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藻外語大學 109學年度第1學期 進修部學生跨日間部選課 未通過名單

學號 選課代碼 科目名稱 開課班級 審核狀態 審核意見

2104200045 0248 英國文學 日四技英文二年級 額滿

2104204117 0995 翻譯實務 日四技日文四年級 額滿

2104204117 0994 經貿日文 日四技日文四年級 額滿

2104204117 0992 新聞聽力 日四技日文四年級 額滿

2104204123 0961 台灣觀光景點日語導覽 日四技日文三年級 人數已額滿

2105203036 1439 紅樓夢選讀 日四技共同二 額滿

2105203036 1407 主持技巧與口語表達 日四技共同 額滿

2105203038 1678 西語電影與政治社會(一) 日四技西文三年級 請親洽系辦說明

2105203038 1285 西文商業書信 日四技西文三年級 人數額滿

2105203042 1298 拉丁美洲歷史與文化 日四技西文四年級 教師不加簽

2105203042 1281 商務西文 (一) 日四技西文三年級 人數額滿

2105203042 1285 西文商業書信 日四技西文三年級 人數額滿

2105203045 1424 義大利文(一) 日四技共同一 額滿

2105203045 1445 基礎法文 日四技共同三 額滿

2105203061 0001 中國藝術欣賞入門 日四技應華一年級 額滿

2105204146 0923 日本歷史 日四技日文二年級 人數已額滿

2105207013 0001 中國藝術欣賞入門 日四技應華一年級 額滿

2106200077 0249 英語教學法概論 日四技英文二年級 額滿

2106200081 0249 英語教學法概論 日四技英文二年級 額滿

2106200083 1425 義大利文(一) 日四技共同一 額滿

2106200110 0954 日語語法 日四技日文三年級 額滿

2106200110 1381 第二外語(二) 日四技翻譯四年級 額滿

2106200114 1413 易經與生活藝術 日四技共同一 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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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號 選課代碼 科目名稱 開課班級 審核狀態 審核意見

2106200186 1400 俄文(一) 日四技共同 額滿

2106200196 1643 國際經濟 全英語商管學分學程 額滿

2106200196 1405 影像媒體製作 日四技共同 額滿

2106200203 1149 電影藝術 數位傳播學分學程 額滿

2106200203 1407 主持技巧與口語表達 日四技共同 額滿

2106201007 1400 俄文(一) 日四技共同 額滿

2106201009 1400 俄文(一) 日四技共同 額滿

2106201031 1131 東南亞與台灣 東南亞語言與產業學分學程 額滿

2106201050 1929 心靈彩繪療育 日四技共同 (審核中)
2106201050 1153 華人社會與文化 華語文教學學分學程 額滿

2106201050 1407 主持技巧與口語表達 日四技共同 額滿

2106202001 0249 英語教學法概論 日四技英文二年級 額滿

2106202027 0073 西洋藝術 日四技傳藝一年級 額滿

2106202027 1439 紅樓夢選讀 日四技共同二 額滿

2106202043 1437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

國防政策
日四技共同二 額滿

2106203040 1134 初級越南語一 東南亞語言與產業學分學程 額滿

2106203040 1405 影像媒體製作 日四技共同 額滿

2106203063 1285 西文商業書信 日四技西文三年級 教師不加簽

2106203070 1285 西文商業書信 日四技西文三年級 人數額滿

2106203071 1300 西文大眾傳播 (一) 日四技西文四年級
進修部有其他選修課程可修

習

2106203072 1285 西文商業書信 日四技西文三年級 人數額滿

2106203072 1682 俄文(一) 日四技共同 額滿

2106203075 1298 拉丁美洲歷史與文化 日四技西文四年級 教師不加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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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號 選課代碼 科目名稱 開課班級 審核狀態 審核意見

2106204040 1385
虛擬教材與應用開發實務

(二)
虛擬教材與應用開發人才培

育學分學程
額滿

2106204140 0923 日本歷史 日四技日文二年級 人數已額滿

2106207044 1112 國際企業併購 日四技國企管四年級

此一課程為本系高階專業課

程，進修部同學可能有學習

的困難，建議先詢問授課老

師課程難易度是否適合選

修。

2106208006 1413 易經與生活藝術 日四技共同一 額滿

2106208007 0181 動畫分鏡劇本設計 日四技數位三年級 額滿

2106208007 0860 國際關係 日四技國事二年級 額滿

2106208022 1413 易經與生活藝術 日四技共同一 額滿

2107100061 1282 觀光西文 (一) 日四技西文三年級 額滿

2107100061 1280 西班牙歷史與文化 日四技西文三年級 已額滿

2107100101 1282 觀光西文 (一) 日四技西文三年級 額滿

2107100101 1280 西班牙歷史與文化 日四技西文三年級 已額滿

2107100134 1407 主持技巧與口語表達 日四技共同 額滿

2107100134 0132 當代華語電影賞析 日四技傳藝三年級 額滿

2107200155 1442 高雄文化探索 日四技共同二 額滿

2107200174 1442 高雄文化探索 日四技共同二 額滿

2107200229 1453
知天下事-英文國際媒體
閱聽讀析

日四技共同三 額滿

2107202061 1132 東南亞歷史與文化 東南亞語言與產業學分學程 額滿

2107202062 1132 東南亞歷史與文化 東南亞語言與產業學分學程 額滿

2107202063 1425 義大利文(一) 日四技共同一 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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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號 選課代碼 科目名稱 開課班級 審核狀態 審核意見

2107209015 0958 基礎翻譯 日四技日文三年級 額滿

2107209015 0954 日語語法 日四技日文三年級 額滿

2107209015 0950 口譯入門 日四技日文三年級 額滿

2107209042 1058 韓國歷史
韓國語言文化與產業學分學

程

跨部修上

限8.00

2108100030 0597 兒童英語活動教學 日四技外教三年級
跨部修上

限8.00
2108100031 1405 影像媒體製作 日四技共同 額滿

2108100068 1132 東南亞歷史與文化 東南亞語言與產業學分學程 額滿

2108100116 0295 英文文法教學實務及演練 日四技英文四年級
跨部修上

限8.00
2108200083 1640 亞洲文化藝術博物館教育 日四技共同三 額滿

2108201040 1417 韓文(一) 日四技共同一 額滿

2108203033 0858 企業管理概論 日四技國事二年級 額滿

2108204007 0096 數位影像設計 日四技傳藝二年級 額滿

2108204049 1215 認識PYTHON
智慧人文跨域整合設計微學

分學程
額滿

2108204132 0923 日本歷史 日四技日文二年級 人數已額滿

2108222038 0171 數位音樂製作 日四技數位二年級 額滿

2109100020 1632 領隊實務 商務與觀光導覽學分學程 額滿

2109100020 1134 初級越南語一 東南亞語言與產業學分學程 額滿

2109100020 1407 主持技巧與口語表達 日四技共同 額滿

2109100021 1132 東南亞歷史與文化 東南亞語言與產業學分學程 額滿

2109100053 1453
知天下事-英文國際媒體
閱聽讀析

日四技共同三 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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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號 選課代碼 科目名稱 開課班級 審核狀態 審核意見

2109100060 0072 播音技巧訓練 日四技傳藝一年級 額滿

2109100061 1407 主持技巧與口語表達 日四技共同 額滿

2109100080 1132 東南亞歷史與文化 東南亞語言與產業學分學程 額滿

2109100080 1131 東南亞與台灣 東南亞語言與產業學分學程 額滿

2109100106 1149 電影藝術 數位傳播學分學程 額滿

2109200018 1407 主持技巧與口語表達 日四技共同 額滿

2109200020 1416 韓文(一) 日四技共同一 額滿

2109200024 0001 中國藝術欣賞入門 日四技應華一年級 額滿

2109200027 1416 韓文(一) 日四技共同一 額滿

2109200027 0147 素描 日四技數位一年級 額滿

2109200037 1424 義大利文(一) 日四技共同一 額滿

2109200037 1416 韓文(一) 日四技共同一 額滿

2109200037 1411 基礎西班牙文(一) 日四技共同一 人數額滿

2109200041 1416 韓文(一) 日四技共同一 額滿

2109200042 1215 認識PYTHON
智慧人文跨域整合設計微學

分學程
額滿

2109200156 1410 基礎西班牙文(一) 日四技共同一 人數額滿

2109201002 1423 義大利文(一) 日四技共同一 額滿

2109201002 1358 第二外語(一) 日四技翻譯一年級 額滿

2109201005 1414 韓文(一) 日四技共同一 額滿

2109201005 0027 繪本文本創作 日四技應華二年級 額滿

2109201014 1425 義大利文(一) 日四技共同一 額滿

2109202006 1632 領隊實務 商務與觀光導覽學分學程 額滿

2109207901 0037 影視編劇 日四技應華三年級 額滿

2109207901 0279 口譯技巧入門 日四技英文三年級 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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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號 選課代碼 科目名稱 開課班級 審核狀態 審核意見

2109207902 1112 國際企業併購 日四技國企管四年級

國際企業併購是本系高年級

課程，建議一年級學生應先

修習基礎課程，避免產生學

習障礙。

2109207902 1403
猶太文化入門(一)：意第
緒語

日四技共同 額滿

2109221008 1391 基礎日文 日二技共同三 額滿

2109221009 0135 媒體後製與影像包裝 日四技傳藝四年級 額滿

2109221009 1298 拉丁美洲歷史與文化 日四技西文四年級 教師不加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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