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系所 申請科目 開課單位 授課老師 開課學期 開課學分

土文五 當代電影理論 傳院二 陳儒修 1052 3

土文五 電影配樂概論 廣電三 林耿農 1062 3

土文五 音響學 廣電三 侯志欽 1051 3

土文五 影像概論 傳院二 陳儒修 1051 3

土語四 人機互動設計 傳院二 陳宜秀 1072 3

中文三 中文文書處理 中⽂⼀ 鄧淑琴 1061 3

中文三 計算機概論 應數⼀ 王紹睿 1071 3

中文三 聲韻學 中⽂三 竺家寧 1071 3

中文四 跨媒體識讀 傳院二 林怡潔 1041 3

中文四 電影文學 中文二 洪燕梅 1042 3

中文四 基礎動畫設計 數位學程 曾瀚儀 1062 3

中文四 中國現代詩選讀 中文二 陳碩文 1071 3

中文四 流行音樂數位創意應用 數位學程 邱亭雅 1072 3

外交四 影像概論 傳院二 陳儒修 1051 3

外交四 專題—音樂策展與文化產業 廣電三 鍾適芳 1061 3

外交四 當代電影理論 傳院二 陳儒修 1062 3

外交四 視覺藝術的主體性與社會性：現代主義以降社會二 洪儀真 1061 3

外交四 行動與社群行銷 企管三 樓永堅、鄭宇庭 1051 3

外交四 國際公法 外交三 蔡沛倫 1061 3

企管五 程式設計 資管⼀ 張景堯 1042 3

企管五 音響學 廣電三 侯志欽 1051 3

企管四 數位影像與網頁創作 資管系 裘錦天 1051 3

企管四 視覺藝術心理學 心理三 黃淑麗 1052 3

地政四 進階程式設計 數位學程 廖峻鋒 1071 3

地政四 3D遊戲程式設計 數位學程 傅子恆 1071 3

地政四 基礎動畫設計 數位學程 曾瀚儀 1072 3

地政四 電腦繪圖 地二土測 范噶色 1072 3

地政四 地理資訊系統 地⼀土資 林士淵 1041 3

地政四 都市工程學 地三土資 劉小蘭 1061 1

地政四 測量學及實習 地⼀土資 甯方璽 1042 3

地政四 建築學概論 地⼀土資 孫振義 1041 2

地政四 圖學 地⼀土資 孫振義 1041 3

法律四 韓國轉型正義電影評析 韓文系 朱立熙 1071 3

法律四 藝術欣賞與創作 傳播學 鍾適芳 1072 3

法律四 數位敘事 數位學程 宋    珮 1072 3

金融四 進階程式設計 數位學程 廖峻鋒 1061 3

金融四 遊戲企劃與設計 數位學程 黃心健 1052 3

阿語四 影像概論 傳院二 陳儒修 1061 3

阿語四 當代電影理論 傳院二 陳儒修 1062 3

政治二 資料處理 資管系 杜雨儒，張欣綠  1062 3

政治二 影像概論 傳院二 陳儒修 1071 3

政治四 數位、遊戲與歷史 歷史二 金仕起、蔡瑞煌 1061 3

政治四 聊齋誌異 中文⼀ 馮藝超 1062 3

國貿三 國際行銷管理 國貿系 陳建維 1071 3

國貿三 行銷管理 企管系 簡睿哲 1062 3

國貿三 網路貿易模擬 國貿三 季澤生、陳富沛、蘇秋錦1071 3

國貿三 數位金融實務運用 資科三 左瑞麟 1062 3

國貿五 靜態影像設計 傳院⼀ 施盈廷 1052 3

國貿五 娛樂產業與新媒體創意 傳院二 陳儒修 1042 3

國貿五 藝術欣賞與創作 傳播學 蔡琰 1042 3

國貿五 未來互動電影 數位學程 陶亞倫 1062 3

國貿五 流行音樂與數位創意運用 數位學程 邱亭雅 1062 3

國貿四 行銷管理 企管系 陳建維 1052 3

教育系 數位、遊戲與歷史 歷史二 金仕起、蔡瑞煌 1061 3

教育系 教學媒體與運用 教育二 洪煌堯 1061 2

教育系 程式設計概論 資科系 余能豪 1061 3

教育系 資料結構 應數⼀ 郭桐惟 1072 3

傳院二 人機介面 傳院二 陳宜秀 1061 3

傳院二 電子遊戲與媒體娛樂 廣告系 林日璇 1071 3

會計三 資料處理 資管系 張欣綠 1061 3

會計三 資料科學程式設計 共同教育中心 蔡芸琤 106暑修(台大) 2

會計三 影像概論 傳院二 陳儒修 1071 3

資科三 物件導向程式設計 資科二 李蔡彥 1061 3

資科三 網路與通訊概論 資科二 郭桐惟 1062 3

資科三 Java程式設計 資科系 陳正佳 1062 3

資科四 3D遊戲程式設計 資科四 紀明德 1071 3

資科四 軟體工程概論 資科三 廖峻鋒 1062 3

資科四 計算機結構與組織 資科系 廖峻鋒 1061 3

資科四 機器人系統程式設計與應用 資科三 曾士桓 1061 3

資科四 基礎影音製作 傳院⼀ 盧非易 1041 3

資科四 靜態影像設計 傳院 吳岳剛 1042 3

資科四 資訊蒐集與應用 傳院 陳憶寧 1051 3

資科四 網路與親密關係 傳院 康庭瑜 1052 3

資科四 數位出版 廣告系 劉俐華 1052 3

資科四 電子遊戲與媒體娛樂 廣告三 林日璇 1061 3

資管三 產銷資訊系統 資管三 林我聰 1071 3

廣告三 基礎影音製作 傳院⼀ 王亞維 1071 3

廣告三 電子遊戲與媒體娛樂 廣告三 林日璇 1071 3

廣告四 圖像與文創 傳院二 劉俐華 1042 3

廣告四 基礎影音製作 傳院⼀ 王亞維 1041 3

廣告四 靜態影像設計 傳院⼀ 吳岳剛 1052 3

廣告四 視覺傳達設計 廣告三 劉俐華 1061 3

廣告四 設計專題－雜誌編輯 新聞四 吳筱玫 1061 3

廣告四 靜態影像設計 傳院⼀ 施盈廷 1041 3

廣告四 基礎影音製作 傳院⼀ 盧非易 1042 3

廣告四 視覺傳達設計 廣告三 劉俐華 1061 3

廣告四 電子遊戲與媒體娛樂 廣告三 林日璇 1061 3

廣告四 探索數位世界 資科系 張家銘 1051 3

廣告四 數位出版 廣告四 劉俐華 1062 3

廣告四 創意與設計 傳院⼀ 陳文玲 1051 3

廣告四 社群媒體行銷 廣告三  林日璇 1051 3

廣告四 新媒體創作基礎 傳院⼀ 陶亞倫 1032 3

廣告四 數位內容創作 傳院⼀ 陳聖智 1032 3

廣告四 聲音製作 傳院⼀ 鍾適芳 1031 3

廣告四 圖像與文創 傳院二 劉俐華 1052 3

廣告四 聲音製作 傳院⼀ 許文宜 1051 3

廣告四 影像概論 傳院二 陳儒修 1041 3

廣告四 社群媒體行銷 廣告三 林日璇 1062 3

廣告四 整合行銷傳播 廣告四 張郁敏 1062 3

廣告四 米蘭講堂：數位行銷與科技魔法 廣告三、廣告四 孫秀蕙 1061 3

廣告四 影像視覺元素 傳院二 林玲遠 1052 3

廣告四 影像概論 傳院二 陳儒修 1051 3

廣告四 靜態影像設計 傳院⼀ 沈昭良 1042 3

廣告四 聲音製作 傳院⼀ 黃葳威 1042 3

廣告四 基礎影音製作 傳院⼀ 傅秀玲 1041 3

廣告四 圖像與文創 傳院二 劉俐華 1052 3

廣告四 聲音製作 傳院⼀ 許文宜 1051 3

廣告四 影像概論 傳院二 陳儒修 1041 3

廣電四 圖像、影像與創新傳播 廣電四 林玲遠 1071 3

廣電四 電影欣賞與評鑑 廣電三 盧非易 1061 3

廣電四 影像視覺元素 傳院二 林玲遠 1052 3

廣電四 影像視覺元素 傳院二 林玲遠 1052 3

廣電四 影像概論 傳院二 陳儒修 1051 3

廣電四 創意與設計 Ｘ書院 陳文玲、王怡婷、李律峰、張子謙1051 3

廣電四 聲音藝術與錄音工程 廣電三 張耘之 1061 2

廣電四 聲音製作 傳院⼀ 鍾適芳 1041 3

廣電四 基礎影音製作 傳院⼀ 王亞維 1041 3

廣電四 傳播敘事 傳院二 郭力昕 1051 3

廣電四 影像視覺元素 傳院二 林玲遠 1042 3

廣電四 聲音藝術與錄音工程 廣電三 張耘之 1061 2

廣電四 數位大講堂：Yahoo學 廣電四 陳儒修 1071 3

韓文二 新傳播科技 傳院⼀ 曾國峰 1061 3

歐文五 策展概論 數位學程 張瀚云 1071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