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1 博物館學 人文學系 張賜福

2 史記選讀 人文學系 洪文婷

3 社區工作 社會科學系 方匯德

4
民法(財產法篇：總

則、債、物權)
社會科學系 楊德庸

5 商用微積分 商學系 陳卓泰

6
公務倫理的理論與

實踐
公共行政學系 許立一

7 家庭支持服務 生活科學系 蔡佳琪

8
高齡友善空間與輔

具應用
生活科學系 陳靜怡

9 資訊管理導論 管理與資訊學系 周宗元

10 日語入門 通識教育中心 柯明良

11 遼金元史 人文學系 黃淑雯

12 生死心理學 社會科學系 張艾如

13 貨幣銀行學 商學系 林育珊

14 就業安全制度 公共行政學系 蘇慧玲

15 慶典規劃概論 生活科學系 吳秀雲

16 策略管理 管理與資訊學系 曾俊洲

17
巨量資料處理與應

用實務
管理與資訊學系 林再順

18 英文閱讀方法 人文學系 周芊

19 視覺設計概論 人文學系 蔡啟清

20 社會法 社會科學系 林聰賢

21 家庭社會工作 社會科學系 黃韻如

22 銀髮族事業概論 商學系 朱燦然

23 國際貿易實務 商學系 劉正松

24 行政組織與救濟法 公共行政學系 楊翹楚

25
兒童及少年福利專

業倫理
生活科學系 蔡佳琪

26 金融機構管理 管理與資訊學系 吳政穎

2/24(一) 3/16(一) 4/27(一) 5/18(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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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二) 3/17(二) 4/28(二) 5/19(二)

2/26(三) 3/18(三) 4/29(三) 5/20(三)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27 社群網站經營管理 通識教育中心 張義範

28
物理之後－形上學

的故事與哲理
人文學系 李志成

29 台灣之美－建築 人文學系 馮世人

30 社會工作管理 社會科學系 劉慧冠

31 連鎖管理學 商學系 盧清城

32 行政學(下) 公共行政學系 賴維堯

33 殯葬學 生活科學系 李日斌

34 慶典規劃行銷 生活科學系 王嵩容

35 企業管理 管理與資訊學系 洪錫麟

36 人魚線研究院 通識教育中心 王霈

37 楚辭 人文學系 洪文婷

38 電影文化與產業 人文學系 牛隆光

39 生命教育 社會科學系 丁晨

40 民事訴訟法 社會科學系 楊德庸

41
國際經貿發展與趨

勢
商學系 方誠

42 休閒心理學 生活科學系 鄭光慶

43
電子計算機概論

(二)
管理與資訊學系 陳裔專

44
事業組織市場行銷

－B2B行銷
管理與資訊學系 楊玫錦

45 公民社會 通識教育中心 許立倫

46 美學 人文學系 陳瓊霞

47 日語語法 人文學系 柯明良

48 發展心理學 社會科學系 賴惠德

49 刑法分則 社會科學系 蔡仁傑

50 行銷學原理 商學系 鍾依霖

51 考銓制度 公共行政學系 徐名慶

52 環境學概論 生活科學系 李雲娟

53 專案管理概論 管理與資訊學系 曾俊洲

54
網路拍賣與團購管

理
管理與資訊學系 賴娃娃

108學年度下學期跨中心網路面授教學科目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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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四) 3/19(四) 4/30(四) 5/21(四)

3/06(五) 3/20(五) 5/08(五) 5/22(五)

3/02(一) 3/23(一) 5/04(一) 5/25(一)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55
當代世界：國際政

經趨勢
通識教育中心 林淑芬

56 西洋哲學史 人文學系 李志成

57
社會政策與社會立

法
社會科學系 徐靖惠

58 教育心理學 社會科學系 楊滿玉

59 家族企業管理 商學系 陳世晉

60 廣告學原理 商學系 沈淑惠

61 政策執行與評估 公共行政學系 楊關錩

62 殯葬禮儀 生活科學系 陳繼成

63
現代宅配與物流管

理
管理與資訊學系 王友嘉

64 新風險管理精要 管理與資訊學系 吳政穎

65 對聯的文學趣味 通識教育中心 洪文婷

66 中階英語 人文學系
洪敏琬

蔣宜卿

67 社會學 社會科學系 林玉琴

68 愛情心理學 社會科學系 張貴傑

69 消費者行為 商學系 葉輔錩

70 兩岸立法制度 公共行政學系 曾于蓁

71 當代諮商理論 生活科學系 吳政庭

72 銀髮族心理健康 生活科學系 廖倩誼

73
物件導向系統分析

與設計
管理與資訊學系 曾展鵬

74 商業自動化概論 管理與資訊學系 莊惠棋

75 生活美學 通識教育中心 劉美枝

76 東南亞史概論 人文學系 黃宗鼎

77
廣播節目企劃與製

作
人文學系 田易蓮

78 人類學習與認知 社會科學系 黃慈

79 樂齡生涯學習 社會科學系 劉文通

80 連鎖經營實務 商學系 楊雅堂

81
當代治理新趨勢

(二):理論與個案
公共行政學系 林國棟

82 殯葬生死觀 生活科學系 劉正安

108學年度下學期跨中心網路面授教學科目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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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二) 3/24(二) 5/05(二) 5/26(二)

3/04(三) 3/25(三) 5/06(三) 5/27(三)

3/05(四) 3/26(四) 5/07(四) 5/28(四)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83
成本會計(100年新

版)
商學系 呂寶華 3/9(一) 3/27(五) 5/15(五) 5/29(五)

84
幸福學－正向心理

學觀點
生活科學系 張歆祐 3/11(三) 4/8(三) 5/13(三) 6/3(三)

備註:1.面授時段為每週一至週五晚上，每次面授二節課，面授時間：19:00～19:50、20:00~20:50。

 

   期中考日期:109年4月18~19日， 期末考日期:109年 6月13~14日。

 2.108學年度下學期開播日:109年2月17日。

108學年度下學期跨中心網路面授教學科目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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