono=NM&dptno=03&hy=110&ht=2&avano=C030234269%20&tchno=075424&isdone=True


本系選修 外系選修

承認畢業學分
學校 課程編號 課程名稱 學分 類別 可選級別

遠距課

程  （非

同步）

註 課綱

輔仁 C030234271 《莊子》選讀 2 專業 不限 N 進修學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C030234275 彌爾之《論自由》導讀 2 專業 不限 N 進修學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C030234276 詮釋學的對話與實踐智慧 2 專業 不限 N 進修學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C030234278 數據科學底哲學 2 專業 不限 N 進修學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C030234280 哲學諮商實務 2 專業 不限 N 進修學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C0G0132868 傳播實務講座 2 專業 不限 N 進修學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C0G0201485 行銷學 2 專業 不限 N 進修學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C0G0231730 公關原理與實務 2 專業 不限 N
進修學士班課程；廣告公關學
域課程。

課綱

輔仁 C0G0231731 新聞編輯實務 2 專業 不限 N
進修學士班課程；新聞報導學
域課程。

課綱

輔仁 C0G0409210 媒介人力資源管理 2 專業 不限 N 進修學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C0I0201449 成本會計 3 專業 不限 N 進修學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C0I0207256 中級會計學(二) 3 專業 不限 N 進修學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C0I0301343 民法概要 2 專業 不限 N 進修學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C0I0302093 國際財務管理 2 專業 不限 N 進修學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C0I0308200 證券暨金融法規 2 專業 不限 N 進修學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C0I0332792 創新與創業精神 2 專業 不限 N 進修學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C0I0333995 醫療概論-網 2 專業 不限 N
進修學士班課程；同步遠距課
程

課綱

輔仁 C0I0409289 企業資源規劃 2 專業 不限 N 進修學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C0I0418796 消費者行為分析 2 專業 不限 N 進修學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C0I0419679 物聯網概論 2 專業 不限 N 進修學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C0I0433884 金融科技 2 專業 不限 N 進修學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C0I1102390 微積分 3 專業 不限 N
進修學士班課程；星期一為實
習課

課綱

輔仁 C0I1105201 企業管理概論 3 專業 不限 N 進修學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C0I1105707 經濟學（二） 2 專業 不限 N
進修學士班課程；星期六為實
習課

課綱

輔仁 C0I1201013 人力資源管理 3 專業 不限 N 進修學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C0I1202635 管理學 3 專業 不限 N 進修學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C0I1219885 設計思考 3 專業 不限 N 進修學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C0I1302502 資訊管理 3 專業 不限 N 進修學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C0I1402502 資訊管理 3 專業 不限 N 進修學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C0I2105707 經濟學（二） 2 專業 不限 N
進修學士班課程；星期五為實
習課

課綱

輔仁 C0I2200021 公司法 2 專業 不限 N 進修學士班課程- 課綱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C&grono=NM&dptno=03&hy=110&ht=2&avano=C030234271%20&tchno=143686&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C&grono=NM&dptno=03&hy=110&ht=2&avano=C030234275%20&tchno=031310&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C&grono=NM&dptno=03&hy=110&ht=2&avano=C030234276%20&tchno=069056&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C&grono=NM&dptno=03&hy=110&ht=2&avano=C030234278%20&tchno=134967&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C&grono=NM&dptno=03&hy=110&ht=2&avano=C030234280%20&tchno=141864&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C&grono=NM&dptno=0G&hy=110&ht=2&avano=C0G0132868%20&tchno=034689&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C&grono=NM&dptno=0G&hy=110&ht=2&avano=C0G0201485%20&tchno=064974&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C&grono=NM&dptno=0G&hy=110&ht=2&avano=C0G0231730%20&tchno=148863&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C&grono=NM&dptno=0G&hy=110&ht=2&avano=C0G0231731%20&tchno=145167&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C&grono=NM&dptno=0G&hy=110&ht=2&avano=C0G0409210%20&tchno=005991&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C&grono=NM&dptno=0I&hy=110&ht=2&avano=C0I0201449%20&tchno=038773&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C&grono=NM&dptno=0I&hy=110&ht=2&avano=C0I0207256%20&tchno=074045&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C&grono=NM&dptno=0I&hy=110&ht=2&avano=C0I0301343%20&tchno=057859&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C&grono=NM&dptno=0I&hy=110&ht=2&avano=C0I0302093%20&tchno=075129&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C&grono=NM&dptno=0I&hy=110&ht=2&avano=C0I0308200%20&tchno=021317&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C&grono=NM&dptno=0I&hy=110&ht=2&avano=C0I0332792%20&tchno=129741&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C&grono=NM&dptno=0I&hy=110&ht=2&avano=C0I0333995%20&tchno=084893&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C&grono=NM&dptno=0I&hy=110&ht=2&avano=C0I0409289%20&tchno=026071&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C&grono=NM&dptno=0I&hy=110&ht=2&avano=C0I0418796%20&tchno=151526&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C&grono=NM&dptno=0I&hy=110&ht=2&avano=C0I0419679%20&tchno=145871&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C&grono=NM&dptno=0I&hy=110&ht=2&avano=C0I0433884%20&tchno=051266&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C&grono=NM&dptno=0I&hy=110&ht=2&avano=C0I1102390%20&tchno=003333&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C&grono=NM&dptno=0I&hy=110&ht=2&avano=C0I1105201%20&tchno=149488&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C&grono=NM&dptno=0I&hy=110&ht=2&avano=C0I1105707%20&tchno=051266&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C&grono=NM&dptno=0I&hy=110&ht=2&avano=C0I1201013%20&tchno=051525&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C&grono=NM&dptno=0I&hy=110&ht=2&avano=C0I1202635%20&tchno=153175&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C&grono=NM&dptno=0I&hy=110&ht=2&avano=C0I1219885%20&tchno=023089&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C&grono=NM&dptno=0I&hy=110&ht=2&avano=C0I1302502%20&tchno=083214&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C&grono=NM&dptno=0I&hy=110&ht=2&avano=C0I1402502%20&tchno=083214&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C&grono=NM&dptno=0I&hy=110&ht=2&avano=C0I2105707%20&tchno=051266&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C&grono=NM&dptno=0I&hy=110&ht=2&avano=C0I2200021%20&tchno=057831&isdone=True


本系選修 外系選修

承認畢業學分
學校 課程編號 課程名稱 學分 類別 可選級別

遠距課

程  （非

同步）

註 課綱

輔仁 C0I2201483 行銷管理 3 專業 不限 N 進修學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C0I2201983 財務管理 3 專業 不限 N 進修學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C0I2301389 企業政策 3 專業 不限 N 進修學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C0I2302083 國際企業管理 3 專業 不限 N 進修學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C0I2311822 作業管理 3 專業 不限 N 進修學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C0I2403021 品質管理 3 專業 不限 N 進修學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C0J0218834 景觀設計 2 專業 不限 N 進修學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C0J0303873 植栽設計 2 專業 不限 N 進修學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C100002317 程式語言 3 專業 不限 N 進修學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C100004623 資訊安全 2 專業 不限 N 進修學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C100024564 數位學習 2 專業 不限 N 進修學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C1D0114922 空間美學 2 專業 不限 N 進修學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C1D0134661 品牌形象設計 2 專業 不限 N 進修學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C1D0200233 現代藝術 2 專業 不限 N 進修學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C1D0231422 越南語進階 2 專業 不限 N 進修學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C1D0232768 文化創意概論 2 專業 不限 N 進修學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C1D0232777 人像攝影與商品攝影 2 專業 不限 N 進修學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C1D0233666 新聞編採 2 專業 不限 N 進修學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C1D0331342 台灣社會運動 2 專業 不限 N 進修學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C1D0332772 泰語進階 2 專業 不限 N 進修學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C1D0334171 人文價值系統與情境分析 2 專業 不限 N 進修學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C1D0334172 觀光與旅遊設施 2 專業 不限 N 進修學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C1D0433768 文化行政 2 專業 不限 N 進修學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C1D0434170 跨文化人文思維與方法 2 專業 不限 N 進修學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C1D0434173 社會服務法規 2 專業 不限 N 進修學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C1D0434393
東南亞政經發展：南洋國
家

2 專業 不限 N 進修學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C1D0434662 近代世界文化 2 專業 不限 N 進修學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C1E0101358 生物統計學 2 專業 不限 N 進修學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C1E0130653 營養與健康 2 專業 不限 N 進修學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C1E0131322 老人學導論 2 專業 不限 N 進修學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C1E0131323 長期照護與健康管理導論 3 專業 不限 N 進修學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C1E0131324 中老年人心理學 2 專業 不限 N 進修學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C1E0131327 健康照護實用語言 1 專業 不限 N 進修學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C1E0131328 老年科技與健康老化 2 專業 不限 N 進修學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C1E0131329 高齡者體適能 2 專業 不限 N 進修學士班課程- 課綱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C&grono=NM&dptno=0I&hy=110&ht=2&avano=C0I2201483%20&tchno=019174&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C&grono=NM&dptno=0I&hy=110&ht=2&avano=C0I2201983%20&tchno=051266&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C&grono=NM&dptno=0I&hy=110&ht=2&avano=C0I2301389%20&tchno=012766&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C&grono=NM&dptno=0I&hy=110&ht=2&avano=C0I2302083%20&tchno=153175&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C&grono=NM&dptno=0I&hy=110&ht=2&avano=C0I2311822%20&tchno=083214&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C&grono=NM&dptno=0I&hy=110&ht=2&avano=C0I2403021%20&tchno=083214&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C&grono=NM&dptno=0J&hy=110&ht=2&avano=C0J0218834%20&tchno=125598&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C&grono=NM&dptno=0J&hy=110&ht=2&avano=C0J0303873%20&tchno=140494&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C&grono=NM&dptno=10&hy=110&ht=2&avano=C100002317%20&tchno=081456&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C&grono=NM&dptno=10&hy=110&ht=2&avano=C100004623%20&tchno=144706&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C&grono=NM&dptno=10&hy=110&ht=2&avano=C100024564%20&tchno=061364&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C&grono=NM&dptno=1D&hy=110&ht=2&avano=C1D0114922%20&tchno=063081&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C&grono=NM&dptno=1D&hy=110&ht=2&avano=C1D0134661%20&tchno=004703&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C&grono=NM&dptno=1D&hy=110&ht=2&avano=C1D0200233%20&tchno=020529&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C&grono=NM&dptno=1D&hy=110&ht=2&avano=C1D0231422%20&tchno=140630&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C&grono=NM&dptno=1D&hy=110&ht=2&avano=C1D0232768%20&tchno=034689&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C&grono=NM&dptno=1D&hy=110&ht=2&avano=C1D0232777%20&tchno=130019&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C&grono=NM&dptno=1D&hy=110&ht=2&avano=C1D0233666%20&tchno=146423&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C&grono=NM&dptno=1D&hy=110&ht=2&avano=C1D0331342%20&tchno=049241&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C&grono=NM&dptno=1D&hy=110&ht=2&avano=C1D0332772%20&tchno=138556&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C&grono=NM&dptno=1D&hy=110&ht=2&avano=C1D0334171%20&tchno=059794&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C&grono=NM&dptno=1D&hy=110&ht=2&avano=C1D0334172%20&tchno=152314&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C&grono=NM&dptno=1D&hy=110&ht=2&avano=C1D0433768%20&tchno=145244&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C&grono=NM&dptno=1D&hy=110&ht=2&avano=C1D0434170%20&tchno=127451&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C&grono=NM&dptno=1D&hy=110&ht=2&avano=C1D0434173%20&tchno=153166&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C&grono=NM&dptno=1D&hy=110&ht=2&avano=C1D0434393%20&tchno=138774&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C&grono=NM&dptno=1D&hy=110&ht=2&avano=C1D0434662%20&tchno=059080&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C&grono=NM&dptno=1E&hy=110&ht=2&avano=C1E0101358%20&tchno=023784&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C&grono=NM&dptno=1E&hy=110&ht=2&avano=C1E0130653%20&tchno=152505&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C&grono=NM&dptno=1E&hy=110&ht=2&avano=C1E0131322%20&tchno=153270&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C&grono=NM&dptno=1E&hy=110&ht=2&avano=C1E0131323%20&tchno=125602&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C&grono=NM&dptno=1E&hy=110&ht=2&avano=C1E0131324%20&tchno=153289&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C&grono=NM&dptno=1E&hy=110&ht=2&avano=C1E0131327%20&tchno=128144&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C&grono=NM&dptno=1E&hy=110&ht=2&avano=C1E0131328%20&tchno=146841&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C&grono=NM&dptno=1E&hy=110&ht=2&avano=C1E0131329%20&tchno=032494&isdone=True


本系選修 外系選修

承認畢業學分
學校 課程編號 課程名稱 學分 類別 可選級別

遠距課

程  （非

同步）

註 課綱

輔仁 C1E0205218 流行病學 2 專業 不限 N 進修學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C1E0231894 社區精神長期照護 2 專業 不限 N 進修學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C1E0331902 安寧療護 2 專業 不限 N 進修學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C1E0331906 復健照護概論 2 專業 不限 N 進修學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C1E0333262 長照營養與膳食規劃 2 專業 不限 N 進修學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C1G0002501 資訊資源管理 2 專業 不限 N 進修學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C1G0031957 數位人文 2 專業 不限 N
進修學士班課程；第9~13週至
電腦教室上課

課綱

輔仁 C1G0034034 社會性媒體 2 專業 不限 N 進修學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C1G0034248 智慧城市 2 專業 不限 N 進修學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C1G0106060 教育概論 2 專業 不限 N 進修學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C1G0133299 行動旅遊資訊 2 專業 不限 N 進修學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C1H0113811 微積分(二) 2 專業 不限 N 進修學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C1H0133586 醫學資訊與健康科技講座 1 專業 不限 N 進修學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C1H0133595 臨床標準與術語 2 專業 不限 N 進修學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C1H0133596 健康保險與給付 2 專業 不限 N 進修學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C1H0230942 運算思維 2 專業 不限 N 進修學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C200206985 第二外語習得 2 專業 不限 N 進修學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C200216623 對外華語文教學 2 專業 不限 N 進修學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C200231461 電影與文化轉譯 2 專業 不限 N 進修學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C200233498 文化與觀光產業 2 專業 不限 N 進修學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C200301823 英文教材教法 2 專業 不限 N 進修學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C200302398 新聞英文 2 專業 不限 N 進修學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C200321575 莎士比亞與電影 2 專業 不限 N 進修學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C200333499 主題式文化導覽 2 專業 不限 N 進修學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C240207507 日本近現代史 2 專業 不限 N 進修學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C660324739 信託法 2 專業 不限 N 進修學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C660402088 國際私法 2 專業 不限 N 進修學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C660418403 法律史 2 專業 不限 N 進修學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C900006899 原住民宗教專題 2 專業 不限 N 進修學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C900021460 殯葬服務與管理 2 專業 不限 N 進修學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C900021529 殯葬生死觀 2 專業 不限 N 進修學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C900021668 殯葬禮俗實務 2 專業 不限 N 進修學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C900022449 東方宗教與瑜珈 2 專業 不限 N 進修學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C900031542 宗教景觀專題 2 專業 不限 N 進修學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C900031548 宗教養生學專題 2 專業 不限 N 進修學士班課程- 課綱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C&grono=NM&dptno=1E&hy=110&ht=2&avano=C1E0205218%20&tchno=137159&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C&grono=NM&dptno=1E&hy=110&ht=2&avano=C1E0231894%20&tchno=152532&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C&grono=NM&dptno=1E&hy=110&ht=2&avano=C1E0331902%20&tchno=149301&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C&grono=NM&dptno=1E&hy=110&ht=2&avano=C1E0331906%20&tchno=149424&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C&grono=NM&dptno=1E&hy=110&ht=2&avano=C1E0333262%20&tchno=141600&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C&grono=NM&dptno=1G&hy=110&ht=2&avano=C1G0002501%20&tchno=080677&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C&grono=NM&dptno=1G&hy=110&ht=2&avano=C1G0031957%20&tchno=152482&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C&grono=NM&dptno=1G&hy=110&ht=2&avano=C1G0034034%20&tchno=151526&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C&grono=NM&dptno=1G&hy=110&ht=2&avano=C1G0034248%20&tchno=153234&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C&grono=NM&dptno=1G&hy=110&ht=2&avano=C1G0106060%20&tchno=094478&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C&grono=NM&dptno=1G&hy=110&ht=2&avano=C1G0133299%20&tchno=070638&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C&grono=NM&dptno=1H&hy=110&ht=2&avano=C1H0113811%20&tchno=051907&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C&grono=NM&dptno=1H&hy=110&ht=2&avano=C1H0133586%20&tchno=051170&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C&grono=NM&dptno=1H&hy=110&ht=2&avano=C1H0133595%20&tchno=004271&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C&grono=NM&dptno=1H&hy=110&ht=2&avano=C1H0133596%20&tchno=151803&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C&grono=NM&dptno=1H&hy=110&ht=2&avano=C1H0230942%20&tchno=043517&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C&grono=NM&dptno=20&hy=110&ht=2&avano=C200206985%20&tchno=130200&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C&grono=NM&dptno=20&hy=110&ht=2&avano=C200216623%20&tchno=090816&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C&grono=NM&dptno=20&hy=110&ht=2&avano=C200231461%20&tchno=094823&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C&grono=NM&dptno=20&hy=110&ht=2&avano=C200233498%20&tchno=037794&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C&grono=NM&dptno=20&hy=110&ht=2&avano=C200301823%20&tchno=028257&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C&grono=NM&dptno=20&hy=110&ht=2&avano=C200302398%20&tchno=068554&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C&grono=NM&dptno=20&hy=110&ht=2&avano=C200321575%20&tchno=032421&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C&grono=NM&dptno=20&hy=110&ht=2&avano=C200333499%20&tchno=020851&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C&grono=NM&dptno=24&hy=110&ht=2&avano=C240207507%20&tchno=033714&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C&grono=NM&dptno=66&hy=110&ht=2&avano=C660324739%20&tchno=057790&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C&grono=NM&dptno=66&hy=110&ht=2&avano=C660402088%20&tchno=056520&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C&grono=NM&dptno=66&hy=110&ht=2&avano=C660418403%20&tchno=046222&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C&grono=NM&dptno=90&hy=110&ht=2&avano=C900006899%20&tchno=037680&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C&grono=NM&dptno=90&hy=110&ht=2&avano=C900021460%20&tchno=137340&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C&grono=NM&dptno=90&hy=110&ht=2&avano=C900021529%20&tchno=091527&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C&grono=NM&dptno=90&hy=110&ht=2&avano=C900021668%20&tchno=091527&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C&grono=NM&dptno=90&hy=110&ht=2&avano=C900022449%20&tchno=081797&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C&grono=NM&dptno=90&hy=110&ht=2&avano=C900031542%20&tchno=040820&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C&grono=NM&dptno=90&hy=110&ht=2&avano=C900031548%20&tchno=121468&isdone=True


本系選修 外系選修

承認畢業學分
學校 課程編號 課程名稱 學分 類別 可選級別

遠距課

程  （非

同步）

註 課綱

輔仁 C900034288 道教歷史與文化 2 專業 不限 N 進修學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C900034291 宗教與動畫的會遇 2 專業 不限 N 進修學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C900034292 周易的生命關懷 2 專業 不限 N 進修學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C900034431 佛教經論選讀 2 專業 不限 N 進修學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C900301618 宗教哲學 2 專業 不限 N 進修學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C900321663 宗教學方法 2 專業 不限 N 進修學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C900421664 宗教比較與交談 2 專業 不限 N 進修學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D010100047 語言學概論 2 專業 不限 N 學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D010103785 現代戲劇與習作 2 專業 不限 N 學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D010202199 現代詩與習作 2 專業 不限 N 學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D010233422 台灣話的語源與文化探索 2 專業 不限 N 學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D030201556 佛學概論 2 專業 不限 N
學士班課程-開學第一週未到課
者不提供加選

課綱

輔仁 D030204254 中國哲學的方法論 2 專業 不限 N
學士班課程-開學第一週未到課
不提供加選

課綱

輔仁 D030204534 儒家哲學 2 專業 不限 N
學士班課程-開學第一週未到課
不提供加選

課綱

輔仁 D030207466 中國美學專題 2 專業 不限 N
學士班課程-開學第一週未到課
不提供加選

課綱

輔仁 D030219771 名家哲學 2 專業 不限 N
學士班課程-開學第一週未到課
不提供加選

課綱

輔仁 D030223401 先秦道家哲學 2 專業 不限 N
學士班課程-開學第一週未到課
同學不提供加選

課綱

輔仁 D030234258 戰國儒家哲學 2 專業 不限 N
學士班課程-開學第一週未到課
不提供加選

課綱

輔仁 D030234262 意向性理論 2 專業 不限 N
學士班課程-開學第一週未到課
不提供加選

課綱

輔仁 D030234263 多瑪斯《神學大全》導論 2 專業 不限 N
學士班課程-開學第一週未到課
不提供加選

課綱

輔仁 D0V0133436 學校建築與空間規劃 2 專業 不限 N 學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D0V0231441 大數據資料分析與應用 3 專業 不限 N 學士班課程- 課綱 ✓

輔仁 D0V0301983 財務管理 2 專業 不限 N 學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D0V0334121 行動應用程式設計 3 專業 不限 N 學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D240320065 日語語法專題 2 專業 不限 N 學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D240401238 日本古典文學 2 專業 不限 N 學士班課程-六選二必修課 課綱

輔仁 D240401244 日本近現代文學 2 專業 不限 N 學士班課程-六選二必修課 課綱

輔仁 D240422127 日本企業經營策略 2 專業 不限 N 學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D390101082 工商心理學概論 3 專業 不限 N 學士班課程- 課綱 ✓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C&grono=NM&dptno=90&hy=110&ht=2&avano=C900034288%20&tchno=081797&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C&grono=NM&dptno=90&hy=110&ht=2&avano=C900034291%20&tchno=121468&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C&grono=NM&dptno=90&hy=110&ht=2&avano=C900034292%20&tchno=012234&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C&grono=NM&dptno=90&hy=110&ht=2&avano=C900034431%20&tchno=144760&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C&grono=NM&dptno=90&hy=110&ht=2&avano=C900301618%20&tchno=129691&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C&grono=NM&dptno=90&hy=110&ht=2&avano=C900321663%20&tchno=012234&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C&grono=NM&dptno=90&hy=110&ht=2&avano=C900421664%20&tchno=145853&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D&grono=CG&dptno=01&hy=110&ht=2&avano=D010100047%20&tchno=071512&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D&grono=CG&dptno=01&hy=110&ht=2&avano=D010103785%20&tchno=154581&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D&grono=CG&dptno=01&hy=110&ht=2&avano=D010202199%20&tchno=153148&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D&grono=CG&dptno=01&hy=110&ht=2&avano=D010233422%20&tchno=000228&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D&grono=CG&dptno=03&hy=110&ht=2&avano=D030201556%20&tchno=026985&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D&grono=CG&dptno=03&hy=110&ht=2&avano=D030204254%20&tchno=143686&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D&grono=CG&dptno=03&hy=110&ht=2&avano=D030204534%20&tchno=000578&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D&grono=CG&dptno=03&hy=110&ht=2&avano=D030207466%20&tchno=005573&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D&grono=CG&dptno=03&hy=110&ht=2&avano=D030219771%20&tchno=091022&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D&grono=CG&dptno=03&hy=110&ht=2&avano=D030223401%20&tchno=015471&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D&grono=CG&dptno=03&hy=110&ht=2&avano=D030234258%20&tchno=015471&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D&grono=CG&dptno=03&hy=110&ht=2&avano=D030234262%20&tchno=149242&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D&grono=CG&dptno=03&hy=110&ht=2&avano=D030234263%20&tchno=149242&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D&grono=KG&dptno=0V&hy=110&ht=2&avano=D0V0133436%20&tchno=150165&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D&grono=KG&dptno=0V&hy=110&ht=2&avano=D0V0231441%20&tchno=148245&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D&grono=KG&dptno=0V&hy=110&ht=2&avano=D0V0301983%20&tchno=141950&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D&grono=KG&dptno=0V&hy=110&ht=2&avano=D0V0334121%20&tchno=053792&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D&grono=FG&dptno=24&hy=110&ht=2&avano=D240320065%20&tchno=056498&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D&grono=FG&dptno=24&hy=110&ht=2&avano=D240401238%20&tchno=021517&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D&grono=FG&dptno=24&hy=110&ht=2&avano=D240401244%20&tchno=014533&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D&grono=FG&dptno=24&hy=110&ht=2&avano=D240422127%20&tchno=054353&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D&grono=WG&dptno=39&hy=110&ht=2&avano=D390101082%20&tchno=152237&isdone=True


本系選修 外系選修

承認畢業學分
學校 課程編號 課程名稱 學分 類別 可選級別

遠距課

程  （非

同步）

註 課綱

輔仁 D390217103 數位行銷 3 專業 不限 N 學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D511302741 數值方法 3 專業 不限 N 學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D512302741 數值方法 3 專業 不限 N 學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D540201268 比較解剖學 3 專業 不限 N 學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D630201698 知識社會學 3 專業 不限 N 學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D630209063 社會學理論 (一) 3 專業 不限 N 學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D630217579 符號、意義與社會 3 專業 不限 N 學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D630309053 非營利組織之理論與管理 3 專業 不限 N 學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D640401476 行政法 2 專業 不限 N 學士班課程- 課綱 ✓

輔仁 D660131185 英美法導論-英 2 專業 不限 N 學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D660201834 英美契約法 2 專業 不限 N 學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D660215938 罪數暨犯罪競合 2 專業 不限 N 學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D660406206 法院組織法 2 專業 不限 N 學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D660432086 性別平等法 2 專業 不限 N 學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D670319748 民刑事案例演習(二) 2 專業 不限 N
學士班課程-須修過民法與刑法
相關課程

課綱

輔仁 D670323777 財稅規劃實務(二) 3 專業 不限 N 學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D670418451 經濟法(二) 2 專業 不限 N 學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D680101834 英美契約法 2 專業 不限 N 學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D680124457 刑法總則(二) 2 專業 不限 N
學士班課程-限已修習「刑法總
則(一)」

課綱

輔仁 D680124459 憲法(二) 2 專業 不限 N
學士班課程-限已修習「憲法
(一)」

課綱

輔仁 D680215226 勞動法 2 專業 不限 N 學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D680234659 憲法訴訟 2 專業 不限 N 學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D680301956 海商法 2 專業 不限 N 學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D680302215 票據法 2 專業 不限 N 學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D740333766 量化交易系統 3 專業 不限 N 學士班課程- 課綱 ✓

輔仁 D740334636 資料視覺化分析與應用 3 專業 不限 N 學士班課程- 課綱 ✓

輔仁 D741102412 會計學 3 專業 不限 N 學士班課程-實習課:週二D8 課綱

輔仁 D741202222 統計學 3 專業 不限 N 學士班課程-實習課:週二D8 課綱

輔仁 D742202222 統計學 3 專業 不限 N 學士班課程-實習課:週一D1 課綱

輔仁 D742202457 經濟學 3 專業 不限 N 學士班課程-實習課:週二D8 課綱

輔仁 D900013169 猶太教概論 2 專業 不限 N 學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D900020438 宗教與文化旅遊 2 專業 不限 N 學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D900022258 基督宗教與臺灣原住民 2 專業 不限 N 學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D900022414 原住民文化與生命教育 2 專業 不限 N 學士班課程- 課綱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D&grono=WG&dptno=39&hy=110&ht=2&avano=D390217103%20&tchno=152237&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D&grono=SG&dptno=51&hy=110&ht=2&avano=D511302741%20&tchno=002972&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D&grono=SG&dptno=51&hy=110&ht=2&avano=D512302741%20&tchno=002972&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D&grono=SG&dptno=54&hy=110&ht=2&avano=D540201268%20&tchno=002381&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D&grono=WG&dptno=63&hy=110&ht=2&avano=D630201698%20&tchno=051493&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D&grono=WG&dptno=63&hy=110&ht=2&avano=D630209063%20&tchno=051493&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D&grono=WG&dptno=63&hy=110&ht=2&avano=D630217579%20&tchno=051493&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D&grono=WG&dptno=63&hy=110&ht=2&avano=D630309053%20&tchno=020242&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D&grono=WG&dptno=64&hy=110&ht=2&avano=D640401476%20&tchno=128199&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D&grono=JG&dptno=66&hy=110&ht=2&avano=D660131185%20&tchno=068172&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D&grono=JG&dptno=66&hy=110&ht=2&avano=D660201834%20&tchno=094573&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D&grono=JG&dptno=66&hy=110&ht=2&avano=D660215938%20&tchno=049573&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D&grono=JG&dptno=66&hy=110&ht=2&avano=D660406206%20&tchno=085018&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D&grono=JG&dptno=66&hy=110&ht=2&avano=D660432086%20&tchno=049555&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D&grono=JG&dptno=67&hy=110&ht=2&avano=D670319748%20&tchno=149888&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D&grono=JG&dptno=67&hy=110&ht=2&avano=D670323777%20&tchno=128199&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D&grono=JG&dptno=67&hy=110&ht=2&avano=D670418451%20&tchno=031392&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D&grono=JG&dptno=68&hy=110&ht=2&avano=D680101834%20&tchno=068172&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D&grono=JG&dptno=68&hy=110&ht=2&avano=D680124457%20&tchno=145767&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D&grono=JG&dptno=68&hy=110&ht=2&avano=D680124459%20&tchno=058197&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D&grono=JG&dptno=68&hy=110&ht=2&avano=D680215226%20&tchno=151430&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D&grono=JG&dptno=68&hy=110&ht=2&avano=D680234659%20&tchno=149565&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D&grono=JG&dptno=68&hy=110&ht=2&avano=D680301956%20&tchno=126540&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D&grono=JG&dptno=68&hy=110&ht=2&avano=D680302215%20&tchno=151326&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D&grono=MG&dptno=74&hy=110&ht=2&avano=D740333766%20&tchno=050700&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D&grono=MG&dptno=74&hy=110&ht=2&avano=D740334636%20&tchno=154240&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D&grono=MG&dptno=74&hy=110&ht=2&avano=D741102412%20&tchno=073789&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D&grono=MG&dptno=74&hy=110&ht=2&avano=D741202222%20&tchno=035031&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D&grono=MG&dptno=74&hy=110&ht=2&avano=D742202222%20&tchno=035031&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D&grono=MG&dptno=74&hy=110&ht=2&avano=D742202457%20&tchno=070665&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D&grono=WG&dptno=90&hy=110&ht=2&avano=D900013169%20&tchno=129691&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D&grono=WG&dptno=90&hy=110&ht=2&avano=D900020438%20&tchno=037680&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D&grono=WG&dptno=90&hy=110&ht=2&avano=D900022258%20&tchno=037680&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D&grono=WG&dptno=90&hy=110&ht=2&avano=D900022414%20&tchno=037680&isdone=True


本系選修 外系選修

承認畢業學分
學校 課程編號 課程名稱 學分 類別 可選級別

遠距課

程  （非

同步）

註 課綱

輔仁 D900134668 宗教展覽的敘事與詮釋 2 專業 不限 N 學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D900210624 生命教育概論 2 專業 不限 N 學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D900219774 臺灣天主教概論 2 專業 不限 N 學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D900230953 伊斯蘭與當代社會 2 專業 不限 N 學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D900234641 基督宗教建築本地化專題 2 專業 不限 N 學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D920205475 有害廢棄物管理 2 專業 不限 N 學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D920319017 環境規劃與管理 2 專業 不限 N 學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DJG0016932D 刑法分則(二) 2 專業 不限 N

學士班課程-需先修習「刑法總
則(一)(二)」、「刑法分則
一」。

課綱

輔仁 DJG0024460D 民法債編總論(一) 3 專業 不限 N
學士班課程-需先修習「民法總
則」

課綱

輔仁 DJG0024464D 行政法(二) 2 專業 不限 N
學士班課程-需先修習「行政法
（一）」

課綱

輔仁 DJG0024466D 民事訴訟法(二） 3 專業 不限 N
學士班課程-需先修習「民事訴
訟法一」

課綱

輔仁 DJG0024468D 刑事訴訟法(二) 2 專業 不限 N
學士班課程-需先修習「刑法總
則」、「刑事訴訟法一」。

課綱

輔仁 DJG0024470D 民法物權(二） 2 專業 不限 N
學士班課程-需先修習民法物權
（一）

課綱

輔仁 G0X6115948 細胞生物技術學 2 專業 研究所 N 碩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G0X6115949 老化特論 2 專業 研究所 N 碩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G0X6117028 進階生物統計 2 專業 研究所 N 碩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G0X6118062 老化與癌症 2 專業 研究所 N 碩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G0X6118064 實驗藥理學 2 專業 研究所 N 碩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G0X6118701 細胞訊息傳遞 2 專業 研究所 N 碩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G0X6121153 分子內分泌與生殖 2 專業 研究所 N 碩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G0X6123283 藥物研究與臨床試驗 2 專業 研究所 N 碩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G0X6123286 藥物學特論 1 專業 研究所 N 碩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G0X6124147
神經科學概論暨神經疾病
動物模式

1 專業 研究所 N 碩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G1A8004116 比較文學研究方法論 3 專業 研究所 N 博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G1A8022519 奇幻文學與電影 3 專業 研究所 N 博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G1A8034655
白先勇的《台北人》：翻
釋與詮釋

3 專業 研究所 N 博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G1A8120289 跨文化研究導論 2 專業 研究所 N 博士班課程- 課綱

輔仁 G266031521 跨文化外語教學 2 專業 研究所 N 碩士班課程-教學法領域 課綱

輔仁 G266034142 翻譯批評：理論與實作 3 專業 研究所 N 碩士班課程-翻譯學領域 課綱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D&grono=WG&dptno=90&hy=110&ht=2&avano=D900134668%20&tchno=142966&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D&grono=WG&dptno=90&hy=110&ht=2&avano=D900210624%20&tchno=034270&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D&grono=WG&dptno=90&hy=110&ht=2&avano=D900219774%20&tchno=037680&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D&grono=WG&dptno=90&hy=110&ht=2&avano=D900230953%20&tchno=128526&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D&grono=WG&dptno=90&hy=110&ht=2&avano=D900234641%20&tchno=154440&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D&grono=DG&dptno=92&hy=110&ht=2&avano=D920205475%20&tchno=070751&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D&grono=DG&dptno=92&hy=110&ht=2&avano=D920319017%20&tchno=076180&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D&grono=JG&dptno=JG&hy=110&ht=2&avano=DJG0016932D&tchno=145767&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D&grono=JG&dptno=JG&hy=110&ht=2&avano=DJG0024460D&tchno=145462&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D&grono=JG&dptno=JG&hy=110&ht=2&avano=DJG0024464D&tchno=128199&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D&grono=JG&dptno=JG&hy=110&ht=2&avano=DJG0024466D&tchno=142139&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D&grono=JG&dptno=JG&hy=110&ht=2&avano=DJG0024468D&tchno=081492&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D&grono=JG&dptno=JG&hy=110&ht=2&avano=DJG0024470D&tchno=057781&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G&grono=DG&dptno=0X6&hy=110&ht=2&avano=G0X6115948%20&tchno=075006&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G&grono=DG&dptno=0X6&hy=110&ht=2&avano=G0X6115949%20&tchno=054317&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G&grono=DG&dptno=0X6&hy=110&ht=2&avano=G0X6117028%20&tchno=137159&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G&grono=DG&dptno=0X6&hy=110&ht=2&avano=G0X6118062%20&tchno=075006&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G&grono=DG&dptno=0X6&hy=110&ht=2&avano=G0X6118064%20&tchno=054317&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G&grono=DG&dptno=0X6&hy=110&ht=2&avano=G0X6118701%20&tchno=081551&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G&grono=DG&dptno=0X6&hy=110&ht=2&avano=G0X6121153%20&tchno=084952&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G&grono=DG&dptno=0X6&hy=110&ht=2&avano=G0X6123283%20&tchno=133838&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G&grono=DG&dptno=0X6&hy=110&ht=2&avano=G0X6123286%20&tchno=049700&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G&grono=DG&dptno=0X6&hy=110&ht=2&avano=G0X6124147%20&tchno=065735&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G&grono=FG&dptno=1A8&hy=110&ht=2&avano=G1A8004116%20&tchno=053901&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G&grono=FG&dptno=1A8&hy=110&ht=2&avano=G1A8022519%20&tchno=089898&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G&grono=FG&dptno=1A8&hy=110&ht=2&avano=G1A8034655%20&tchno=018263&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G&grono=FG&dptno=1A8&hy=110&ht=2&avano=G1A8120289%20&tchno=089898&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G&grono=FG&dptno=266&hy=110&ht=2&avano=G266031521%20&tchno=128153&isdone=True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G&grono=FG&dptno=266&hy=110&ht=2&avano=G266034142%20&tchno=142670&isdone=True


本系選修 外系選修

承認畢業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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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 BE307G 醫學測量儀表及實驗 3 專業 大學部 N 課綱

中原 BE307H 醫學測量儀表及實驗 3 專業 大學部 N 課綱

中原 BE321G 生物材料與力學導論 3 專業 大學部 N 課綱

中原 BE322G 訊號與影像導論 3 專業 大學部 N 課綱

中原 CH352N 量子化學概論與光譜 3 專業 大學部 N 課綱

淡江
TABXB1E1039

0P
網路概論 3 專業 大學部 Y 遠距課程，淡水校園上課。 課綱

淡江
TACXB1A2792

0P
應用中文書寫 2 專業 大學部 N 淡水校園上課。 課綱

淡江
TAHXB2A2971

2P
歷史地理 2 專業 大學部 N 淡水校園上課。 課綱

淡江
TAHXB4A0830

2P
歷史哲學 2 專業 大學部 N 淡水校園上課。 課綱

淡江
TAIXB4A3062

0P
創意未來設計專題 2 專業 大學部 N

請參考教學計畫表說明再行加
選，淡水校園上課。

課綱

淡江
TAMXB4A1264

0A
媒介管理 2 專業 大學部 N 淡水校園上課。 課綱

淡江
TDJXB1T0070

0A
社會學 2 專業 大學部 N 淡水校園上課。 課綱

淡江
TDTXB2D0370

0A
人力資源發展概論 2 專業 大學部 Y 遠距課程，淡水校園上課。 課綱

淡江
TEAXB1E3632

0A
建築人文概論 3 專業 大學部 N 淡水校園上課。 課綱

淡江
TEAXB2E3642

0A
世界建築史（二） 3 專業 大學部 N 淡水校園上課。 課綱

淡江
TEBAB3E3403

0R
機構設計 3 專業 大學部 N 淡水校園上課。 課綱

淡江
TEBAB3E3754

0R
製造聯網整合技術 3 專業 大學部 N 淡水校園上課。 課綱

淡江
TECXB3E3408

0A
土木建築施工法 2 專業 大學部 N 淡水校園上課。 課綱

淡江
TEDXB2E3126

0P
奈米材料概論 2 專業 大學部 N 淡水校園上課。 課綱

淡江
TEIXB3M0008

0P
人工智慧概論 3 專業 大學部 N 淡水校園上課。 課綱

淡江
TEIXB4E2435

0P
無線網路安全 3 專業 大學部 N 淡水校園上課。 課綱

淡江
TENXB4E0962

0P
電腦輔助設計與製造 2 專業 大學部 N 淡水校園上課。 課綱

https://cmap.cycu.edu.tw:8443/Syllabus/CoursePreview.html?yearTerm=1102&opCode=BE307G
https://cmap.cycu.edu.tw:8443/Syllabus/CoursePreview.html?yearTerm=1102&opCode=BE307H
https://cmap.cycu.edu.tw:8443/Syllabus/CoursePreview.html?yearTerm=1102&opCode=BE321G
https://cmap.cycu.edu.tw:8443/Syllabus/CoursePreview.html?yearTerm=1102&opCode=BE322G
http://itouch.cycu.edu.tw/active_system/CourseQuerySystem/
http://ap09.emis.tku.edu.tw/110_2/110_2_0016.PDF
http://ap09.emis.tku.edu.tw/110_2/110_2_0080.PDF
http://ap09.emis.tku.edu.tw/110_2/110_2_0168.PDF
http://ap09.emis.tku.edu.tw/110_2/110_2_0185.PDF
http://ap09.emis.tku.edu.tw/110_2/110_2_0249.PDF
http://ap09.emis.tku.edu.tw/110_2/110_2_0288.PDF
http://ap09.emis.tku.edu.tw/110_2/110_2_0303.PDF
http://ap09.emis.tku.edu.tw/110_2/110_2_0369.PDF
http://ap09.emis.tku.edu.tw/110_2/110_2_0400.PDF
http://ap09.emis.tku.edu.tw/110_2/110_2_0423.PDF
http://ap09.emis.tku.edu.tw/110_2/110_2_0509.PDF
http://ap09.emis.tku.edu.tw/110_2/110_2_0510.PDF
http://ap09.emis.tku.edu.tw/110_2/110_2_0624.PDF
http://ap09.emis.tku.edu.tw/110_2/110_2_0675.PDF
http://ap09.emis.tku.edu.tw/110_2/110_2_0869.PDF
http://ap09.emis.tku.edu.tw/110_2/110_2_0873.PDF
http://ap09.emis.tku.edu.tw/110_2/110_2_093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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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
TENXB4E2858

0P
管理與科技 2 專業 大學部 N 淡水校園上課。 課綱

淡江
TETEB3E3744

0A
工業物聯網 2 專業 大學部 N 淡水校園上課。 課綱

淡江
TEWAB2E377

8 0A
水環境 2 專業 大學部 N 淡水校園上課。 課綱

淡江
TFFXB2F0863

0P
法語地區語言及文學介紹 2 專業 大學部 N

雙語授課(中文/法文)，淡水校
園上課。

課綱

淡江
TFGXB3F0603

2A
德國文學史（一） 2 專業 大學部 N 淡水校園上課。 課綱

淡江
TFJXB2A0239

2P
日本歷史 2 專業 大學部 N 淡水校園上課。 課綱

淡江
TFJXB4A0190

2P
日本文學史 2 專業 大學部 N 淡水校園上課。 課綱

淡江
TFLXB4A1152

2P
西洋文學批評導讀 2 專業 大學部 N 淡水校園上課。 課綱

淡江
TFSXB1F1366

2P
西語國家文化概論 2 專業 大學部 N 淡水校園上課。 課綱

淡江
TFUXB1A1375

0A
俄羅斯民歌 2 專業 大學部 Y 遠距課程，淡水校園上課。 課綱

淡江
TFUXB2F0793

2A
俄羅斯文化概論 2 專業 大學部 N 淡水校園上課。 課綱

淡江
TGEXB0E4136

0A
人工智慧產業趨勢 2 專業 大學部 N 淡水校園上課。 課綱 ✓

淡江
TLAXB2M2541

0P
租稅申報實務 2 專業 大學部 N 淡水校園上課。 課綱

淡江
TLBXB3B0759

0P
金融機構管理 3 專業 大學部 Y 遠距課程，淡水校園上課。 課綱

淡江
TLCXB3M1930

0P
人力資源訓練與發展 2 專業 大學部 N 淡水校園上課。 課綱 ✓

淡江
TLEXB4B1696

0P
文化創意產業分析 2 專業 大學部 N 淡水校園上課。 課綱 ✓

淡江
TLFAB3M1775

0A
創新管理 2 專業 大學部 N 淡水校園上課。 課綱 ✓

淡江
TLGXB4M0853

0P
電子商務 2 專業 大學部 N 淡水校園上課。 課綱 ✓

淡江
TLMXB2M0664

0P
離散數學導論 2 專業 大學部 Y 遠距課程，淡水校園上課。 課綱

http://ap09.emis.tku.edu.tw/110_2/110_2_0944.PDF
http://ap09.emis.tku.edu.tw/110_2/110_2_1089.PDF
http://ap09.emis.tku.edu.tw/110_2/110_2_1108.PDF
http://ap09.emis.tku.edu.tw/110_2/110_2_1209.PDF
http://ap09.emis.tku.edu.tw/110_2/110_2_1297.PDF
http://ap09.emis.tku.edu.tw/110_2/110_2_1388.PDF
http://ap09.emis.tku.edu.tw/110_2/110_2_1492.PDF
http://ap09.emis.tku.edu.tw/110_2/110_2_1696.PDF
http://ap09.emis.tku.edu.tw/110_2/110_2_1723.PDF
http://ap09.emis.tku.edu.tw/110_2/110_2_1807.PDF
http://ap09.emis.tku.edu.tw/110_2/110_2_1826.PDF
http://ap09.emis.tku.edu.tw/110_2/110_2_1925.PDF
http://ap09.emis.tku.edu.tw/110_2/110_2_2338.PDF
http://ap09.emis.tku.edu.tw/110_2/110_2_2458.PDF
http://ap09.emis.tku.edu.tw/110_2/110_2_2537.PDF
http://ap09.emis.tku.edu.tw/110_2/110_2_2619.PDF
http://ap09.emis.tku.edu.tw/110_2/110_2_2658.PDF
http://ap09.emis.tku.edu.tw/110_2/110_2_2788.PDF
http://ap09.emis.tku.edu.tw/110_2/110_2_286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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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
TLOXB2M0271

0A
財務管理 3 專業 大學部 N

淡水校園上課，須與實習課一
起上課，實習課上課時間：
(二)10:10~12:00。

課綱

淡江
TLPXB3M2276

0P
歐盟政治與政策 2 專業 大學部 Y 遠距課程，淡水校園上課。 課綱

淡江
TLSXB4B0760

0P
財務資料分析 3 專業 大學部 Y 遠距課程，淡水校園上課。 課綱

淡江
TLTXB4M2290

0P
大數據運輸行銷 2 專業 大學部 N 淡水校園上課。 課綱

淡江
TLYXB3B0071

0P
投資學 3 專業 大學部 N 淡水校園上課。 課綱

淡江
TSAXB3S0933

0A
生物物理導論 3 專業 大學部 N 淡水校園上課。 課綱

淡江
TSCDB4S0806

0A
材料化學特論 3 專業 大學部 N 淡水校園上課。 課綱

淡江
TSMAB3S0277

2A
組合學 3 專業 大學部 N 淡水校園上課。 課綱

淡江
TSPBB4S0150

2A
物理專題 1 專業 大學部 N 淡水校園上課。 課綱

淡江
TSPCB2S0041

0A
天文學 3 專業 大學部 N

本課程為物理系專業課程，淡
水校園上課。

課綱

淡江
TSPCB4S0829

0A
量子資訊與量子計算導論 3 專業 大學部 N 淡水校園上課。 課綱

淡江
TSPCB4T0136

2A
專題研究 1 專業 大學部 N 淡水校園上課。 課綱

文化
UAACA4K5860

0
旅行文學及習作 2 專業 不限 N 課綱

文化
UAACL4B8706

00
六朝詩研究 2 專業 不限 N 課綱

文化
UAAHS4I8500

0
故宮文物導覽 2 專業 不限 N 課綱

文化
UBBAC2B4003

00
財務管理 3 專業 不限 N 課綱

文化
UBBFB1B3791

00
財務數學 2 專業 不限 N 課綱

文化
UBBIT4A00950

0
消費者行為 3 專業 不限 N 課綱

文化
UBBTO3AJ173

00
觀光網路行銷實務 2 專業 不限 N 課綱

http://ap09.emis.tku.edu.tw/110_2/110_2_2964.PDF
http://ap09.emis.tku.edu.tw/110_2/110_2_3034.PDF
http://ap09.emis.tku.edu.tw/110_2/110_2_3133.PDF
http://ap09.emis.tku.edu.tw/110_2/110_2_3209.PDF
http://ap09.emis.tku.edu.tw/110_2/110_2_3310.PDF
http://ap09.emis.tku.edu.tw/110_2/110_2_3839.PDF
http://ap09.emis.tku.edu.tw/110_2/110_2_3919.PDF
http://ap09.emis.tku.edu.tw/110_2/110_2_3947.PDF
http://ap09.emis.tku.edu.tw/110_2/110_2_4029.PDF
http://ap09.emis.tku.edu.tw/110_2/110_2_4052.PDF
http://ap09.emis.tku.edu.tw/110_2/110_2_4070.PDF
http://ap09.emis.tku.edu.tw/110_2/110_2_4071.PDF
http://icas.pccu.edu.tw/cfp/?ccode=347545#syllpage
http://icas.pccu.edu.tw/cfp/?ccode=346058#syllpage
http://icas.pccu.edu.tw/cfp/?ccode=349048#syllpage
http://icas.pccu.edu.tw/cfp/?ccode=349456#syllpage
http://icas.pccu.edu.tw/cfp/?ccode=349479#syllpage
http://icas.pccu.edu.tw/cfp/?ccode=346240#syllpage
http://icas.pccu.edu.tw/cfp/?ccode=346684#syllpage


本系選修 外系選修

承認畢業學分
學校 課程編號 課程名稱 學分 類別 可選級別

遠距課

程  （非

同步）

註 課綱

文化
UBIBA3AH086

00
產業發展趨勢與預測 2 專業 不限 N 課綱 ✓

文化
UENCI4B7272

00
人工智慧 3 專業 不限 N 課綱 ✓

文化
UENCM4AD26

900
光電材料 3 專業 不限 N 課綱

文化
UENCM4BD10

800
液晶顯示器製程與材料 3 專業 不限 N 課綱

文化
UENEE4A2452

00
計算機結構 3 專業 不限 N 課綱

文化
UENME4BD78

800
燃料電池 3 專業 不限 N 課綱

文化
UENTE4K2550

0
工業版型設計 2 專業 不限 N 課綱

文化
UFALS452930

0
親職教育 2 專業 不限 N 課綱

文化
UFDHB4D2540

0
都市園藝 2 專業 不限 N 課綱

文化
UFFNC288290

0
科學研究方法 2 專業 不限 N 課綱

文化
UFGLU3L0900

0
不動產行銷與企劃 2 專業 不限 N 課綱 ✓

文化
UFNHS482900

0
食品營養生物技術 2 專業 不限 N 課綱

文化
UFNHS4H1890

0
保健食品開發與成分分析 2 專業 不限 N 課綱

文化
UFUAS3H7380

0
伴侶動物保健與照護 2 專業 不限 N 課綱

文化
UHEHP3I4780

0
運動保健之經營與管理 2 專業 不限 N 課綱

文化
UHSDP4A7005

00
運動社會學 2 專業 不限 N 課綱

文化
UIAEL4BH885

00
文學與文化翻譯 2 專業 不限 N 課綱

文化 UIAFL1J88400 現代法國 2 專業 不限 N 課綱

文化 UIAGL4L57500 德國舞台劇 2 專業 不限 N 課綱

文化
UIAJL4AJ8010

0
日本商務禮儀 2 專業 不限 N 課綱

http://icas.pccu.edu.tw/cfp/?ccode=343974#syllpage
http://icas.pccu.edu.tw/cfp/?ccode=346478#syllpage
http://icas.pccu.edu.tw/cfp/?ccode=346526#syllpage
http://icas.pccu.edu.tw/cfp/?ccode=346531#syllpage
http://icas.pccu.edu.tw/cfp/?ccode=346577#syllpage
http://icas.pccu.edu.tw/cfp/?ccode=346624#syllpage
http://icas.pccu.edu.tw/cfp/?ccode=346660#syllpage
http://icas.pccu.edu.tw/cfp/?ccode=346685#syllpage
http://icas.pccu.edu.tw/cfp/?ccode=346721#syllpage
http://icas.pccu.edu.tw/cfp/?ccode=346735#syllpage
http://icas.pccu.edu.tw/cfp/?ccode=347515#syllpage
http://icas.pccu.edu.tw/cfp/?ccode=346789#syllpage
http://icas.pccu.edu.tw/cfp/?ccode=346963#syllpage
http://icas.pccu.edu.tw/cfp/?ccode=347692#syllpage
http://icas.pccu.edu.tw/cfp/?ccode=344394#syllpage
http://icas.pccu.edu.tw/cfp/?ccode=344461#syllpage
http://icas.pccu.edu.tw/cfp/?ccode=346879#syllpage
http://icas.pccu.edu.tw/cfp/?ccode=346889#syllpage
http://icas.pccu.edu.tw/cfp/?ccode=351330#syllpage
http://icas.pccu.edu.tw/cfp/?ccode=347454#syllpage


本系選修 外系選修

承認畢業學分
學校 課程編號 課程名稱 學分 類別 可選級別

遠距課

程  （非

同步）

註 課綱

文化 UIARL1C08600 俄羅斯概論 2 專業 不限 N 課綱

文化
UJADV1A7360

00
廣告經濟學 2 專業 不限 N 課綱

文化
UJADV2A7494

00
促銷活動 2 專業 不限 N 課綱

文化
UJUIC4BF5390

0
數位內容與行銷策略 2 專業 不限 N 課綱 ✓

文化
ULCLW4A7880

00
行政訴訟法 2 專業 不限 N 課綱 ✓

文化
UMAAR3H334

00
水墨人物 1 專業 不限 N 課綱

文化
UMACM21348

00
戲曲音樂 2 專業 不限 N 課綱

文化
UMDCD23592

00
臺灣地方劇種 2 專業 不限 N 課綱

文化
UMDOM1H891

00
合唱(2) 2 專業 不限 N 課綱

文化
UMSPD115310

0
藝術概論 2 專業 不限 N 課綱

文化
UPDOE2A4740

0
人格心理學 2 專業 不限 N 課綱

文化
UPUCP3C6370

0
創造心理學 2 專業 不限 N 課綱

文化
USSCH305140

0
儀器分析特論 2 專業 不限 N 課綱

文化
USSGE224130

0
寶石學 2 專業 不限 N 課綱

文化
USSGO4J3720

0
世界襲產與旅遊 2 專業 不限 N 課綱

文化
USSOP2H6940

0
光電導論 3 專業 不限 N 課綱

文化
USULS355930

0
動物生理學 3 專業 不限 N 課綱

文化
UTADP287490

0
建築構造與施工 3 專業 不限 N 課綱

文化
UTADP335560

0
建築結構系統 2 專業 不限 N 課綱

文化
UTDLA289490

0
環境美學 3 專業 不限 N 課綱

http://icas.pccu.edu.tw/cfp/?ccode=347646#syllpage
http://icas.pccu.edu.tw/cfp/?ccode=347903#syllpage
http://icas.pccu.edu.tw/cfp/?ccode=347890#syllpage
http://icas.pccu.edu.tw/cfp/?ccode=347236#syllpage
http://icas.pccu.edu.tw/cfp/?ccode=343920#syllpage
http://icas.pccu.edu.tw/cfp/?ccode=344117#syllpage
http://icas.pccu.edu.tw/cfp/?ccode=344142#syllpage
http://icas.pccu.edu.tw/cfp/?ccode=344175#syllpage
http://icas.pccu.edu.tw/cfp/?ccode=348107#syllpage
http://icas.pccu.edu.tw/cfp/?ccode=344288#syllpage
http://icas.pccu.edu.tw/cfp/?ccode=344355#syllpage
http://icas.pccu.edu.tw/cfp/?ccode=344517#syllpage
http://icas.pccu.edu.tw/cfp/?ccode=344615#syllpage
http://icas.pccu.edu.tw/cfp/?ccode=347367#syllpage
http://icas.pccu.edu.tw/cfp/?ccode=346175#syllpage
http://icas.pccu.edu.tw/cfp/?ccode=344684#syllpage
http://icas.pccu.edu.tw/cfp/?ccode=344721#syllpage
http://icas.pccu.edu.tw/cfp/?ccode=344742#syllpage
http://icas.pccu.edu.tw/cfp/?ccode=344754#syllpage
http://icas.pccu.edu.tw/cfp/?ccode=344799#syllpage


本系選修 外系選修

承認畢業學分
學校 課程編號 課程名稱 學分 類別 可選級別

遠距課

程  （非

同步）

註 課綱

文化
UTUPD1K4160

0
不動產概論 2 專業 不限 N 課綱

文化
UTUPD2J0090

0
不動產稅法 2 專業 不限 N 課綱

文化
UYAPS209950

0
國會政治 2 專業 不限 N 課綱

文化
UYBEC3A6377

00
賽局理論 2 專業 不限 N 課綱 ✓

文化
UYDSW4BH20

400
社會福利行銷 2 專業 不限 N 課綱

文化
UYLCM2A3043

00
民法概要 2 專業 不限 N 課綱

文化
UYLHC2A3047

00
就業安全 2 專業 不限 N 課綱

文化
UYLHC2B3047

00
就業安全 2 專業 不限 N 課綱

逢甲 141 稅務會計 3 專業 大學部 N
上課教室及時間如有異動依本
校課程檢索系統公告為準。

課綱

逢甲 300 投資型保險商品 3 專業 大學部 N
上課教室及時間如有異動依本
校課程檢索系統公告為準。

課綱

逢甲 309 金融商品行銷策略 3 專業 大學部 N
上課教室及時間如有異動依本
校課程檢索系統公告為準。

課綱

逢甲 349 保險法 3 專業 不限 N
上課教室及時間如有異動依本
校課程檢索系統公告為準。

課綱

逢甲 539 經濟學(二) 3 專業 不限 N
上課教室及時間如有異動依本
校課程檢索系統公告為準。

課綱

逢甲 540 經濟學(二)實習 0 專業 不限 N
上課教室及時間如有異動依本
校課程檢索系統公告為準。

課綱

逢甲 549 經濟學(二) 3 專業 不限 N
上課教室及時間如有異動依本
校課程檢索系統公告為準。

課綱

逢甲 550 經濟學(二)實習 0 專業 不限 N
上課教室及時間如有異動依本
校課程檢索系統公告為準。

課綱

逢甲 743 商業創新專題 4 專業 不限 N
上課教室及時間如有異動依本
校課程檢索系統公告為準。

課綱

逢甲 1066 雷射工程導論 3 專業 大學部 N
上課教室及時間如有異動依本
校課程檢索系統公告為準。

課綱

逢甲 1134 纖維物理(二) 2 專業 大學部 N
上課教室及時間如有異動依本
校課程檢索系統公告為準。

課綱

逢甲 1187 製造技術專題 3 專業 大學部 N
上課教室及時間如有異動依本
校課程檢索系統公告為準。

課綱

http://icas.pccu.edu.tw/cfp/?ccode=344077#syllpage
http://icas.pccu.edu.tw/cfp/?ccode=344842#syllpage
http://icas.pccu.edu.tw/cfp/?ccode=350032#syllpage
http://icas.pccu.edu.tw/cfp/?ccode=347855#syllpage
http://icas.pccu.edu.tw/cfp/?ccode=346164#syllpage
http://icas.pccu.edu.tw/cfp/?ccode=344977#syllpage
http://icas.pccu.edu.tw/cfp/?ccode=345035#syllpage
http://icas.pccu.edu.tw/cfp/?ccode=347620#syllpage
http://service005.sds.fcu.edu.tw/
http://service005.sds.fcu.edu.tw/
http://service005.sds.fcu.edu.tw/
http://service005.sds.fcu.edu.tw/
http://service005.sds.fcu.edu.tw/
http://service005.sds.fcu.edu.tw/
http://service005.sds.fcu.edu.tw/
http://service005.sds.fcu.edu.tw/
http://service005.sds.fcu.edu.tw/
http://service005.sds.fcu.edu.tw/
http://service005.sds.fcu.edu.tw/
http://service005.sds.fcu.edu.tw/


本系選修 外系選修

承認畢業學分
學校 課程編號 課程名稱 學分 類別 可選級別

遠距課

程  （非

同步）

註 課綱

逢甲 1354 高分子化學概論 3 專業 不限 N
上課教室及時間如有異動依本
校課程檢索系統公告為準。

課綱

逢甲 1770 金融創新 3 專業 不限 N
上課教室及時間如有異動依本
校課程檢索系統公告為準。

課綱 ✓

逢甲 1771 精算與大數據專題 3 專業 大學部 N
上課教室及時間如有異動依本
校課程檢索系統公告為準。

課綱 ✓

逢甲 1863 戲劇應用專題 3 基礎 不限 N
上課教室及時間如有異動依本
校課程檢索系統公告為準。

課綱

逢甲 1870 視覺藝術研究方法論 3 專業 研究所 N
上課教室及時間如有異動依本
校課程檢索系統公告為準。

課綱

逢甲 2058 雲端運算與服務 3 專業 不限 N
上課教室及時間如有異動依本
校課程檢索系統公告為準。

課綱 ✓

逢甲 2268 模擬專題 3 專業 大學部 N
上課教室及時間如有異動依本
校課程檢索系統公告為準。

課綱

世新 A01367101 網路與民意 2 專業 大學部 N 開放優久選課10名 課綱

世新 A033c4101 華語電影研究（二） 2 專業 大學部 N 保留優久選課5名 課綱

世新 A04128102 0數位設計一 2 專業 大學部 N 開放優久聯盟校際選課5名。 課綱

世新 A05438102 品牌社群圖文編輯 2 專業 大學部 N 開放優久校際選課:名額5 課綱

世新 A06117101 健康傳播 2 專業 大學部 N
開放本系各年級修課，開放優
久選課5名

課綱

世新 A07415101 網路傳播 2 專業 大學部 N 開放優久選課2名 課綱

世新 A08212101 遊戲產業分析 2 專業 大學部 N

雙主修請於第二階段進行選
課；開放外系；開放優久選課2

名；預留U9、寒轉生名額
課綱

世新 A08260101 電子娛樂發展史 2 專業 大學部 N
開放優久選課2名；預留U9、
寒轉生名額

課綱

世新 A21346102
媒體影音製作人(二)：電
影類

3 專業 大學部 N

優久聯盟跨校選課開放5名。
「傳播產業模組」選修課。第
二階段第二輪開放雙主修生，
限60人

課綱

世新 A22352101 產業電子化個案研究 3 專業 大學部 N 開放優久選課5名 課綱 ✓

世新 A23209101 產業分析 3 專業 大學部 N 開放優久選課5名 課綱 ✓

世新 A23213101 個體經濟學 3 專業 大學部 N 開放優久選課5名 課綱

世新 A23219101 財務管理（二） 3 專業 大學部 N
原全學年財務管理下學期；開
放優久選課5名

課綱

世新 A24211101 官僚與民主 2 專業 大學部 N 課綱

世新 A25243101 國際禮儀 2 專業 大學部 N
第一周未到課將予退選；預留
寒轉生5名(優久聯盟預留5名)

課綱

世新 A26419101 經濟專題研究(二) 3 專業 大學部 N 課綱

http://service005.sds.fcu.edu.tw/
http://service005.sds.fcu.edu.tw/
http://service005.sds.fcu.edu.tw/
http://service005.sds.fcu.edu.tw/
http://service005.sds.fcu.edu.tw/
http://service005.sds.fcu.edu.tw/
http://service005.sds.fcu.edu.tw/
https://ap4.shu.edu.tw/stu1/stu1/SE0202GRD01.aspx?course_key=173427&query_majr=01&query_agrp=0
https://ap4.shu.edu.tw/stu1/stu1/SE0202GRD01.aspx?course_key=172338&query_majr=03&query_agrp=3
https://ap4.shu.edu.tw/stu1/stu1/SE0202GRD01.aspx?course_key=170524&query_majr=04&query_agrp=0
https://ap4.shu.edu.tw/stu1/stu1/SE0202GRD01.aspx?course_key=170471&query_majr=05&query_agrp=0
https://ap4.shu.edu.tw/stu1/stu1/SE0202GRD01.aspx?course_key=172124&query_majr=06&query_agrp=0
https://ap4.shu.edu.tw/stu1/stu1/SE0202GRD01.aspx?course_key=170791&query_majr=07&query_agrp=0
https://ap4.shu.edu.tw/stu1/stu1/SE0202GRD01.aspx?course_key=169456&query_majr=08&query_agrp=2
https://ap4.shu.edu.tw/stu1/stu1/SE0202GRD01.aspx?course_key=169465&query_majr=08&query_agrp=2
https://ap4.shu.edu.tw/stu1/stu1/SE0202GRD01.aspx?course_key=170290&query_majr=21&query_agrp=0
https://ap4.shu.edu.tw/stu1/stu1/SE0202GRD01.aspx?course_key=172880&query_majr=22&query_agrp=1
https://ap4.shu.edu.tw/stu1/stu1/SE0202GRD01.aspx?course_key=172678&query_majr=23&query_agrp=0
https://ap4.shu.edu.tw/stu1/stu1/SE0202GRD01.aspx?course_key=172680&query_majr=23&query_agrp=0
https://ap4.shu.edu.tw/stu1/stu1/SE0202GRD01.aspx?course_key=172683&query_majr=23&query_agrp=0
https://ap4.shu.edu.tw/stu1/stu1/SE0202GRD01.aspx?course_key=173090&query_majr=24&query_agrp=0
https://ap4.shu.edu.tw/stu1/stu1/SE0202GRD01.aspx?course_key=169839&query_majr=25&query_agrp=2
https://ap4.shu.edu.tw/stu1/stu1/SE0202GRD01.aspx?course_key=171360&query_majr=26&query_agrp=0


本系選修 外系選修

承認畢業學分
學校 課程編號 課程名稱 學分 類別 可選級別

遠距課

程  （非

同步）

註 課綱

世新 A27327101 創新管理 3 專業 大學部 N 優久課程；預留優久5名 課綱 ✓

世新 A31122101 文化與消費 2 專業 大學部 N 開放優久5名 課綱

世新 A33295101 古典詩詞與創新文化(二) 2 專業 大學部 N
第二階段開放外系選修。開放
優久選課5名。

課綱

世新 A34230101 日語配音 2 專業 大學部 N

(1)日文二年級。(2)二階開放大
三下修。(3)雙主修、輔系生於
三階開放。(4)優九開放5名，
日文程度至少N3以上。

課綱

世新 A40215101 著作權法 2 專業 大學部 N
開放優久選課5名、預留寒轉4

名
課綱

世新 A40334101 公平交易法 2 專業 大學部 N 開放優久選課5名 課綱

世新 AC1403101 全媒體營運管理二 2 專業 大學部 N 全媒體學程 課綱

世新 M62540101 中國大陸發展 3 專業 研究所 N 開放優久選課5名 課綱

世新 M74521101 性別與政策研究 3 專業 研究所 N
碩士.碩專合開課程。碩博共選
課程。(開放優久選課5名)

課綱

世新 M74534101 性別研究選讀 2 專業 研究所 N
碩士.碩專合開課程。碩博共選
課程。(開放優久選課5名)

課綱

世新 M74541101 性別與消費專題研討 3 專業 研究所 N
碩士.碩專合開課程。(開放優
久選課5名)

課綱

世新 M74549101 性別與網路專題研討 3 專業 研究所 N
碩士.碩專合開課程。碩博共選
課程。(開放優久選課5名)

課綱

世新 M74567101 情慾與色情專題研討 3 專業 研究所 N
碩士.碩專合開課程。碩博共選
課程。(開放優久選課5名)

課綱

銘傳 415304209 都市生態與永續發展 2 專業 大學部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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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綱

銘傳 425904238 景觀設計 2 專業 大學部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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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綱

銘傳 523705241 進階電子電路 3 專業 大學部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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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綱

銘傳 533705147 機器人控制 3 專業 大學部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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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綱

https://ap4.shu.edu.tw/stu1/stu1/SE0202GRD01.aspx?course_key=170350&query_majr=27&query_agrp=0
https://ap4.shu.edu.tw/stu1/stu1/SE0202GRD01.aspx?course_key=171278&query_majr=31&query_agrp=0
https://ap4.shu.edu.tw/stu1/stu1/SE0202GRD01.aspx?course_key=174029&query_majr=33&query_agrp=0
https://ap4.shu.edu.tw/stu1/stu1/SE0202GRD01.aspx?course_key=171341&query_majr=34&query_agrp=0
https://ap4.shu.edu.tw/stu1/stu1/SE0202GRD01.aspx?course_key=170705&query_majr=40&query_agrp=0
https://ap4.shu.edu.tw/stu1/stu1/SE0202GRD01.aspx?course_key=170732&query_majr=40&query_agrp=0
https://ap4.shu.edu.tw/stu1/stu1/SE0202GRD01.aspx?course_key=169977&query_majr=C1&query_agrp=0
https://ap4.shu.edu.tw/stu1/stu1/SE0202GRD01.aspx?course_key=174613&query_majr=62&query_agrp=0
https://ap4.shu.edu.tw/stu1/stu1/SE0202GRD01.aspx?course_key=174428&query_majr=74&query_agrp=0
https://ap4.shu.edu.tw/stu1/stu1/SE0202GRD01.aspx?course_key=174716&query_majr=74&query_agrp=0
https://ap4.shu.edu.tw/stu1/stu1/SE0202GRD01.aspx?course_key=173467&query_majr=74&query_agrp=0
https://ap4.shu.edu.tw/stu1/stu1/SE0202GRD01.aspx?course_key=173468&query_majr=74&query_agrp=0
https://ap4.shu.edu.tw/stu1/stu1/SE0202GRD01.aspx?course_key=174718&query_majr=74&query_agrp=0
https://tch.mcu.edu.tw/sylwebqry/pro10_22.aspx?tcls=04153&tcour=04209&tyear=110&tsem=2&teac=9301614&type=1
https://tch.mcu.edu.tw/sylwebqry/pro10_22.aspx?tcls=04259&tcour=04238&tyear=110&tsem=2&teac=1090173&type=1
https://tch.mcu.edu.tw/sylwebqry/pro10_22.aspx?tcls=05237&tcour=05241&tyear=110&tsem=2&teac=1011055&type=1
https://tch.mcu.edu.tw/sylwebqry/pro10_22.aspx?tcls=05337&tcour=05147&tyear=110&tsem=2&teac=1011055&type=1


本系選修 外系選修

承認畢業學分
學校 課程編號 課程名稱 學分 類別 可選級別

遠距課

程  （非

同步）

註 課綱

銘傳 725407244 專案設計與評估 2 專業 大學部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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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綱 ✓

銘傳 745207440 各國人事制度 2 專業 大學部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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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綱

銘傳 825508269 系統合作實務 2 專業 大學部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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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綱

銘傳 835108366 生涯輔導與諮商 3 專業 大學部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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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綱

銘傳 926409003 電腦字學與標誌 2 專業 大學部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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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綱

銘傳 936609374 動畫特效實務 3 專業 大學部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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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綱

銘傳 1136011325 社會企業與非營利組織 3 專業 大學部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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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綱

銘傳 1137011319 品牌感官行銷 3 專業 大學部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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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綱

銘傳 1320213211 電腦網路導論 3 專業 大學部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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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綱 ✓

銘傳 1330113406 管理資訊系統 3 專業 大學部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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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綱

https://tch.mcu.edu.tw/sylwebqry/pro10_22.aspx?tcls=07254&tcour=07244&tyear=110&tsem=2&teac=1071111&type=1
https://tch.mcu.edu.tw/sylwebqry/pro10_22.aspx?tcls=07452&tcour=07440&tyear=110&tsem=2&teac=9400991&type=1
https://tch.mcu.edu.tw/sylwebqry/pro10_22.aspx?tcls=08255&tcour=08269&tyear=110&tsem=2&teac=1052325&type=1
https://tch.mcu.edu.tw/sylwebqry/pro10_22.aspx?tcls=08351&tcour=08366&tyear=110&tsem=2&teac=9900595&type=1
https://tch.mcu.edu.tw/sylwebqry/pro10_22.aspx?tcls=09264&tcour=09003&tyear=110&tsem=2&teac=1090142&type=1
https://tch.mcu.edu.tw/sylwebqry/pro10_22.aspx?tcls=09366&tcour=09374&tyear=110&tsem=2&teac=1031861&type=1
https://tch.mcu.edu.tw/sylwebqry/pro10_22.aspx?tcls=11360&tcour=11325&tyear=110&tsem=2&teac=8800601&type=1
https://tch.mcu.edu.tw/sylwebqry/pro10_22.aspx?tcls=11370&tcour=11319&tyear=110&tsem=2&teac=9700192&type=1
https://tch.mcu.edu.tw/sylwebqry/pro10_22.aspx?tcls=13202&tcour=13211&tyear=110&tsem=2&teac=8300397&type=1
https://tch.mcu.edu.tw/sylwebqry/pro10_22.aspx?tcls=13301&tcour=13406&tyear=110&tsem=2&teac=7865326&type=1


本系選修 外系選修

承認畢業學分
學校 課程編號 課程名稱 學分 類別 可選級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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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課綱

銘傳 1435714496 觀光業品牌管理 3 專業 大學部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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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綱

銘傳 1620216347 多媒體通訊概論 3 專業 大學部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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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綱

銘傳 1630116204 離散數學 3 專業 大學部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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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綱

銘傳 1630216204 離散數學 3 專業 大學部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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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綱

銘傳 1720217244 探索性資料分析與視覺化 3 專業 大學部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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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綱

銘傳 1730217314 網際網路資料庫設計 3 專業 大學部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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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綱 ✓

銘傳 1825218256 休閒美學 3 專業 大學部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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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綱

銘傳 1835118260 運動賽會管理 3 專業 大學部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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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綱

銘傳 1915119152 餐旅職涯規劃與職能證照 2 專業 大學部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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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綱

銘傳 1925719358 餐旅英語 2 專業 大學部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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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綱

https://tch.mcu.edu.tw/sylwebqry/pro10_22.aspx?tcls=14357&tcour=14496&tyear=110&tsem=2&teac=9600544&type=1
https://tch.mcu.edu.tw/sylwebqry/pro10_22.aspx?tcls=16202&tcour=16347&tyear=110&tsem=2&teac=9600854&type=1
https://tch.mcu.edu.tw/sylwebqry/pro10_22.aspx?tcls=16301&tcour=16204&tyear=110&tsem=2&teac=9600854&type=1
https://tch.mcu.edu.tw/sylwebqry/pro10_22.aspx?tcls=16302&tcour=16204&tyear=110&tsem=2&teac=9600854&type=1
https://tch.mcu.edu.tw/sylwebqry/pro10_22.aspx?tcls=17202&tcour=17244&tyear=110&tsem=2&teac=8800203&type=1
https://tch.mcu.edu.tw/sylwebqry/pro10_22.aspx?tcls=17302&tcour=17314&tyear=110&tsem=2&teac=8800203&type=1
https://tch.mcu.edu.tw/sylwebqry/pro10_22.aspx?tcls=18252&tcour=18256&tyear=110&tsem=2&teac=9201065&type=1
https://tch.mcu.edu.tw/sylwebqry/pro10_22.aspx?tcls=18351&tcour=18260&tyear=110&tsem=2&teac=8600802&type=1
https://tch.mcu.edu.tw/sylwebqry/pro10_22.aspx?tcls=19151&tcour=19152&tyear=110&tsem=2&teac=9600567&type=1
https://tch.mcu.edu.tw/sylwebqry/pro10_22.aspx?tcls=19257&tcour=19358&tyear=110&tsem=2&teac=9400236&type=1


本系選修 外系選修

承認畢業學分
學校 課程編號 課程名稱 學分 類別 可選級別

遠距課

程  （非

同步）

註 課綱

銘傳 2136421323 包裝設計(二) 2 專業 大學部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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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綱

銘傳 2138021370 企業識別體系(二) 2 專業 大學部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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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綱

銘傳 2220155211 個體經濟學(二) 3 專業 大學部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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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綱

銘傳 2220155213 總體經濟學(二) 3 專業 大學部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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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綱

銘傳 2316623139 電腦繪圖二 2 專業 大學部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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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綱

銘傳 2325823248 視覺傳達實務 2 專業 大學部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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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綱

銘傳 2435924457 地域性建築的美學與構築 2 專業 大學部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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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綱

銘傳 2446324454 電影動畫及空間再現 2 專業 大學部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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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綱

銘傳 2620134226 廣告文案 2 專業 大學部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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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綱

銘傳 2637426301 策略品牌管理 2 專業 大學部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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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綱

https://tch.mcu.edu.tw/sylwebqry/pro10_22.aspx?tcls=21364&tcour=21323&tyear=110&tsem=2&teac=6830942&type=1
https://tch.mcu.edu.tw/sylwebqry/pro10_22.aspx?tcls=21380&tcour=21370&tyear=110&tsem=2&teac=7365045&type=1
https://tch.mcu.edu.tw/sylwebqry/pro10_22.aspx?tcls=22201&tcour=55211&tyear=110&tsem=2&teac=9700535&type=1
https://tch.mcu.edu.tw/sylwebqry/pro10_22.aspx?tcls=22201&tcour=55213&tyear=110&tsem=2&teac=9700543&type=1
https://tch.mcu.edu.tw/sylwebqry/pro10_22.aspx?tcls=23166&tcour=23139&tyear=110&tsem=2&teac=1100051&type=1
https://tch.mcu.edu.tw/sylwebqry/pro10_22.aspx?tcls=23258&tcour=23248&tyear=110&tsem=2&teac=1020325&type=1
https://tch.mcu.edu.tw/sylwebqry/pro10_22.aspx?tcls=24359&tcour=24457&tyear=110&tsem=2&teac=9000662&type=1
https://tch.mcu.edu.tw/sylwebqry/pro10_22.aspx?tcls=24463&tcour=24454&tyear=110&tsem=2&teac=8400572&type=1
https://tch.mcu.edu.tw/sylwebqry/pro10_22.aspx?tcls=26201&tcour=34226&tyear=110&tsem=2&teac=1050623&type=1
https://tch.mcu.edu.tw/sylwebqry/pro10_22.aspx?tcls=26374&tcour=26301&tyear=110&tsem=2&teac=8100735&type=1


本系選修 外系選修

承認畢業學分
學校 課程編號 課程名稱 學分 類別 可選級別

遠距課

程  （非

同步）

註 課綱

銘傳 3115331152 新媒體行銷 3 專業 大學部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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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綱

銘傳 3135129375 全媒體創作 2 專業 大學部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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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綱

銘傳 3215732132 電視攝影 2 專業 大學部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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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綱

銘傳 3225932232 電視進階製作 2 專業 大學部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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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綱

銘傳 3325233238 小編經營學 2 專業 大學部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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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綱

銘傳 3325333327 傳播修辭學 2 專業 大學部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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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綱

銘傳 3625236355 TCP／IP 網路原理與技術 3 專業 大學部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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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綱

銘傳 3636236133 資訊倫理 2 專業 大學部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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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綱

銘傳 3710137105 電路學一 3 專業 大學部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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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綱

銘傳 3720237223 電子學二 3 專業 大學部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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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綱

https://tch.mcu.edu.tw/sylwebqry/pro10_22.aspx?tcls=31153&tcour=31152&tyear=110&tsem=2&teac=1061554&type=1
https://tch.mcu.edu.tw/sylwebqry/pro10_22.aspx?tcls=31351&tcour=29375&tyear=110&tsem=2&teac=1102652&type=1
https://tch.mcu.edu.tw/sylwebqry/pro10_22.aspx?tcls=32157&tcour=32132&tyear=110&tsem=2&teac=1051545&type=1
https://tch.mcu.edu.tw/sylwebqry/pro10_22.aspx?tcls=32259&tcour=32232&tyear=110&tsem=2&teac=1090276&type=1
https://tch.mcu.edu.tw/sylwebqry/sylcheck_show.aspx?tcls=33252&tcour=33238&tyear=110&tsem=2&teac=1081174&type=1
https://tch.mcu.edu.tw/sylwebqry/pro10_22.aspx?tcls=33253&tcour=33327&tyear=110&tsem=2&teac=9700902&type=1
https://tch.mcu.edu.tw/sylwebqry/pro10_22.aspx?tcls=36252&tcour=36355&tyear=110&tsem=2&teac=9100645&type=1
https://tch.mcu.edu.tw/sylwebqry/pro10_22.aspx?tcls=36362&tcour=36133&tyear=110&tsem=2&teac=9901401&type=1
https://tch.mcu.edu.tw/sylwebqry/pro10_22.aspx?tcls=37101&tcour=37105&tyear=110&tsem=2&teac=9500315&type=1
https://tch.mcu.edu.tw/sylwebqry/pro10_22.aspx?tcls=37202&tcour=37223&tyear=110&tsem=2&teac=9400975&type=1


本系選修 外系選修

承認畢業學分
學校 課程編號 課程名稱 學分 類別 可選級別

遠距課

程  （非

同步）

註 課綱

銘傳 3825106442 諮商與輔導 2 專業 大學部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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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綱

銘傳 3835606445 監獄行刑法 2 專業 大學部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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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綱

銘傳 3925539247 環境生態學 3 專業 大學部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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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綱

銘傳 3935639448 分子生物學特論 3 專業 大學部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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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綱

銘傳 4015340244 管理學 3 專業 大學部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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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綱

銘傳 4030240307 醫學資訊 3 專業 大學部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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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綱

銘傳 4125363248 土地法規 2 專業 大學部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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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綱

銘傳 4125541478 行政程序法 2 專業 大學部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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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綱

銘傳 4215742539 英語語言史 2 專業 大學部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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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綱

銘傳 4335643344 現代戲劇與劇場表演(二) 2 專業 大學部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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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綱

https://tch.mcu.edu.tw/sylwebqry/pro10_22.aspx?tcls=38251&tcour=06442&tyear=110&tsem=2&teac=1000545&type=1
https://tch.mcu.edu.tw/sylwebqry/pro10_22.aspx?tcls=38356&tcour=06445&tyear=110&tsem=2&teac=9901582&type=1
https://tch.mcu.edu.tw/sylwebqry/pro10_22.aspx?tcls=39255&tcour=39247&tyear=110&tsem=2&teac=8800074&type=1
https://tch.mcu.edu.tw/sylwebqry/pro10_22.aspx?tcls=39356&tcour=39448&tyear=110&tsem=2&teac=9600885&type=1
https://tch.mcu.edu.tw/sylwebqry/pro10_22.aspx?tcls=40153&tcour=40244&tyear=110&tsem=2&teac=9101306&type=1
https://tch.mcu.edu.tw/sylwebqry/pro10_22.aspx?tcls=40302&tcour=40307&tyear=110&tsem=2&teac=9500194&type=1
https://tch.mcu.edu.tw/sylwebqry/pro10_22.aspx?tcls=41253&tcour=63248&teac=9801417&tsem=2&tyear=110&type=1
https://tch.mcu.edu.tw/sylwebqry/pro10_22.aspx?tcls=41255&tcour=41478&teac=8200264&tsem=2&tyear=110&type=1
https://tch.mcu.edu.tw/sylwebqry/pro10_22.aspx?tcls=42157&tcour=42539&tyear=110&tsem=2&teac=1100655&type=1
https://tch.mcu.edu.tw/sylwebqry/pro10_22.aspx?tcls=43356&tcour=43344&tyear=110&tsem=2&teac=1090865&type=1


本系選修 外系選修

承認畢業學分
學校 課程編號 課程名稱 學分 類別 可選級別

遠距課

程  （非

同步）

註 課綱

銘傳 4335843377 對外華語教材與教法 3 專業 大學部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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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綱

銘傳 4439144383 日文文書與網際網路 2 專業 大學部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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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綱

銘傳 4439244389 台灣導覽日語2 2 專業 大學部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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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綱

銘傳 4533545435 雙語教學 3 專業 大學部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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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綱

銘傳 4533645436
華語與外語之對比與錯誤
分析

3 專業 大學部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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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綱

銘傳 4626246608 個資金銷法 2 專業 大學部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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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綱

銘傳 4636746712 人工智慧的應用 3 專業 大學部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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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綱

銘傳 5016850168 文化產業概論 2 專業 大學部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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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綱

銘傳 5032350323 影視文學及習作(一) 2 專業 大學部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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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綱

銘傳 5225452248 租稅總論 3 專業 大學部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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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綱

https://tch.mcu.edu.tw/sylwebqry/pro10_22.aspx?tcls=43358&tcour=43377&tyear=110&tsem=2&teac=1052015&type=1
https://tch.mcu.edu.tw/sylwebqry/pro10_22.aspx?tcls=44391&tcour=44383&tyear=110&tsem=2&teac=8200383&type=1
https://tch.mcu.edu.tw/sylwebqry/pro10_22.aspx?tcls=44392&tcour=44389&tyear=110&tsem=2&teac=8700522&type=1
https://tch.mcu.edu.tw/sylwebqry/pro10_22.aspx?tcls=45335&tcour=45435&tyear=110&tsem=2&teac=1031034&type=1
https://tch.mcu.edu.tw/sylwebqry/pro10_22.aspx?tcls=45336&tcour=45436&tyear=110&tsem=2&teac=9600583&type=1
https://tch.mcu.edu.tw/sylwebqry/pro10_22.aspx?tcls=46262&tcour=46608&tyear=110&tsem=2&teac=1031814&type=1
https://tch.mcu.edu.tw/sylwebqry/pro10_22.aspx?tcls=46367&tcour=46712&tyear=110&tsem=2&teac=1092074&type=1
https://tch.mcu.edu.tw/sylwebqry/pro10_22.aspx?tcls=50168&tcour=50168&tyear=110&tsem=2&teac=9401182&type=1
https://tch.mcu.edu.tw/sylwebqry/pro10_22.aspx?tcls=50323&tcour=50323&tyear=110&tsem=2&teac=1072343&type=1
https://tch.mcu.edu.tw/sylwebqry/pro10_22.aspx?tcls=52254&tcour=52248&tyear=110&tsem=2&teac=1000297&type=1


本系選修 外系選修

承認畢業學分
學校 課程編號 課程名稱 學分 類別 可選級別

遠距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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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

註 課綱

銘傳 5225952239 商事法 3 專業 大學部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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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綱

銘傳 5425154254 中級會計學(二) 2 專業 大學部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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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綱

銘傳 5445154468 證券與期貨管理 3 專業 大學部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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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綱

銘傳 5636156370 年金與退休金規劃 3 專業 大學部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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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綱

銘傳 5636256361 隨機模型與風險評估 2 專業 大學部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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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綱

銘傳 5735457336 消費者行為 3 專業 大學部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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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綱

銘傳 5737157460 國際商務溝通 3 專業 大學部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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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綱

銘傳 6535665360 租稅法各論 2 專業 大學部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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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綱

銘傳 6535865355 國家賠償法 2 專業 大學部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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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綱

銘傳 6725167256 材料科學導論 3 專業 大學部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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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綱

https://tch.mcu.edu.tw/sylwebqry/pro10_22.aspx?tcls=52259&tcour=52239&tyear=110&tsem=2&teac=4199999&type=1
https://tch.mcu.edu.tw/sylwebqry/pro10_22.aspx?tcls=54251&tcour=54254&tyear=110&tsem=2&teac=1000067&type=1
https://tch.mcu.edu.tw/sylwebqry/pro10_22.aspx?tcls=54451&tcour=54468&tyear=110&tsem=2&teac=1040041&type=1
https://tch.mcu.edu.tw/sylwebqry/pro10_22.aspx?tcls=56361&tcour=56370&tyear=110&tsem=2&teac=8500214&type=1
https://tch.mcu.edu.tw/sylwebqry/pro10_22.aspx?tcls=56362&tcour=56361&tyear=110&tsem=2&teac=1100376&type=1
https://tch.mcu.edu.tw/sylwebqry/pro10_22.aspx?tcls=57354&tcour=57336&tyear=110&tsem=2&teac=9702062&type=1
https://tch.mcu.edu.tw/sylwebqry/pro10_22.aspx?tcls=57371&tcour=57460&tyear=110&tsem=2&teac=1060273&type=1
https://tch.mcu.edu.tw/sylwebqry/pro10_22.aspx?tcls=65356&tcour=65360&tyear=110&tsem=2&teac=1020237&type=1
https://tch.mcu.edu.tw/sylwebqry/pro10_22.aspx?tcls=65358&tcour=65355&tyear=110&tsem=2&teac=9802156&type=1
https://tch.mcu.edu.tw/sylwebqry/pro10_22.aspx?tcls=67251&tcour=67256&tyear=110&tsem=2&teac=9601412&type=1


本系選修 外系選修

承認畢業學分
學校 課程編號 課程名稱 學分 類別 可選級別

遠距課

程  （非

同步）

註 課綱

銘傳 6735167460 專利工程 3 專業 大學部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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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綱

實踐 A0131Q101 代間方案 2 專業 大學部 N ★開放優久選課。 課綱

實踐 A0141R101 家庭財務管理 2 專業 大學部 N ★開放優久選課。 課綱

實踐 A0211S101 餐飲色彩與構圖 2 專業 大學部 N ★開放優久選課。 課綱

實踐 A03301101 司法社會工作 2 專業 大學部 N ★開放優久選課。 課綱

實踐 A03302101 社會保險與救助 2 專業 大學部 N ★開放優久選課。 課綱

實踐 A0341K101 演劇治療 2 專業 大學部 N ★開放優久選課。 課綱

實踐 A0421T101
大數據在食品營養領域的
應用

2 專業 大學部 N ★開放優久選課。 課綱

實踐 A0515K101 樂器學(二) 2 專業 大學部 N
弦樂組；管樂與擊樂組。★開
放優久選課。

課綱

實踐 A0515M101 合唱(2) 1 專業 大學部 N

1~4年級合班上課，外系生需
通過鑑定考試方可選課。；審
核制課程。; ★開放優久選課。

課綱

實踐 A0524K101 流行音樂作曲與編曲(2) 2 專業 大學部 N
須具備至少一種樂器基本演奏
能力。★開放優久選課。

課綱

實踐 A0537C101 音響技術導論(二) 2 專業 大學部 N ★開放優久選課。 課綱

實踐 A0537E101 爵士即興與合奏技巧(二) 2 專業 大學部 N ★開放優久選課。 課綱

實踐 A0537N101 鋼琴作品研究(二) 2 專業 大學部 N 鋼琴組。★開放優久選課。 課綱

實踐 A1211R101 城市學(二) 2 專業 大學部 N

★講座式課程【40人開班】開
放優久跨校選課。晚上19～21

點，1~3年級合班上課，人數
總計:120，外系加選請於當學
期現場審核階段申請加選。★
開放優久選課。

課綱

實踐 A1221H101 建築史(2) 2 專業 大學部 N

限本系生。【碩士班建築設計
組必修下修課程】碩建一甲、
日建二甲合班上課。★開放優
久選課。

課綱

實踐 A12402101 攝影(2) 2 專業 大學部 N

開放外系加選，非本系學生須
於第一週上課時取得老師同意
方可加選。★開放優久選課。

課綱

實踐 A1311L101 設計概論(二) 2 專業 大學部 N ★開放優久選課。 課綱

實踐 A1422J101 媒體設計史(二) 2 專業 大學部 N
甲乙班合班上課。★開放優久
選課。

課綱

https://tch.mcu.edu.tw/sylwebqry/pro10_22.aspx?tcls=67351&tcour=67460&tyear=110&tsem=2&teac=9701847&type=1
https://ap.usc.edu.tw/STU1/STU1/SE0202GRD03.aspx?course_key=52970
https://ap.usc.edu.tw/STU1/STU1/SE0202GRD03.aspx?course_key=52978
https://ap.usc.edu.tw/STU1/STU1/SE0202GRD03.aspx?course_key=51994
https://ap.usc.edu.tw/STU1/STU1/SE0202GRD03.aspx?course_key=52148
https://ap.usc.edu.tw/STU1/STU1/SE0202GRD03.aspx?course_key=52149
https://ap.usc.edu.tw/STU1/STU1/SE0202GRD03.aspx?course_key=52203
https://ap.usc.edu.tw/STU1/STU1/SE0202GRD03.aspx?course_key=52419
https://ap.usc.edu.tw/STU1/STU1/SE0202GRD03.aspx?course_key=53104
https://ap.usc.edu.tw/STU1/STU1/SE0202GRD03.aspx?course_key=53105
https://ap.usc.edu.tw/STU1/STU1/SE0202GRD03.aspx?course_key=53121
https://ap.usc.edu.tw/STU1/STU1/SE0202GRD03.aspx?course_key=53163
https://ap.usc.edu.tw/STU1/STU1/SE0202GRD03.aspx?course_key=53165
https://ap.usc.edu.tw/STU1/STU1/SE0202GRD03.aspx?course_key=53170
https://ap.usc.edu.tw/STU1/STU1/SE0202GRD03.aspx?course_key=53714
https://ap.usc.edu.tw/STU1/STU1/SE0202GRD03.aspx?course_key=53723
https://ap.usc.edu.tw/STU1/STU1/SE0202GRD03.aspx?course_key=53745
https://ap.usc.edu.tw/STU1/STU1/SE0202GRD03.aspx?course_key=51977
https://ap.usc.edu.tw/STU1/STU1/SE0202GRD03.aspx?course_key=54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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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 A2111F101 設計思考 2 專業 大學部 N
★雙語教學課程；★開放優久
選課。

課綱

實踐 A2141M101 企業會計準則實務 3 專業 大學部 N

★未通過本學系專業證照畢業
門檻同學必須修習此補救課程
(優先選課)；會計與租稅實務
學程課程；★開放優久選課。

課綱

實踐 A2232M101 國際貿易實務(二) 3 專業 大學部 N ★開放優久選課。 課綱

實踐 A2331L101 國際金融市場 2 專業 大學部 N ★開放優久選課。 課綱

實踐 A2342K101 經營管理實務專題研討 3 專業 大學部 N ★開放優久選課。 課綱

實踐 A2521Y101 互聯網金融 2 專業 大學部 N

跨領域學程：數位金融學程。
收費項目：[電腦及網路通訊使
用費] 。雙語教學課程。★開放
優久選課。

課綱 ✓

實踐 A2621B102 財務管理 2 專業 大學部 N

【風險與財務規劃學程選修課
程】；選課者第一週必到且勿
遲到。★開放優久選課。

課綱

實踐 A2631D102 保險行銷 2 專業 大學部 N
選課者第一週必到且勿遲到。
★開放優久選課。

課綱

實踐 A2631N101 財務風險管理 2 專業 大學部 N

【風險與財務規劃學程選修課
程】；選課者第一週必到且勿
遲到。★開放優久選課。

課綱

實踐 A2711K101 創意產業理論與實務 3 專業 大學部 N ★開放優久選課。 課綱

實踐 A2721F101 西洋文學概論 2 專業 大學部 N
限文創講座學程同學修習。★
開放優久選課。

課綱

實踐 A2811F101 作業研究 3 專業 大學部 N
★雙語課程。★開放優久選
課。

課綱

實踐 A2821J101 電子商務實務 2 專業 大學部 N

【資訊應用服務創新學程】、
【企業E化學程】★ 收費項
目：[電腦及網路通訊使用費]。
★開放優久選課。

課綱 ✓

實踐 A2821V102 電子商務 2 專業 大學部 N
★收費項目：[電腦及網路通訊
使用費]。★開放優久選課。

課綱 ✓

實踐 A2821W102 專案管理 2 專業 大學部 N
★雙語教學。★開放優久選
課。

課綱

實踐 A2831R101 網際網路圖學 2 專業 大學部 N
★收費項目：[電腦及網路通訊
使用費]。★開放優久選課。

課綱

https://ap.usc.edu.tw/STU1/STU1/SE0202GRD03.aspx?course_key=53045
https://ap.usc.edu.tw/STU1/STU1/SE0202GRD03.aspx?course_key=53081
https://ap.usc.edu.tw/STU1/STU1/SE0202GRD03.aspx?course_key=52464
https://ap.usc.edu.tw/STU1/STU1/SE0202GRD03.aspx?course_key=53680
https://ap.usc.edu.tw/STU1/STU1/SE0202GRD03.aspx?course_key=53681
https://ap.usc.edu.tw/STU1/STU1/SE0202GRD03.aspx?course_key=52545
https://ap.usc.edu.tw/STU1/STU1/SE0202GRD03.aspx?course_key=52926
https://ap.usc.edu.tw/STU1/STU1/SE0202GRD03.aspx?course_key=52903
https://ap.usc.edu.tw/STU1/STU1/SE0202GRD03.aspx?course_key=52908
https://ap.usc.edu.tw/STU1/STU1/SE0202GRD03.aspx?course_key=53898
https://ap.usc.edu.tw/STU1/STU1/SE0202GRD03.aspx?course_key=53797
https://ap.usc.edu.tw/STU1/STU1/SE0202GRD03.aspx?course_key=51883
https://ap.usc.edu.tw/STU1/STU1/SE0202GRD03.aspx?course_key=51902
https://ap.usc.edu.tw/STU1/STU1/SE0202GRD03.aspx?course_key=51907
https://ap.usc.edu.tw/STU1/STU1/SE0202GRD03.aspx?course_key=51910
https://ap.usc.edu.tw/STU1/STU1/SE0202GRD03.aspx?course_key=51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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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 A2841B101 顧客關係管理 2 專業 大學部 N

【資訊應用服務創新學程】、
【企業E化學程】★雙語課程、
收費項目：[電腦及網路通訊使
用費]。★開放優久選課。

課綱

實踐 A2841K101 類神經網路實務與應用 2 專業 大學部 N

【企業E化學程】★雙語課程；
收費項目：[電腦及網路通訊使
用費]。★開放優久選課。

課綱

實踐 A2841R101 營運智慧分析 2 專業 大學部 N
【資訊應用服務創新學程】★
開放優久選課。

課綱

實踐 A2841S101 演算法概論 2 專業 大學部 N

【資訊技術與雲端計算學程】
★收費項目：[電腦及網路通訊
使用費]。★開放優久選課。

課綱

實踐 A2842K101 雲端計算 2 專業 大學部 N

【資訊技術與雲端計算學程】
【企業E化學程】★雙語教學課
程。 ★課程經AWS Cloud

Program 驗證，開放優久選
課。

課綱 ✓

實踐 A3511D101 智慧服務概論 3 專業 大學部 N
收費項目：[電腦及網路通訊使
用費]★開放優久選課。

課綱

實踐 A35204101 觀光餐旅業巨量資料分析 3 專業 大學部 N
收費項目：[電腦及網路通訊使
用費]。★開放優久選課。

課綱

實踐 N0142M101 老人照顧實務與應用 2 專業 大學部 N

三四年級合開：進家四甲同學
請至進家三甲選課。★開放優
久選課。

課綱

實踐 N1111D101 設計概論(二) 2 專業 大學部 N
週五晚上上課。★開放優久選
課。

課綱

實踐 N1111H101 藝術史(二) 2 專業 大學部 N
週五晚上上課。★開放優久選
課。

課綱

實踐 N2511V101 經濟學（二） 3 專業 大學部 N ★開放優久選課。 課綱

實踐 N2641A101 保險經營 2 專業 大學部 N
選課者第一週必到且勿遲到。
★開放優久選課。

課綱

實踐 W0421Z101 食品行銷學 2 專業 大學部 N ★開放優久選課。 課綱

大同 B4260 線上消費者行為導論 2 專業 不限 N 課綱

大同 C4210 分離技術 3 專業 不限 N 課綱

大同 D5040 循環設計 3 專業 不限 N 課綱

大同 E4650A 機器人系統 3 專業 不限 N 課綱

https://ap.usc.edu.tw/STU1/STU1/SE0202GRD03.aspx?course_key=51890
https://ap.usc.edu.tw/STU1/STU1/SE0202GRD03.aspx?course_key=51897
https://ap.usc.edu.tw/STU1/STU1/SE0202GRD03.aspx?course_key=51887
https://ap.usc.edu.tw/STU1/STU1/SE0202GRD03.aspx?course_key=51912
https://ap.usc.edu.tw/STU1/STU1/SE0202GRD03.aspx?course_key=52122
https://ap.usc.edu.tw/STU1/STU1/SE0202GRD03.aspx?course_key=52062
https://ap.usc.edu.tw/STU1/STU1/SE0202GRD03.aspx?course_key=53915
https://ap.usc.edu.tw/STU1/STU1/SE0202GRD03.aspx?course_key=53022
https://ap.usc.edu.tw/STU1/STU1/SE0202GRD03.aspx?course_key=51678
https://ap.usc.edu.tw/STU1/STU1/SE0202GRD03.aspx?course_key=51684
https://ap.usc.edu.tw/STU1/STU1/SE0202GRD03.aspx?course_key=53214
https://ap.usc.edu.tw/STU1/STU1/SE0202GRD03.aspx?course_key=52915
https://ap.usc.edu.tw/STU1/STU1/SE0202GRD03.aspx?course_key=52399
http://selquery.ttu.edu.tw/Main/syllabusview.php?SbjNo=B4260
http://selquery.ttu.edu.tw/Main/syllabusview.php?SbjNo=C4210
http://selquery.ttu.edu.tw/Main/syllabusview.php?SbjNo=D5040
http://selquery.ttu.edu.tw/Main/syllabusview.php?SbjNo=E465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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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 E5240 鎖相迴路 3 專業 不限 N 課綱

大同 I5790 機器學習 3 專業 不限 N 課綱

大同 L4920 日語寫作與翻譯 2 專業 不限 N 課綱

大同 M4220 有限元素分析 3 專業 不限 N 課綱

大同 N4650A 區塊鏈 3 專業 不限 N 課綱 ✓

大同 T4300 奈米科學與技術導論 3 專業 不限 N 課綱

大同 V1210A 平面設計 2 專業 不限 N 課綱

大同 V1210B 平面設計 2 專業 不限 N 課綱

大同 V1610A 數位表現 2 專業 不限 N 課綱

大同 V1610B 數位表現 2 專業 不限 N 課綱

大同 V3620A 作品集設計 1 專業 不限 N 課綱

北醫 00010A13 疾病模式學 2 專業 不限 N 課綱

北醫 20272 口腔醫學人文概論 1 專業 不限 N 單週上課 課綱

北醫 50366 細胞治療學 2 專業 不限 Y 課綱

北醫 60119 復健醫學及臨床照護 2 專業 不限 N 課綱

北醫 60173 安寧療護 2 專業 不限 N 課綱

北醫 60242 以人為中心治療關係 2 專業 不限 N 課綱

北醫 70095 食品科技概論 2 專業 不限 N 課綱

北醫 70225 素食營養 1 專業 不限 N 單週上課 課綱

北醫 80126 儀器分析 2 專業 不限 N 課綱

北醫 90051 疾病分類編碼規則與實務 2 專業 不限 N 課綱

北醫 90096 醫學字辭學 2 專業 不限 N 課綱

北醫 90118 醫療機構財務管理 2 專業 不限 N 課綱

北醫 90162 健康資料庫管理與分析 2 專業 不限 N 課綱

北醫 90163 醫務管理專題討論 2 專業 不限 N 課綱

北醫 90170 人際關係 2 專業 不限 N 課綱

北醫 90174 成本會計 2 專業 不限 N 課綱

北醫 120053 材料力學導論 2 專業 不限 N 課綱

北醫 00130053A 有機化學實驗 1 專業 不限 N 單週上課 課綱

北醫 00130053B 有機化學實驗 1 專業 不限 N 單週上課 課綱

北醫 00130057A 解剖學 2 專業 不限 N 課綱

北醫 00130195A 有機化學 2 專業 不限 N 課綱

北醫 00130195B 有機化學 2 專業 不限 N 課綱

北醫 00130247A 藥理學 3 專業 不限 N 課綱

北醫 00130247B 藥理學 3 專業 不限 N 課綱

北醫 00130341A 病理學 2 專業 不限 N 課綱

http://selquery.ttu.edu.tw/Main/syllabusview.php?SbjNo=E5240
http://selquery.ttu.edu.tw/Main/syllabusview.php?SbjNo=I5790
http://selquery.ttu.edu.tw/Main/syllabusview.php?SbjNo=L4920
http://selquery.ttu.edu.tw/Main/syllabusview.php?SbjNo=M4220
http://selquery.ttu.edu.tw/Main/syllabusview.php?SbjNo=N4650A
http://selquery.ttu.edu.tw/Main/syllabusview.php?SbjNo=T4300
http://selquery.ttu.edu.tw/Main/syllabusview.php?SbjNo=V1210A
http://selquery.ttu.edu.tw/Main/syllabusview.php?SbjNo=V1210B
http://selquery.ttu.edu.tw/Main/syllabusview.php?SbjNo=V1610A
http://selquery.ttu.edu.tw/Main/syllabusview.php?SbjNo=V1610B
http://selquery.ttu.edu.tw/Main/syllabusview.php?SbjNo=V3620A
https://newacademic.tmu.edu.tw/mainframe_open.aspx?mainPage=.%2FApplication%2FTKE%2FPRG%2FPRG1100_02.aspx%3FPKNO%3DG0LBWZG1%26OP%3DY%23
https://newacademic.tmu.edu.tw/mainframe_open.aspx?mainPage=.%2FApplication%2FTKE%2FPRG%2FPRG1100_02.aspx%3FPKNO%3DG0L9CJ4L%26OP%3DY%23
https://newacademic.tmu.edu.tw/mainframe_open.aspx?mainPage=.%2FApplication%2FTKE%2FPRG%2FPRG1100_02.aspx%3FPKNO%3DG0LBU06X%26OP%3DY%23
https://newacademic.tmu.edu.tw/mainframe_open.aspx?mainPage=.%2FApplication%2FTKE%2FPRG%2FPRG1100_02.aspx%3FPKNO%3DG0L8SRMP%26OP%3DY%23
https://newacademic.tmu.edu.tw/mainframe_open.aspx?mainPage=.%2FApplication%2FTKE%2FPRG%2FPRG1100_02.aspx%3FPKNO%3DG0L409WP%26OP%3DY%23
https://newacademic.tmu.edu.tw/mainframe_open.aspx?mainPage=.%2FApplication%2FTKE%2FPRG%2FPRG1100_02.aspx%3FPKNO%3DG037LXNL%26OP%3DY%23
https://newacademic.tmu.edu.tw/mainframe_open.aspx?mainPage=.%2FApplication%2FTKE%2FPRG%2FPRG1100_02.aspx%3FPKNO%3DG0LC29Q1%26OP%3DY%23
https://newacademic.tmu.edu.tw/mainframe_open.aspx?mainPage=.%2FApplication%2FTKE%2FPRG%2FPRG1100_02.aspx%3FPKNO%3DG0LC2K7T%26OP%3DY%23
https://newacademic.tmu.edu.tw/mainframe_open.aspx?mainPage=.%2FApplication%2FTKE%2FPRG%2FPRG1100_02.aspx%3FPKNO%3DG0LC6OD5%26OP%3DY%23
https://newacademic.tmu.edu.tw/mainframe_open.aspx?mainPage=.%2FApplication%2FTKE%2FPRG%2FPRG1100_02.aspx%3FPKNO%3DG0L7SYA1%26OP%3DY%23
https://newacademic.tmu.edu.tw/mainframe_open.aspx?mainPage=.%2FApplication%2FTKE%2FPRG%2FPRG1100_02.aspx%3FPKNO%3DG0L7T0WH%26OP%3DY%23
https://newacademic.tmu.edu.tw/mainframe_open.aspx?mainPage=.%2FApplication%2FTKE%2FPRG%2FPRG1100_02.aspx%3FPKNO%3DG0L7T2D9%26OP%3DY%23
https://newacademic.tmu.edu.tw/mainframe_open.aspx?mainPage=.%2FApplication%2FTKE%2FPRG%2FPRG1100_02.aspx%3FPKNO%3DG0L7T5OP%26OP%3DY%23
https://newacademic.tmu.edu.tw/mainframe_open.aspx?mainPage=.%2FApplication%2FTKE%2FPRG%2FPRG1100_02.aspx%3FPKNO%3DG0L7T62L%26OP%3DY%23
https://newacademic.tmu.edu.tw/mainframe_open.aspx?mainPage=.%2FApplication%2FTKE%2FPRG%2FPRG1100_02.aspx%3FPKNO%3DG0L7T75H%26OP%3DY%23
https://newacademic.tmu.edu.tw/mainframe_open.aspx?mainPage=.%2FApplication%2FTKE%2FPRG%2FPRG1100_02.aspx%3FPKNO%3DG0L7T92X%26OP%3DY%23
https://newacademic.tmu.edu.tw/mainframe_open.aspx?mainPage=.%2FApplication%2FTKE%2FPRG%2FPRG1100_02.aspx%3FPKNO%3DG0LB276T%26OP%3DY%23
https://newacademic.tmu.edu.tw/mainframe_open.aspx?mainPage=.%2FApplication%2FTKE%2FPRG%2FPRG1100_02.aspx%3FPKNO%3DG0LALQO9%26OP%3DY%23
https://newacademic.tmu.edu.tw/mainframe_open.aspx?mainPage=.%2FApplication%2FTKE%2FPRG%2FPRG1100_02.aspx%3FPKNO%3DG0LALSLP%26OP%3DY%23
https://newacademic.tmu.edu.tw/mainframe_open.aspx?mainPage=.%2FApplication%2FTKE%2FPRG%2FPRG1100_02.aspx%3FPKNO%3DG0LALW89%26OP%3DY%23
https://newacademic.tmu.edu.tw/mainframe_open.aspx?mainPage=.%2FApplication%2FTKE%2FPRG%2FPRG1100_02.aspx%3FPKNO%3DG035GXFL%26OP%3DY%23
https://newacademic.tmu.edu.tw/mainframe_open.aspx?mainPage=.%2FApplication%2FTKE%2FPRG%2FPRG1100_02.aspx%3FPKNO%3DG035H0AD%26OP%3DY%23
https://newacademic.tmu.edu.tw/mainframe_open.aspx?mainPage=.%2FApplication%2FTKE%2FPRG%2FPRG1100_02.aspx%3FPKNO%3DG0LANXAT%26OP%3DY%23
https://newacademic.tmu.edu.tw/mainframe_open.aspx?mainPage=.%2FApplication%2FTKE%2FPRG%2FPRG1100_02.aspx%3FPKNO%3DG0LANXZT%26OP%3DY%23
https://newacademic.tmu.edu.tw/mainframe_open.aspx?mainPage=.%2FApplication%2FTKE%2FPRG%2FPRG1100_02.aspx%3FPKNO%3DG0LAOGA5%26OP%3DY%23


本系選修 外系選修

承認畢業學分
學校 課程編號 課程名稱 學分 類別 可選級別

遠距課

程  （非

同步）

註 課綱

北醫 00130341B 病理學 2 專業 不限 Y 課綱

北醫 140034 生醫光電導論 2 專業 不限 N 課綱

北醫 140035 電生理與電療學 2 專業 不限 N 課綱

北醫 140044 輔具設計與開發概論 2 專業 不限 N 課綱

北醫 150097 食品安全發展史 2 專業 不限 N 課綱

北醫 170144 新生兒暨小兒呼吸治療學 3 專業 不限 N 課綱

北醫 280091 管理學 2 專業 不限 N 課綱

北醫 10010068 復健醫學及臨床照護 2 專業 不限 Y 課綱

北醫 10030009 大數據分析實務 3 專業 不限 N
限已修過統計相關課程學生修
習。

課綱 ✓

北醫 10030012 資訊安全 3 專業 不限 N 課綱

北醫 10030016 大數據下之企業策略 2 專業 不限 N 課綱

北醫 31300009 外傷學 2 專業 不限 N 課綱

北醫 31600151 醫療社會學專論 2 專業 不限 N 課綱

北醫 31600173 性/別與身體 2 專業 不限 N 課綱

北醫 31600180 人文、社會與醫學教育 3 專業 不限 N 課綱

北醫 31600181 社會醫學 3 專業 不限 N 課綱

北醫 31600182 醫病關係與照顧倫理 2 專業 不限 N 課綱

北醫 3.16E+164 醫學人文專題討論 1 專業 不限 N 全英語課程 課綱

北醫 3.16E+183 人文、社會與醫學教育 3 專業 不限 N 全英語課程 課綱

北醫 3.16E+184 社會醫學 3 專業 不限 N 全英語課程 課綱

北醫 34000019 神經醫學倫理與法政策 2 專業 不限 N 課綱

北醫 34000026
生物醫藥與醫材專利法律
實務

3 專業 不限 N 建議先修生物技術原理與應用 課綱

北醫 34000028 藥事法律 2 專業 不限 N 課綱

北醫 34600026 資料科學與人工智慧 2 專業 不限 N 課綱 ✓

北醫 8.01E+14
人工智慧在基因分析工程
上之應用

2 專業 不限 Y 課綱

北醫 A0540014 大腦功能與行為缺失 2 專業 不限 N 課綱

北醫 A0540015 復健醫學與輔具應用 2 專業 不限 N 課綱

北醫 A065E015 應用生物統計學 2 專業 不限 N 課綱

北醫 A0940022 大數據分析實務 2 專業 不限 N 課綱 ✓

北醫 A0940044 成本效益分析 2 專業 不限 N 課綱

北醫 XB300001 簡報路演教戰 2 專業 不限 N

於寒假期間密集式授課,詳見授
課進度表,本課程為[新媒體學分
學程].[資訊傳播微學程]之[應
用]課程

課綱

https://newacademic.tmu.edu.tw/mainframe_open.aspx?mainPage=.%2FApplication%2FTKE%2FPRG%2FPRG1100_02.aspx%3FPKNO%3DG0LAOHLD%26OP%3DY%23
https://newacademic.tmu.edu.tw/mainframe_open.aspx?mainPage=.%2FApplication%2FTKE%2FPRG%2FPRG1100_02.aspx%3FPKNO%3DG03A9SW1%26OP%3DY%23
https://newacademic.tmu.edu.tw/mainframe_open.aspx?mainPage=.%2FApplication%2FTKE%2FPRG%2FPRG1100_02.aspx%3FPKNO%3DG0LADVSX%26OP%3DY%23
https://newacademic.tmu.edu.tw/mainframe_open.aspx?mainPage=.%2FApplication%2FTKE%2FPRG%2FPRG1100_02.aspx%3FPKNO%3DG0LADW6T%26OP%3DY%23
https://newacademic.tmu.edu.tw/mainframe_open.aspx?mainPage=.%2FApplication%2FTKE%2FPRG%2FPRG1100_02.aspx%3FPKNO%3DG0LC6EC1%26OP%3DY%23
https://newacademic.tmu.edu.tw/mainframe_open.aspx?mainPage=.%2FApplication%2FTKE%2FPRG%2FPRG1100_02.aspx%3FPKNO%3DG0LBV3RX%26OP%3DY%23
https://newacademic.tmu.edu.tw/mainframe_open.aspx?mainPage=.%2FApplication%2FTKE%2FPRG%2FPRG1100_02.aspx%3FPKNO%3DG0L9ZJIT%26OP%3DY%23
https://newacademic.tmu.edu.tw/mainframe_open.aspx?mainPage=.%2FApplication%2FTKE%2FPRG%2FPRG1100_02.aspx%3FPKNO%3DG0L42NV5%26OP%3DY%23
https://newacademic.tmu.edu.tw/mainframe_open.aspx?mainPage=.%2FApplication%2FTKE%2FPRG%2FPRG1100_02.aspx%3FPKNO%3DG0L91WY9%26OP%3DY%23
https://newacademic.tmu.edu.tw/mainframe_open.aspx?mainPage=.%2FApplication%2FTKE%2FPRG%2FPRG1100_02.aspx%3FPKNO%3DG0L91XQ1%26OP%3DY%23
https://newacademic.tmu.edu.tw/mainframe_open.aspx?mainPage=.%2FApplication%2FTKE%2FPRG%2FPRG1100_02.aspx%3FPKNO%3DG0L91Y15%26OP%3DY%23
https://newacademic.tmu.edu.tw/mainframe_open.aspx?mainPage=.%2FApplication%2FTKE%2FPRG%2FPRG1100_02.aspx%3FPKNO%3DG0LC0X6T%26OP%3DY%23
https://newacademic.tmu.edu.tw/mainframe_open.aspx?mainPage=.%2FApplication%2FTKE%2FPRG%2FPRG1100_02.aspx%3FPKNO%3DG0L8TUFX%26OP%3DY%23
https://newacademic.tmu.edu.tw/mainframe_open.aspx?mainPage=.%2FApplication%2FTKE%2FPRG%2FPRG1100_02.aspx%3FPKNO%3DG0L8ULDD%26OP%3DY%23
https://newacademic.tmu.edu.tw/mainframe_open.aspx?mainPage=.%2FApplication%2FTKE%2FPRG%2FPRG1100_02.aspx%3FPKNO%3DG0L8U0X9%26OP%3DY%23
https://newacademic.tmu.edu.tw/mainframe_open.aspx?mainPage=.%2FApplication%2FTKE%2FPRG%2FPRG1100_02.aspx%3FPKNO%3DG0L8U28H%26OP%3DY%23
https://newacademic.tmu.edu.tw/mainframe_open.aspx?mainPage=.%2FApplication%2FTKE%2FPRG%2FPRG1100_02.aspx%3FPKNO%3DG0L8U7MX%26OP%3DY%23
https://newacademic.tmu.edu.tw/mainframe_open.aspx?mainPage=.%2FApplication%2FTKE%2FPRG%2FPRG1100_02.aspx%3FPKNO%3DG0L8UH7D%26OP%3DY%23
https://newacademic.tmu.edu.tw/mainframe_open.aspx?mainPage=.%2FApplication%2FTKE%2FPRG%2FPRG1100_02.aspx%3FPKNO%3DG0L8UIQX%26OP%3DY%23
https://newacademic.tmu.edu.tw/mainframe_open.aspx?mainPage=.%2FApplication%2FTKE%2FPRG%2FPRG1100_02.aspx%3FPKNO%3DG0L8UDYP%26OP%3DY%23
https://newacademic.tmu.edu.tw/mainframe_open.aspx?mainPage=.%2FApplication%2FTKE%2FPRG%2FPRG1100_02.aspx%3FPKNO%3DG0L7EKRH%26OP%3DY%23
https://newacademic.tmu.edu.tw/mainframe_open.aspx?mainPage=.%2FApplication%2FTKE%2FPRG%2FPRG1100_02.aspx%3FPKNO%3DG0L7FOT5%26OP%3DY%23
https://newacademic.tmu.edu.tw/mainframe_open.aspx?mainPage=.%2FApplication%2FTKE%2FPRG%2FPRG1100_02.aspx%3FPKNO%3DG0L7FHV5%26OP%3DY%23
https://newacademic.tmu.edu.tw/mainframe_open.aspx?mainPage=.%2FApplication%2FTKE%2FPRG%2FPRG1100_02.aspx%3FPKNO%3DG0L91VN1%26OP%3DY%23
https://newacademic.tmu.edu.tw/mainframe_open.aspx?mainPage=.%2FApplication%2FTKE%2FPRG%2FPRG1100_02.aspx%3FPKNO%3DG0LBHUOX%26OP%3DY%23
https://newacademic.tmu.edu.tw/mainframe_open.aspx?mainPage=.%2FApplication%2FTKE%2FPRG%2FPRG1100_02.aspx%3FPKNO%3DG0LDMCML%26OP%3DY%23
https://newacademic.tmu.edu.tw/mainframe_open.aspx?mainPage=.%2FApplication%2FTKE%2FPRG%2FPRG1100_02.aspx%3FPKNO%3DG0LDMD8T%26OP%3DY%23
https://newacademic.tmu.edu.tw/mainframe_open.aspx?mainPage=.%2FApplication%2FTKE%2FPRG%2FPRG1100_02.aspx%3FPKNO%3DG0LC0JZT%26OP%3DY%23
https://newacademic.tmu.edu.tw/mainframe_open.aspx?mainPage=.%2FApplication%2FTKE%2FPRG%2FPRG1100_02.aspx%3FPKNO%3DG0LAE3WL%26OP%3DY%23
https://newacademic.tmu.edu.tw/mainframe_open.aspx?mainPage=.%2FApplication%2FTKE%2FPRG%2FPRG1100_02.aspx%3FPKNO%3DG0LAEAB5%26OP%3DY%23
https://newacademic.tmu.edu.tw/mainframe_open.aspx?mainPage=.%2FApplication%2FTKE%2FPRG%2FPRG1100_02.aspx%3FPKNO%3DG036IW6D%26OP%3DY%23


本系選修 外系選修

承認畢業學分
學校 課程編號 課程名稱 學分 類別 可選級別

遠距課

程  （非

同步）

註 課綱

北醫 XB300006 智齡設計(二) 2 專業 不限 N
本課程為[智齡設計微學程]之[

應用]課程
課綱

北醫 XB500056
PSBH解方設計與場域驗
證

2 專業 不限 N

本課程為[創新創業學分學程].[

解決問題促進健康微學程]之[應
用]課程

課綱

北醫 XC100011 輔助科技導論 2 專業 不限 N
本課程為[創新創業學分學程].[

輔助科技微學程]之[基礎]課程
課綱

北醫 XC200002
自然語言處理與文字探勘
技術

2 專業 不限 N
本課程為[人工智慧學分學程].[

人工智慧微學程]之[應用]課程
課綱

北醫 XC300004 新媒體創新與實踐 2 專業 不限 N

部分於寒假期間密集式授課,詳
見授課進度表,本課程為[新媒體
學分學程].[資訊傳播微學程]之[

應用]課程

課綱

北醫 XC300011 醫用台語與敘事媒體 2 專業 不限 N
本課程為[新媒體學分學程].[敘
事創作微學程]之[應用]課程

課綱

北醫 XC300019 大數據實務 2 專業 不限 N
本課程為[人工智慧學分學程].[

大數據微學程]之[應用]課程
課綱

北醫 Z0300002A 本草學 2 專業 不限 N 本班為全實體課程。 課綱

北醫 Z0300002B 本草學 2 專業 不限 Y
六堂為實體課程，其餘為遠距
（非同步）課程。

課綱

北醫 Z0300024 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 2 專業 不限 N 課綱

北醫 Z0300030 藥用植物學 2 專業 不限 N 課綱

北醫 Z1000001 食得安心，食在放心 1 專業 不限 Y 課綱

https://newacademic.tmu.edu.tw/mainframe_open.aspx?mainPage=.%2FApplication%2FTKE%2FPRG%2FPRG1100_02.aspx%3FPKNO%3DG0LBLA5D%26OP%3DY%23
https://newacademic.tmu.edu.tw/mainframe_open.aspx?mainPage=.%2FApplication%2FTKE%2FPRG%2FPRG1100_02.aspx%3FPKNO%3DG036IQ5P%26OP%3DY%23
https://newacademic.tmu.edu.tw/mainframe_open.aspx?mainPage=.%2FApplication%2FTKE%2FPRG%2FPRG1100_02.aspx%3FPKNO%3DG0LBL3WD%26OP%3DY%23
https://newacademic.tmu.edu.tw/mainframe_open.aspx?mainPage=.%2FApplication%2FTKE%2FPRG%2FPRG1100_02.aspx%3FPKNO%3DG0LBL2TH%26OP%3DY%23
https://newacademic.tmu.edu.tw/mainframe_open.aspx?mainPage=.%2FApplication%2FTKE%2FPRG%2FPRG1100_02.aspx%3FPKNO%3DG036J39X%26OP%3DY%23
https://newacademic.tmu.edu.tw/mainframe_open.aspx?mainPage=.%2FApplication%2FTKE%2FPRG%2FPRG1100_02.aspx%3FPKNO%3DG0LBJGSL%26OP%3DY%23
https://newacademic.tmu.edu.tw/mainframe_open.aspx?mainPage=.%2FApplication%2FTKE%2FPRG%2FPRG1100_02.aspx%3FPKNO%3DG0LBJL1D%26OP%3DY%23
https://newacademic.tmu.edu.tw/mainframe_open.aspx?mainPage=.%2FApplication%2FTKE%2FPRG%2FPRG1100_02.aspx%3FPKNO%3DG0LARC29%26OP%3DY%23
https://newacademic.tmu.edu.tw/mainframe_open.aspx?mainPage=.%2FApplication%2FTKE%2FPRG%2FPRG1100_02.aspx%3FPKNO%3DG0LARDWX%26OP%3DY%23
https://newacademic.tmu.edu.tw/mainframe_open.aspx?mainPage=.%2FApplication%2FTKE%2FPRG%2FPRG1100_02.aspx%3FPKNO%3DG0LAS3ZT%26OP%3DY%23
https://newacademic.tmu.edu.tw/mainframe_open.aspx?mainPage=.%2FApplication%2FTKE%2FPRG%2FPRG1100_02.aspx%3FPKNO%3DG0LAS55H%26OP%3DY%23
https://newacademic.tmu.edu.tw/mainframe_open.aspx?mainPage=.%2FApplication%2FTKE%2FPRG%2FPRG1100_02.aspx%3FPKNO%3DG0L33OLT%26OP%3DY%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