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遠距課程教學計畫 

開課班級 科目名稱 開課單位 開課別 修習別 
學

分 

任課 

教師 

教學

計劃 

日四技國企管一Ａ 經濟學(一)  國際企業管理系 學期 必修 3 胡海豐 下載 

日四技國企管一Ａ 會計學(一)  國際企業管理系 學期 必修 3 曹淑琳 下載 

日四技國企管 國際貿易實務  國際企業管理系 學年 選修 2 鍾佳融 下載 

日二技國企管 經濟學理論與應用  國際企業管理系 學期 選修 3 胡海豐 下載 

日四技法文四 商業法文與書信 法國語文系 學期 選修 2 盧安琪 下載 

日四技共同一 韓文(一)  日本語文系 學期 選修 2 鄭恩英 下載 

日四技應華二年級 
華語遠距同步教學與

教材設計 
應用華語文系 學期 選修 2 林翠雲 下載 

進二技英文三年級 專題英語演說訓練  英國語文系 學年 必修 2 邱怡靜 下載 

進二技英文三年級 專題英語演說訓練  英國語文系 學年 必修 2 周則銘 下載 

進二技英文三年級 專題英語演說訓練  英國語文系 學年 必修 2 翁一珍 下載 

進二技英文三Ａ 專業英語聽力訓練  英國語文系 學年 必修 2 吳碧禎 下載 

進二技英文三 B 專業英語聽力訓練  英國語文系 學年 必修 2 劉依綺 下載 

進二技英文三年級 商業英語口語訓練  英國語文系 學期 選修 2 張純華 下載 

進四技英文三年級 商業英語口語訓練  英國語文系 學期 選修 2 張純華 下載 

進二技英文四年級 兒童英語教學  英國語文系 學期 選修 2 林怡萍 下載 

進四技英文四年級 兒童英語教學  英國語文系 學期 選修 2 林怡萍 下載 

進四技英文一年級 英文文法與寫作  英國語文系 學年 必修 2 王寂岑 下載 

進四技英文一年級 英文文法與寫作  英國語文系 學年 必修 2 王岫晴 下載 

進四技英文二年級 英文初階寫作  英國語文系 學年 必修 2 劉子瑛 下載 

進四技英文二年級 英文初階寫作  英國語文系 學年 必修 2 吳芊諭 下載 

進四技英文三年級 英文商業寫作  英國語文系 學年 選修 2 林柏瓏 下載 

http://c007.wzu.edu.tw/datas/upload/files/distance%20project/2.%20106-1%20(%E6%97%A5)%20%E7%B6%93%E6%BF%9F%E5%AD%B8(%E4%B8%80)01_UB1A-%E8%83%A1%E6%B5%B7%E8%B1%90%E8%80%81%E5%B8%AB.pdf
http://c007.wzu.edu.tw/datas/upload/files/distance%20project/1.%20106-1%20(%E6%97%A5)%20%E6%9C%83%E8%A8%88%E5%AD%B8(%E4%B8%80)%2001_UB1A-%E6%9B%B9%E6%B7%91%E7%90%B3%E8%80%81%E5%B8%AB.pdf
http://c007.wzu.edu.tw/datas/upload/files/distance%20project/3.%20106-1%20(%E6%97%A5)%20%E5%9C%8B%E9%9A%9B%E8%B2%BF%E6%98%93%E5%AF%A6%E5%8B%99%2001_UA20-%E9%8D%BE%E4%BD%B3%E8%9E%8D%E8%80%81%E5%B8%AB.pdf
http://c007.wzu.edu.tw/datas/upload/files/distance%20project/4.%20106-1%20(%E6%97%A5)%20%E7%B6%93%E6%BF%9F%E5%AD%B8%E7%90%86%E8%AB%96%E8%88%87%E6%87%89%E7%94%A801_YA30-%E8%83%A1%E6%B5%B7%E8%B1%90%E8%80%81%E5%B8%AB.pdf
http://c007.wzu.edu.tw/datas/upload/files/distance%20project/5.%20106-1%20(%E6%97%A5)%20%E5%95%86%E6%A5%AD%E6%B3%95%E6%96%87%E8%88%87%E6%9B%B8%E4%BF%A1-%20%E7%9B%A7%E5%AE%89%E7%90%AA%E8%80%81%E5%B8%AB.pdf
http://c007.wzu.edu.tw/datas/upload/files/distance%20project/6.%20160-1%20(%E6%97%A5)%20%E9%9F%93%E6%96%87(%E4%B8%80)02_UA10%20%E9%84%AD%E6%81%A9%E8%8B%B1%E8%80%81%E5%B8%AB.pdf
http://c007.wzu.edu.tw/datas/upload/files/distance%20project/7.%20106-1%20(%E6%97%A5)%20%E8%8F%AF%E8%AA%9E%E9%81%A0%E8%B7%9D%E5%90%8C%E6%AD%A5%E6%95%99%E5%AD%B8%E8%88%87%E6%95%99%E6%9D%90%E8%A8%AD%E8%A8%88%2001_UC2%20%E6%9E%97%E7%BF%A0%E9%9B%B2%E8%80%81%E5%B8%AB.pdf
http://c007.wzu.edu.tw/datas/upload/files/distance%20project/1.%20106-1%20%E5%B0%88%E9%A1%8C%E8%8B%B1%E8%AA%9E%E6%BC%94%E8%AA%AA%E8%A8%93%E7%B7%B401_NE30-%E9%82%B1%E6%80%A1%E9%9D%9C%E8%80%81%E5%B8%AB.pdf
http://c007.wzu.edu.tw/datas/upload/files/distance%20project/2.%20106-1%20%E5%B0%88%E9%A1%8C%E8%8B%B1%E8%AA%9E%E6%BC%94%E8%AA%AA%E8%A8%93%E7%B7%B402_NE30-%20%E5%91%A8%E5%89%87%E9%8A%98%E8%80%81%E5%B8%AB.pdf
http://c007.wzu.edu.tw/datas/upload/files/distance%20project/3.%20106-1%20%E5%B0%88%E9%A1%8C%E8%8B%B1%E8%AA%9E%E6%BC%94%E8%AA%AA%E8%A8%93%E7%B7%B403-NE30%20%E7%BF%81%E4%B8%80%E7%8F%8D%E8%80%81%E5%B8%AB.pdf
http://c007.wzu.edu.tw/datas/upload/files/distance%20project/4.%20106-1%20%E5%B0%88%E6%A5%AD%E8%8B%B1%E8%AA%9E%E8%81%BD%E5%8A%9B%E8%A8%93%E7%B7%B4%2001_NE3A-%E5%90%B3%E7%A2%A7%E7%A6%8E%E8%80%81%E5%B8%AB.pdf
http://c007.wzu.edu.tw/datas/upload/files/distance%20project/5.%20106-1%20%E5%B0%88%E6%A5%AD%E8%8B%B1%E8%AA%9E%E8%81%BD%E5%8A%9B%E8%A8%93%E7%B7%B401_NE3B-%E5%8A%89%E4%BE%9D%E7%B6%BA%E8%80%81%E5%B8%AB.pdf
http://c007.wzu.edu.tw/datas/upload/files/distance%20project/6.%20106-1%20%E5%95%86%E6%A5%AD%E8%8B%B1%E8%AA%9E%E5%8F%A3%E8%AA%9E%E8%A8%93%E7%B7%B401_NE30-%E5%BC%B5%E7%B4%94%E8%8F%AF%E8%80%81%E5%B8%AB.pdf
http://c007.wzu.edu.tw/datas/upload/files/distance%20project/7.%20106-1%20%E5%95%86%E6%A5%AD%E8%8B%B1%E8%AA%9E%E5%8F%A3%E8%AA%9E%E8%A8%93%E7%B7%B401_PE30-%E5%BC%B5%E7%B4%94%E8%8F%AF%E8%80%81%E5%B8%AB.pdf
http://c007.wzu.edu.tw/datas/upload/files/distance%20project/8.%20106-1%20%E5%85%92%E7%AB%A5%E8%8B%B1%E8%AA%9E%E6%95%99%E5%AD%B801_NE40-%E6%9E%97%E6%80%A1%E8%90%8D%E8%80%81%E5%B8%AB.pdf
http://c007.wzu.edu.tw/datas/upload/files/distance%20project/9.%20106-1%20%E5%85%92%E7%AB%A5%E8%8B%B1%E8%AA%9E%E6%95%99%E5%AD%B801_PE40-%E6%9E%97%E6%80%A1%E8%90%8D%E8%80%81%E5%B8%AB.pdf
http://c007.wzu.edu.tw/datas/upload/files/distance%20project/10.%20106-1%20%E8%8B%B1%E6%96%87%E6%96%87%E6%B3%95%E8%88%87%E5%AF%AB%E4%BD%9C01_PE10-%E7%8E%8B%E5%AF%82%E5%B2%91%E8%80%81%E5%B8%AB.pdf
http://c007.wzu.edu.tw/datas/upload/files/distance%20project/11.%20106-1%20%E8%8B%B1%E6%96%87%E6%96%87%E6%B3%95%E8%88%87%E5%AF%AB%E4%BD%9C02_PE10-%E7%8E%8B%E5%B2%AB%E6%99%B4%E8%80%81%E5%B8%AB.pdf
http://c007.wzu.edu.tw/datas/upload/files/distance%20project/12.%20106-1%20%E8%8B%B1%E6%96%87%E5%88%9D%E9%9A%8E%E5%AF%AB%E4%BD%9C01_PE20-%E5%8A%89%E5%AD%90%E7%91%9B%E8%80%81%E5%B8%AB.pdf
http://c007.wzu.edu.tw/datas/upload/files/distance%20project/13.%20106-1%20%E8%8B%B1%E6%96%87%E5%88%9D%E9%9A%8E%E5%AF%AB%E4%BD%9C06_PE20-%E5%90%B3%E8%8A%8A%E8%AB%AD%E8%80%81%E5%B8%AB.pdf
http://c007.wzu.edu.tw/datas/upload/files/distance%20project/14.%20106-1%20%E8%8B%B1%E6%96%87%E5%95%86%E6%A5%AD%E5%AF%AB%E4%BD%9C01_PE30-%E6%9E%97%E6%9F%8F%E7%93%8F%E8%80%81%E5%B8%AB.pdf


開課班級 科目名稱 開課單位 開課別 修習別 
學

分 

任課 

教師 

教學

計劃 

進四技共同英文一 英語聽力（一） 英語教學中心 學年 必修 2 張宗德 下載 

進四技共同英文一 英語聽力（一） 英語教學中心 學年 必修 2 張雅婷 下載 

進四技共同英文一 英語聽力（一） 英語教學中心 學年 必修 2 張宗德 下載 

進四技共同英文一 英語聽力（一） 英語教學中心 學年 必修 2 張雅婷 下載 

進四技共同英文一 英語聽力（二） 英語教學中心 學年 必修 2 陳念霞 下載 

進四技共同英文一 英語聽力（二） 英語教學中心 學年 必修 2 黃慧怡 下載 

進四技共同英文一 英語聽力（二） 英語教學中心 學年 必修 2 梅馨云 下載 

進四技共同英文一 英語聽力（二） 英語教學中心 學年 必修 2 黃慧怡 下載 

進四技共同英文一 英語聽力（三） 英語教學中心 學年 必修 2 林姿吟 下載 

進四技共同英文一 英語聽力（三） 英語教學中心 學年 必修 2 李佳靜 下載 

進四技共同英文一 英語聽力（三） 英語教學中心 學年 必修 2 林姿吟 下載 

進四技共同英文一 英語聽力（三） 英語教學中心 學年 必修 2 李佳靜 下載 

進四技共同英文二 英文文選（一） 英語教學中心 學年 必修 2 賴琦瑾 下載 

進四技共同英文二 英文文選（一） 英語教學中心 學年 必修 2 蔡佳蓉 下載 

進四技共同英文二 英文文選（一） 英語教學中心 學年 必修 2 賴琦瑾 下載 

進四技共同英文二 英文文選（一） 英語教學中心 學年 必修 2 蔡佳蓉 下載 

進四技共同英文二 英文文選（二） 英語教學中心 學年 必修 2 陳淑玲 下載 

進四技共同英文二 英文文選（二） 英語教學中心 學年 必修 2 林瑋廷 下載 

進四技共同英文二 英文文選（二） 英語教學中心 學年 必修 2 林瑋廷 下載 

進四技共同英文二 英文文選（二） 英語教學中心 學年 必修 2 張惠翔 下載 

進四技共同英文二 英文文選（三） 英語教學中心 學年 必修 2 張惠翔 下載 

進四技共同英文二 英文文選（三） 英語教學中心 學年 必修 2 潘偉琪 下載 

進四技共同英文二 英文文選（三） 英語教學中心 學年 必修 2 潘偉琪 下載 

http://c007.wzu.edu.tw/datas/upload/files/distance%20project/1.%20106-1%20%E8%8B%B1%E8%AA%9E%E8%81%BD%E5%8A%9B(%E4%B8%80)%2001_PAE20-%E5%BC%B5%E5%AE%97%E5%BE%B7%E8%80%81%E5%B8%AB.pdf
http://c007.wzu.edu.tw/datas/upload/files/distance%20project/2.%20106-1%20%E8%8B%B1%E8%AA%9E%E8%81%BD%E5%8A%9B(%E4%B8%80)%2002_PAE20-%E5%BC%B5%E9%9B%85%E5%A9%B7%E8%80%81%E5%B8%AB.pdf
http://c007.wzu.edu.tw/datas/upload/files/distance%20project/3.%20106-1%20%E8%8B%B1%E8%AA%9E%E8%81%BD%E5%8A%9B(%E4%B8%80)%2003_PAE20-%E5%BC%B5%E5%AE%97%E5%BE%B7%E8%80%81%E5%B8%AB.pdf
http://c007.wzu.edu.tw/datas/upload/files/distance%20project/4.%20106-1%20%E8%8B%B1%E8%AA%9E%E8%81%BD%E5%8A%9B(%E4%B8%80)%2004_PAE20-%E5%BC%B5%E9%9B%85%E5%A9%B7%E8%80%81%E5%B8%AB.pdf
http://c007.wzu.edu.tw/datas/upload/files/distance%20project/5.%20106-1%20%E8%8B%B1%E8%AA%9E%E8%81%BD%E5%8A%9B(%E4%BA%8C)%2001_PAE10-%E9%99%B3%E5%BF%B5%E9%9C%9E%E8%80%81%E5%B8%AB.pdf
http://c007.wzu.edu.tw/datas/upload/files/distance%20project/6.%20106-1%20%E8%8B%B1%E8%AA%9E%E8%81%BD%E5%8A%9B(%E4%BA%8C)%2002_PAE10-%E9%BB%83%E6%85%A7%E6%80%A1%E8%80%81%E5%B8%AB.pdf
http://c007.wzu.edu.tw/datas/upload/files/distance%20project/7.%20106-1%20%E8%8B%B1%E8%AA%9E%E8%81%BD%E5%8A%9B(%E4%BA%8C)%2003_PAE10-%E6%A2%85%E9%A6%A8%E4%BA%91%E8%80%81%E5%B8%AB.pdf
http://c007.wzu.edu.tw/datas/upload/files/distance%20project/8.%20106-1%20%E8%8B%B1%E8%AA%9E%E8%81%BD%E5%8A%9B(%E4%BA%8C)%2004_PAE10-%E9%BB%83%E6%85%A7%E6%80%A1%E8%80%81%E5%B8%AB.pdf
http://c007.wzu.edu.tw/datas/upload/files/distance%20project/9.%20106-1%20%E8%8B%B1%E8%AA%9E%E8%81%BD%E5%8A%9B(%E4%B8%89)%2001_PAE10-%E6%9E%97%E5%A7%BF%E5%90%9F%E8%80%81%E5%B8%AB.pdf
http://c007.wzu.edu.tw/datas/upload/files/distance%20project/10.%20106-1%20%E8%8B%B1%E8%AA%9E%E8%81%BD%E5%8A%9B(%E4%B8%89)%2002_PAE10-%E6%9D%8E%E4%BD%B3%E9%9D%9C%E8%80%81%E5%B8%AB.pdf
http://c007.wzu.edu.tw/datas/upload/files/distance%20project/11.%20106-1%20%E8%8B%B1%E8%AA%9E%E8%81%BD%E5%8A%9B(%E4%B8%89)%2003_PAE10-%E6%9E%97%E5%A7%BF%E5%90%9F%E8%80%81%E5%B8%AB.pdf
http://c007.wzu.edu.tw/datas/upload/files/distance%20project/12.%20106-1%20%E8%8B%B1%E8%AA%9E%E8%81%BD%E5%8A%9B(%E4%B8%89)%2004_PAE10-%E6%9D%8E%E4%BD%B3%E9%9D%9C%E8%80%81%E5%B8%AB.pdf
http://c007.wzu.edu.tw/datas/upload/files/distance%20project/13.%20106-1%20%E8%8B%B1%E6%96%87%E6%96%87%E9%81%B8(%E4%B8%80)%2001_PAE20-%E8%B3%B4%E7%90%A6%E7%91%BE%E8%80%81%E5%B8%AB.pdf
http://c007.wzu.edu.tw/datas/upload/files/distance%20project/14.%20106-1%20%E8%8B%B1%E6%96%87%E6%96%87%E9%81%B8(%E4%B8%80)%2002_PAE20-%E8%94%A1%E4%BD%B3%E8%93%89%E8%80%81%E5%B8%AB.pdf
http://c007.wzu.edu.tw/datas/upload/files/distance%20project/15.%20106-1%20%E8%8B%B1%E6%96%87%E6%96%87%E9%81%B8(%E4%B8%80)%2003_PAE20-%E8%B3%B4%E7%90%A6%E7%91%BE%E8%80%81%E5%B8%AB.pdf
http://c007.wzu.edu.tw/datas/upload/files/distance%20project/16.%20106-1%20%E8%8B%B1%E6%96%87%E6%96%87%E9%81%B8(%E4%B8%80)%2004_PAE20-%E8%94%A1%E4%BD%B3%E8%93%89%E8%80%81%E5%B8%AB.pdf
http://c007.wzu.edu.tw/datas/upload/files/distance%20project/17.%20106-1%20%E8%8B%B1%E6%96%87%E6%96%87%E9%81%B8(%E4%BA%8C)%2001_PAE20-%E9%99%B3%E6%B7%91%E7%8E%B2%E8%80%81%E5%B8%AB.pdf
http://c007.wzu.edu.tw/datas/upload/files/distance%20project/18.%20106-1%20%E8%8B%B1%E6%96%87%E6%96%87%E9%81%B8(%E4%BA%8C)%2002_PAE20-%E6%9E%97%E7%91%8B%E5%BB%B7%E8%80%81%E5%B8%AB.pdf
http://c007.wzu.edu.tw/datas/upload/files/distance%20project/19.%20106-1%20%E8%8B%B1%E6%96%87%E6%96%87%E9%81%B8(%E4%BA%8C)%2003_PAE20-%E6%9E%97%E7%91%8B%E5%BB%B7%E8%80%81%E5%B8%AB.pdf
http://c007.wzu.edu.tw/datas/upload/files/distance%20project/20.%20106-1%20%E8%8B%B1%E6%96%87%E6%96%87%E9%81%B8(%E4%BA%8C)%2004_PAE20-%E5%BC%B5%E6%83%A0%E7%BF%94%E8%80%81%E5%B8%AB.pdf
http://c007.wzu.edu.tw/datas/upload/files/distance%20project/21.%20106-1%20%E8%8B%B1%E6%96%87%E6%96%87%E9%81%B8(%E4%B8%89)%2001_PAE20-%E5%BC%B5%E6%83%A0%E7%BF%94%E8%80%81%E5%B8%AB.pdf
http://c007.wzu.edu.tw/datas/upload/files/distance%20project/22.%20106-1%20%E8%8B%B1%E6%96%87%E6%96%87%E9%81%B8(%E4%B8%89)%2002_PAE20-%E6%BD%98%E5%81%89%E7%90%AA%E8%80%81%E5%B8%AB.pdf
http://c007.wzu.edu.tw/datas/upload/files/distance%20project/23.%20106-1%20%E8%8B%B1%E6%96%87%E6%96%87%E9%81%B8(%E4%B8%89)%2003_PAE20-%E6%BD%98%E5%81%89%E7%90%AA%E8%80%81%E5%B8%AB.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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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四技共同英文二 英文文選（三） 英語教學中心 學年 必修 2 林慧宜 下載 

進四技國企管一Ａ 經濟學(一)  國際企業管理系 學期 必修 3 胡海豐 下載 

進四技國企管一Ａ 會計學(一)  國際企業管理系 學期 必修 3 曹淑琳 下載 

進四技國企管三Ａ 國際人力資源管理  國際企業管理系 學年 必修 2 楊惠娥 下載 

進四技國企管四Ａ 生產與作業管理  國際企業管理系 學年 必修 3 蔡振義 下載 

進四技國際商務英

語三 
國際貿易實務  國際企業管理系 學年 必修 2 鍾佳融 下載 

進四技法文一 法語會話（一） 法國語文系 學年 必修 2 盧安琪 下載 

進四技法文二 法文閱讀與寫作  法國語文系 學年 必修 3 薛名琄 下載 

進四技法文三 法國文化與文明  法國語文系 學年 必修 2 王秀文 下載 

進四技法文三 法語口語訓練  法國語文系 學年 必修 2 
林豪森 

葉耿麟 
下載 

進四技法文四 法文翻譯  法國語文系 學年 必修 2 徐落茲 下載 

進四技德文二 德文文法與寫作  德國語文系 學年 必修 4 楊舒媛 下載 

進四技德文三年級 德文翻譯 德國語文系 學年 選修 2 黃士元 下載 

進四技德文三年級 德國文化與文明  德國語文系 學年 選修 2 張嘉斌 下載 

進四技德文三年級 德文文法與修辭  德國語文系 學年 必修 2 謝碧娥 下載 

進四技德文三年級 餐旅德文  德國語文系 學年 必修 2 薛欣怡 下載 

進四技英文一年級 實用西班牙文（一） 西班牙語文系 學年 必修 4 金賢真 下載 

進四技英文二年級 實用西班牙文（二） 西班牙語文系 學年 必修 4 胡惠雲 下載 

進四技西文一 西班牙文（一） 西班牙語文系 學年 必修 4 吳仙凰 下載 

進四技西文二 西班牙文（二） 西班牙語文系 學年 必修 4 楊雅媛 下載 

進四技西文一 
西班牙語聽講練習

(一)  
西班牙語文系 學年 必修 3 龔書凡 下載 

進四技西文二 
西班牙文閱讀與習作

(一)  
西班牙語文系 學年 必修 2 呂郁婷 下載 

http://c007.wzu.edu.tw/datas/upload/files/distance%20project/24.%20106-1%20%E8%8B%B1%E6%96%87%E6%96%87%E9%81%B8(%E4%B8%89)%2004_PAE20-%E6%9E%97%E6%85%A7%E5%AE%9C%E8%80%81%E5%B8%AB.pdf
http://c007.wzu.edu.tw/datas/upload/files/distance%20project/1.%20106-1%20%E7%B6%93%E6%BF%9F%E5%AD%B8(%E4%B8%80)01_PN1A-%E8%83%A1%E6%B5%B7%E8%B1%90%E8%80%81%E5%B8%AB.pdf
http://c007.wzu.edu.tw/datas/upload/files/distance%20project/2.%20106-1%20%E6%9C%83%E8%A8%88%E5%AD%B8(%E4%B8%80)%2001_PN1A%20%E6%9B%B9%E6%B7%91%E7%90%B3%E8%80%81%E5%B8%AB.pdf
http://c007.wzu.edu.tw/datas/upload/files/distance%20project/3.%20106-1%20%E5%9C%8B%E9%9A%9B%E4%BA%BA%E5%8A%9B%E8%B3%87%E6%BA%90%E7%AE%A1%E7%90%86%2001_PN3A%20%E6%A5%8A%E6%83%A0%E5%A8%A5%E8%80%81%E5%B8%AB.pdf
http://c007.wzu.edu.tw/datas/upload/files/distance%20project/4.%20106-1%20%E7%94%9F%E7%94%A2%E8%88%87%E4%BD%9C%E6%A5%AD%E7%AE%A1%E7%90%86%2001-PN3A%20%E8%94%A1%E6%8C%AF%E7%BE%A9%E8%80%81%E5%B8%AB.pdf
http://c007.wzu.edu.tw/datas/upload/files/distance%20project/5.%20106-1%20%E5%9C%8B%E9%9A%9B%E8%B2%BF%E6%98%93%E5%AF%A6%E5%8B%99%2001_PN30%20%E9%8D%BE%E4%BD%B3%E8%9E%8D%E8%80%81%E5%B8%AB.pdf
http://c007.wzu.edu.tw/datas/upload/files/distance%20project/1.%20106-1%20%E6%B3%95%E8%AA%9E%E6%9C%83%E8%A9%B1(%E4%B8%80)01_PF1-%20%E7%9B%A7%E5%AE%89%E7%90%AA%E8%80%81%E5%B8%AB.pdf
http://c007.wzu.edu.tw/datas/upload/files/distance%20project/2.%20106-1%20%E6%B3%95%E6%96%87%E9%96%B1%E8%AE%80%E8%88%87%E5%AF%AB%E4%BD%9C01_PF2%20%E8%96%9B%E5%90%8D%E7%90%84%E8%80%81%E5%B8%AB.pdf
http://c007.wzu.edu.tw/datas/upload/files/distance%20project/3.%20106-1%20%E6%B3%95%E5%9C%8B%E6%96%87%E5%8C%96%E8%88%87%E6%96%87%E6%98%8E01_PF3-%E7%8E%8B%E7%A7%80%E6%96%87%E8%80%81%E5%B8%AB.pdf
http://c007.wzu.edu.tw/datas/upload/files/distance%20project/4.%20106-1%20%E6%B3%95%E8%AA%9E%E5%8F%A3%E8%AA%9E%E8%A8%93%E7%B7%B401_PF3-%20%E8%91%89%E8%80%BF%E9%BA%9F%E8%80%81%E5%B8%AB-%E6%9E%97%E8%B1%AA%E6%A3%AE%E8%80%81%E5%B8%AB.pdf
http://c007.wzu.edu.tw/datas/upload/files/distance%20project/5.%20106-1%20%E6%B3%95%E6%96%87%E7%BF%BB%E8%AD%AF01-PF4-%E5%BE%90%E8%90%BD%E8%8C%B2%E8%80%81%E5%B8%AB.pdf
http://c007.wzu.edu.tw/datas/upload/files/distance%20project/1.%20106-1%E5%BE%B7%E6%96%87%E6%96%87%E6%B3%95%E8%88%87%E5%AF%AB%E4%BD%9C01_PG2-%E6%A5%8A%E8%88%92%E5%AA%9B%E8%80%81%E5%B8%AB.pdf
http://c007.wzu.edu.tw/datas/upload/files/distance%20project/2.%20106-1%20%E5%BE%B7%E6%96%87%E7%BF%BB%E8%AD%AF%2001_PG30-%E9%BB%83%E5%A3%AB%E5%85%83%E8%80%81%E5%B8%AB.pdf
http://c007.wzu.edu.tw/datas/upload/files/distance%20project/3.%20106-1%20%E5%BE%B7%E5%9C%8B%E6%96%87%E5%8C%96%E8%88%87%E6%96%87%E6%98%8E01%20_PG30-%E5%BC%B5%E5%98%89%E6%96%8C%E8%80%81%E5%B8%AB.pdf
http://c007.wzu.edu.tw/datas/upload/files/distance%20project/4.%20106-1%E5%BE%B7%E6%96%87%E6%96%87%E6%B3%95%E8%88%87%E4%BF%AE%E8%BE%AD01_PG3-%E8%AC%9D%E7%A2%A7%E5%A8%A5%E8%80%81%E5%B8%AB.pdf
http://c007.wzu.edu.tw/datas/upload/files/distance%20project/5.%20106-1%E9%A4%90%E6%97%85%E5%BE%B7%E6%96%8701_PG3-%E8%96%9B%E6%AC%A3%E6%80%A1%E8%80%81%E5%B8%AB.pdf
http://c007.wzu.edu.tw/datas/upload/files/distance%20project/1.%20106-1%20%E5%AF%A6%E7%94%A8%E8%A5%BF%E7%8F%AD%E7%89%99%E6%96%87(%E4%B8%80)01_PN10%20%E9%87%91%E8%B3%A2%E7%9C%9F%E8%80%81%E5%B8%AB.pdf
http://c007.wzu.edu.tw/datas/upload/files/distance%20project/2.%20106-1%20%E5%AF%A6%E7%94%A8%E8%A5%BF%E7%8F%AD%E7%89%99%E6%96%87(%E4%BA%8C)%2001_P20%20%E8%83%A1%E6%83%A0%E9%9B%B2%E8%80%81%E5%B8%AB.pdf
http://c007.wzu.edu.tw/datas/upload/files/distance%20project/3.%20106-1%20%E8%A5%BF%E7%8F%AD%E7%89%99%E6%96%87(%E4%B8%80)%2001_PS1-%E5%90%B3%E4%BB%99%E5%87%B0%E8%80%81%E5%B8%AB.pdf
http://c007.wzu.edu.tw/datas/upload/files/distance%20project/4.%20106-1%20%E8%A5%BF%E7%8F%AD%E7%89%99%E6%96%87(%E4%BA%8C)%2001_PS2-%E6%A5%8A%E9%9B%85%E5%AA%9B%E8%80%81%E5%B8%AB.pdf
http://c007.wzu.edu.tw/datas/upload/files/distance%20project/5.%20106-1%20%E8%A5%BF%E7%8F%AD%E7%89%99%E8%AA%9E%E8%81%BD%E8%AC%9B%E7%B7%B4%E7%BF%92(%E4%B8%80)%2001_PS1%20%E9%BE%94%E6%9B%B8%E5%87%A1%E8%80%81%E5%B8%AB.pdf
http://c007.wzu.edu.tw/datas/upload/files/distance%20project/6.%20106-1%20%E8%A5%BF%E7%8F%AD%E7%89%99%E6%96%87%E9%96%B1%E8%AE%80%E8%88%87%E7%BF%92%E4%BD%9C(%E4%B8%80)01_PS2-%E5%91%82%E9%83%81%E5%A9%B7%E8%80%81%E5%B8%AB.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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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四技西文二 
西班牙語聽講練習

(二)  
西班牙語文系 學年 必修 2 劉惠風 下載 

進四技日文一Ｂ 日文（一） 日本語文系 學年 必修 4 孫逸珊 下載 

進四技日文二Ｂ 日文（二） 日本語文系 學年 必修 4 張光明 下載 

進四技日文一Ａ 日語發音與聽力練習  日本語文系 學年 必修 2 黃思瑋 下載 

進四技日文一Ａ 日語會話（一） 日本語文系 學年 必修 2 童鳳環 下載 

進四技日文一Ｂ 日語會話（一） 日本語文系 學年 必修 2 高聖洋 下載 

進四技日文四年級 日文寫作  日本語文系 學年 必修 2 方斐麗 下載 

進四技國際商務英

語二 
歷代文選 應用華語文系 學年 必修 2 陳文豪 下載 

進四技國際觀光與

會展二 
歷代文選  應用華語文系 學年 必修 2 林雪鈴 下載 

進四技英文二Ａ 歷代文選  應用華語文系 學年 必修 2 戴俊芬 下載 

進四技英文二Ｂ 歷代文選  應用華語文系 學年 必修 2 鐘明彥 下載 

進四技英文二Ｃ 歷代文選  應用華語文系 學年 必修 2 陳智賢 下載 

進四技法文二 歷代文選  應用華語文系 學年 必修 2 張文彥 下載 

進四技德文二 歷代文選  應用華語文系 學年 必修 2 陳智賢 下載 

進四技日文二Ａ 歷代文選  應用華語文系 學年 必修 2 戴俊芬 下載 

進四技日文二Ｂ 歷代文選  應用華語文系 學年 必修 2 鐘明彥 下載 

進四技國企管二Ａ 歷代文選 應用華語文系 學年 必修 2 林雪鈴 下載 

進四技西文二 歷代文選  應用華語文系 學年 必修 2 陳文豪 下載 

進四技共同三 中國語文運用  應用華語文系 學期 必修 2 林建勳 下載 

進四技共同三 中國語文運用  應用華語文系 學期 必修 2 林景蘇 下載 

進四技共同三 
西洋五十幅名畫與十

五位畫家  
應用華語文系 學期 選修 2 林翠雲 下載 

進四技共同三 中國藝術專題與賞析  應用華語文系 學期 選修 2 林翠雲 下載 

http://c007.wzu.edu.tw/datas/upload/files/distance%20project/7.%20106-1%E8%A5%BF%E7%8F%AD%E7%89%99%E8%AA%9E%E8%81%BD%E8%AC%9B%E7%B7%B4%E7%BF%92(%E4%BA%8C)01_PS2-%E5%8A%89%E6%83%A0%E9%A2%A8%E8%80%81%E5%B8%AB.pdf
http://c007.wzu.edu.tw/datas/upload/files/distance%20project/1.%20106-1%20%E6%97%A5%E6%96%87(%E4%B8%80)03_PJ10-%E5%AD%AB%E9%80%B8%E7%8F%8A.pdf
http://c007.wzu.edu.tw/datas/upload/files/distance%20project/2.%20106-1%20%E6%97%A5%E6%96%87(%E4%BA%8C)01_PJ2B%20%E5%BC%B5%E5%85%89%E6%98%8E%E8%80%81%E5%B8%AB.pdf
http://c007.wzu.edu.tw/datas/upload/files/distance%20project/3.%20106-1%20%E6%97%A5%E8%AA%9E%E7%99%BC%E9%9F%B3%E8%88%87%E8%81%BD%E5%8A%9B%E7%B7%B4%E7%BF%9201_PJ1A-%E9%BB%83%E6%80%9D%E7%91%8B%E8%80%81%E5%B8%AB.pdf
http://c007.wzu.edu.tw/datas/upload/files/distance%20project/4.%20106-1%20%E6%97%A5%E8%AA%9E%E6%9C%83%E8%A9%B1(%E4%B8%80)01_PJ1A-%E7%AB%A5%E9%B3%B3%E7%92%B0%E8%80%81%E5%B8%AB.pdf
http://c007.wzu.edu.tw/datas/upload/files/distance%20project/5.%20106-1%20%E6%97%A5%E8%AA%9E%E6%9C%83%E8%A9%B1(%E4%B8%80)01_PJ1B%20%E9%AB%98%E8%81%96%E6%B4%8B%E8%80%81%E5%B8%AB.pdf
http://c007.wzu.edu.tw/datas/upload/files/distance%20project/6.%20106-1%20%E6%97%A5%E6%96%87%E5%AF%AB%E4%BD%9C(%E4%B8%80)03_PJ40-%E6%96%B9%E6%96%90%E9%BA%97%E8%80%81%E5%B8%AB.pdf
http://c007.wzu.edu.tw/datas/upload/files/distance%20project/1.%20106-1%20%E6%AD%B7%E4%BB%A3%E6%96%87%E9%81%B801_PB2-%20%E9%99%B3%E6%96%87%E8%B1%AA%E8%80%81%E5%B8%AB.pdf
http://c007.wzu.edu.tw/datas/upload/files/distance%20project/2.%20106-1%20%E6%AD%B7%E4%BB%A3%E6%96%87%E9%81%B801_PT2-%E6%9E%97%E9%9B%AA%E9%88%B4%E8%80%81%E5%B8%AB.pdf
http://c007.wzu.edu.tw/datas/upload/files/distance%20project/3.%201061-%20%E6%AD%B7%E4%BB%A3%E6%96%87%E9%81%B801_PE2A-%E6%88%B4%E4%BF%8A%E8%8A%AC%E8%80%81%E5%B8%AB.pdf
http://c007.wzu.edu.tw/datas/upload/files/distance%20project/4.%20106-1%20%E6%AD%B7%E4%BB%A3%E6%96%87%E9%81%B801_PE2B-%E9%90%98%E6%98%8E%E5%BD%A5%E8%80%81%E5%B8%AB.pdf
http://c007.wzu.edu.tw/datas/upload/files/distance%20project/5.%20106-1%20%E6%AD%B7%E4%BB%A3%E6%96%87%E9%81%B801_PE2C-%E9%99%B3%E6%99%BA%E8%B3%A2%E8%80%81%E5%B8%AB.pdf
http://c007.wzu.edu.tw/datas/upload/files/distance%20project/6.%20106-1%20%E6%AD%B7%E4%BB%A3%E6%96%87%E9%81%B801_PF2%20%E5%BC%B5%E6%96%87%E5%BD%A5%E8%80%81%E5%B8%AB.pdf
http://c007.wzu.edu.tw/datas/upload/files/distance%20project/7.%20106-1%20%E6%AD%B7%E4%BB%A3%E6%96%87%E9%81%B801_PG2-%E9%99%B3%E6%99%BA%E8%B3%A2%E8%80%81%E5%B8%AB.pdf
http://c007.wzu.edu.tw/datas/upload/files/distance%20project/8.%201061-%20%E6%AD%B7%E4%BB%A3%E6%96%87%E9%81%B801_PJ2A-%E6%88%B4%E4%BF%8A%E8%8A%AC%E8%80%81%E5%B8%AB.pdf
http://c007.wzu.edu.tw/datas/upload/files/distance%20project/9.%20106-1%20%E6%AD%B7%E4%BB%A3%E6%96%87%E9%81%B801_PJ2B-%E9%90%98%E6%98%8E%E5%BD%A5%E8%80%81%E5%B8%AB.pdf
http://c007.wzu.edu.tw/datas/upload/files/distance%20project/10.%20106-1%20%E6%AD%B7%E4%BB%A3%E6%96%87%E9%81%B801_PN2A-%E6%9E%97%E9%9B%AA%E9%88%B4%E8%80%81%E5%B8%AB.pdf
http://c007.wzu.edu.tw/datas/upload/files/distance%20project/11.%20106-1%20%E6%AD%B7%E4%BB%A3%E6%96%87%E9%81%B801_PS2-%20%E9%99%B3%E6%96%87%E8%B1%AA%E8%80%81%E5%B8%AB.pdf
http://c007.wzu.edu.tw/datas/upload/files/distance%20project/12.%20106-1%20%E4%B8%AD%E5%9C%8B%E8%AA%9E%E6%96%87%E9%81%8B%E7%94%A801_PA30-%E6%9E%97%E5%BB%BA%E5%8B%B3%E8%80%81%E5%B8%AB.pdf
http://c007.wzu.edu.tw/datas/upload/files/distance%20project/13.%20106-1%20%E4%B8%AD%E5%9C%8B%E8%AA%9E%E6%96%87%E9%81%8B%E7%94%A802_PA30-%E6%9E%97%E6%99%AF%E8%98%87%E8%80%81%E5%B8%AB.pdf
http://c007.wzu.edu.tw/datas/upload/files/distance%20project/14.%20106-1%20%E8%A5%BF%E6%B4%8B%E4%BA%94%E5%8D%81%E5%B9%85%E5%90%8D%E7%95%AB%E8%88%87%E5%8D%81%E4%BA%94%E4%BD%8D%E7%95%AB%E5%AE%B6%2001_PA30%20%E6%9E%97%E7%BF%A0%E9%9B%B2%E8%80%81%E5%B8%AB.pdf
http://c007.wzu.edu.tw/datas/upload/files/distance%20project/15.%20106-1%20%E4%B8%AD%E5%9C%8B%E8%97%9D%E8%A1%93%E5%B0%88%E9%A1%8C%E8%88%87%E8%B3%9E%E6%9E%9001_PA30%20%20%E6%9E%97%E7%BF%A0%E9%9B%B2%E8%80%81%E5%B8%AB.pdf


開課班級 科目名稱 開課單位 開課別 修習別 
學

分 

任課 

教師 

教學

計劃 

進四技國際商務英

語一 
電腦多媒體應用 

數位內容應用與

管理系 
學期 必修 2 邱菊添 下載 

進四技國際觀光與

會展一 
電腦多媒體應用  

數位內容應用與

管理系 
學期 必修 2 邱菊添 下載 

進四技日文一Ａ 電腦多媒體應用  
數位內容應用與

管理系 
學期 必修 2 郭大維 下載 

進四技日文一Ｂ 電腦多媒體應用  
數位內容應用與

管理系 
學期 必修 2 陳泰良 下載 

進四技國企管一Ａ 電腦多媒體應用 
數位內容應用與

管理系 
學期 必修 2 陳泰良 下載 

進四技英文一Ａ 資訊概論  
數位內容應用與

管理系 
學期 必修 2 楊雄斌 下載 

進四技英文一Ｂ 資訊概論  
數位內容應用與

管理系 
學期 必修 2 梁丁文 下載 

進四技英文一Ｃ 資訊概論 
數位內容應用與

管理系 
學期 必修 2 戚振中 下載 

進四技法文一 資訊概論 
數位內容應用與

管理系 
學期 必修 2 楊雄斌 下載 

進四技德文一 資訊概論 
數位內容應用與

管理系 
學期 必修 2 李玉雯 下載 

進四技西文一 資訊概論 
數位內容應用與

管理系 
學期 必修 2 梁丁文 下載 

進四技共同四 古典音樂入門  通識教育中心 學期 選修 2 宮芳辰 下載 

進四技通識課程一 浪漫的時代與音樂  通識教育中心 學期 必修 2 宮芳辰 下載 

進四技通識課程二 歷史文化與生活專題  通識教育中心 學期 必修 2 謝忠志 下載 

進四技通識課程三 環境與人  通識教育中心 學期 必修 2 黑正明 下載 

進四技通識課程三 實用勞動法規  通識教育中心 學期 必修 2 郭慧根 下載 

進二技英文三Ａ 全人發展 (一)  吳甦樂教育中心 學期 必修 2 陳立言 下載 

進二技英文三Ｂ 全人發展 (一)  吳甦樂教育中心 學期 必修 2 黃德芳 下載 

進四共同四 鄭子太極拳 37 式 體育教學中心 學期 選修 2 陳麗蘋 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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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007.wzu.edu.tw/datas/upload/files/distance%20project/9.%20106-1%20%E8%B3%87%E8%A8%8A%E6%A6%82%E8%AB%96%2001_PF1-%E6%A5%8A%E9%9B%84%E6%96%8C%20%E8%80%81%E5%B8%AB.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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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007.wzu.edu.tw/datas/upload/files/distance%20project/9.%20106-1%20%E8%B3%87%E8%A8%8A%E6%A6%82%E8%AB%96%2001_PF1-%E6%A5%8A%E9%9B%84%E6%96%8C%20%E8%80%81%E5%B8%AB.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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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007.wzu.edu.tw/datas/upload/files/distance%20project/1.%20106-1%20%E5%8F%A4%E5%85%B8%E9%9F%B3%E6%A8%82%E5%85%A5%E9%96%8001_PA40-%E5%AE%AE%E8%8A%B3%E8%BE%B0%E8%80%81%E5%B8%AB.pdf
http://c007.wzu.edu.tw/datas/upload/files/distance%20project/2.%20106-1%20%E6%B5%AA%E6%BC%AB%E7%9A%84%E6%99%82%E4%BB%A3%E8%88%87%E9%9F%B3%E6%A8%8201_PY10-%E5%AE%AE%E8%8A%B3%E8%BE%B0%E8%80%81%E5%B8%AB.pdf
http://c007.wzu.edu.tw/datas/upload/files/distance%20project/3.%20106-1%20%E6%AD%B7%E5%8F%B2%E6%96%87%E5%8C%96%E8%88%87%E7%94%9F%E6%B4%BB%E5%B0%88%E9%A1%8C01_PY20%20%E8%AC%9D%E5%BF%A0%E5%BF%97%E8%80%81%E5%B8%AB.pdf
http://c007.wzu.edu.tw/datas/upload/files/distance%20project/4.%20106-1%20%E7%92%B0%E5%A2%83%E8%88%87%E4%BA%BA%2001_PY30-%E9%BB%91%E6%AD%A3%E6%98%8E%E8%80%81%E5%B8%AB.pdf
http://c007.wzu.edu.tw/datas/upload/files/distance%20project/5.%20106-1%20%E5%AF%A6%E7%94%A8%E5%8B%9E%E5%8B%95%E6%B3%95%E8%A6%8F01_PY30%20%E9%83%AD%E6%85%A7%E6%A0%B9%E8%80%81%E5%B8%AB.pdf
http://c007.wzu.edu.tw/datas/upload/files/distance%20project/1.%20106-1%E5%85%A8%E4%BA%BA%E7%99%BC%E5%B1%9501_NE3A-%E9%99%B3%E7%AB%8B%E8%A8%80%E8%80%81%E5%B8%AB.pdf
http://c007.wzu.edu.tw/datas/upload/files/distance%20project/2.%20106-1%E5%85%A8%E4%BA%BA%E7%99%BC%E5%B1%9501_NE3B-%E9%BB%83%E5%BE%B7%E8%8A%B3%E8%80%81%E5%B8%AB.pdf
http://c007.wzu.edu.tw/datas/upload/files/distance%20project/1.%201061%E9%84%AD%E5%AD%90%E5%A4%AA%E6%A5%B5%E6%8B%B3-%E9%99%B3%E9%BA%97%E8%98%8B%E8%80%81%E5%B8%AB.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