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108學年度)夏季學院-課程資訊 

課號 開課學校 課程名稱(中文) 學分數 上課地點 授課教師 認抵領域 認抵學期 

20S1041 國立屏東大學 美學與實踐 2 國立屏東大學民生校區 賀瑞麟 跨領域整合類 108 學年度第 3 學期 

20M1083 中山醫學大學 從電影看日本思想與文化 2 中山醫學大學 林盈銓 人文類 108 學年度第 3 學期 

20M1018 交通大學 文學的生命關懷 2 國立交通大學 王月秀 人文類 108 學年度第 3 學期 

20N2052 臺北市立大學 生命之歌-跨領域的自我民族誌 2 國立臺灣大學 姜敏君 人文類 108 學年度第 3 學期 

20N2040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電影藝術的四個關鍵字 2 國立臺灣大學 李達義 
跨領域整合類，本

校電影系不得選修 
108 學年度第 3 學期 

20N2007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跨文化溝通與翻譯實務 2 國立臺灣大學 林怡安 

僅認抵為本校校定

選修學分，無法認

抵為通識學分 

108 學年度第 3 學期 

20N2033 中國科技大學 旅遊文學賞析 2 國立臺灣大學 陳貴麟 人文類 108 學年度第 3 學期 

20S2094 國立成功大學 流行音樂賞析與實務 2 國立成功大學光復校區 楊金峯 

跨領域整合類，本

校音樂系、國樂系

不得選修 

108 學年度第 3 學期 

20N2053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愛情文學你我他 2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柯香君 人文類 108 學年度第 3 學期 

20N2054 國立臺灣大學 英文寫作基礎 2 國立臺灣大學 黃翊之 

僅認抵為本校校定

選修學分，無法認

抵為通識學分 

108 學年度第 3 學期 

20M1107 國立清華大學 空間的社會與文化分析 2 國立臺灣大學 吳哲良 社會類 108 學年度第 3 學期 

20M1068 國立中正大學 人權與法律 2 國立臺灣大學 謝國欣 社會類 108 學年度第 3 學期 

20M1021 靜宜大學 公民社會與社會創新 2 靜宜大學 余健慈 社會類 108 學年度第 3 學期 

20N2065 國立臺北大學 多元文化與社會正義 2 國立臺灣大學 王冠生 社會類 108 學年度第 3 學期 

20N2028 銘傳大學 國家與市場 2 銘傳大學 楊穎超 社會類 108 學年度第 3 學期 

20M1096 大葉大學 生物科技與生命倫理 2 國立臺灣大學 張淑微 自然科技類 108 學年度第 3 學期 

20N2111 東吳大學 法律與人生 2 東吳大學城中校區 楊奕華 社會類 108 學年度第 3 學期 

20S1035 國立高雄大學 環境倫理與美學 2 國立高雄大學 林淑文 自然科技類 108 學年度第 3 學期 

20N2088 臺北醫學大學 認識經典-夢的解析及其運用 2 國立臺灣大學 林彥妤 社會類 108 學年度第 3 學期 

20N2032 中國科技大學 藝術的數學密碼 2 國立臺灣大學 徐惠莉 跨領域整合類 108 學年度第 3 學期 

20S2091 文藻外語大學 感官饗宴與生活文化 2 文藻外語大學 謝忠志 跨領域整合類 108 學年度第 3 學期 

20N2100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科技倫理 2 國立臺灣大學 劉啟民 自然科技類 108 學年度第 3 學期 

20N2084 馬偕醫學院 認識常見疾病與養生保健 2 國立臺灣大學 廖恩慈 自然科技類 108 學年度第 3 學期 

20M1002 國立中興大學 多元文化在臺灣 2 國立中興大學 吳政憲 人文類 108 學年度第 3 學期 

20N2086 臺北醫學大學 三國演義與生命智慧 2 臺北醫學大學 韓德彥 人文類 108 學年度第 3 學期 

20S2090 義守大學 別再說你不懂國際禮儀-時尚新顯學 2 義守大學 汪芷榆 社會類 108 學年度第 3 學期 

20N2078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當代科技的健康效應 2 國立臺灣大學 林基興 自然科技類 108 學年度第 3 學期 

20N2014 
中國文化大學、 

玄奘大學 
幸福心理學 2 國立臺灣大學 

陳柏霖 

高旭繁 
社會類 108 學年度第 3 學期 

20N2056 國立臺北大學 流行病學與健康生活 2 國立臺灣大學 陳介然 自然科技類 108 學年度第 3 學期 

20N2011 中國文化大學 物理學與創意思考 2 國立臺灣大學 鄒忠毅 自然科技類 108 學年度第 3 學期 

20N2067 國立東華大學 
王陽明帶你打土匪： 

認識陽明學來探險你的人生 
3 國立臺灣大學 陳復 社會類 108 學年度第 3 學期 

20M1071 國立中正大學 機器人探索與應用 2 國立中正大學 范崇碩 自然科技類 108 學年度第 3 學期 

20N2080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臨終關懷與生命教育 2 國立臺灣大學 
林飛燕 

 董雪華 
社會類 108 學年度第 3 學期 

20N2023 國立臺灣大學 計算機程式設計 2 國立臺灣大學 鄭士康 自然科技類 108 學年度第 3 學期 



課號 開課學校 課程名稱(中文) 學分數 上課地點 授課教師 認抵領域 認抵學期 

20N2003 淡江大學 生命科學:人體的奧秘 2 淡江大學 陳銘凱 自然科技類 108 學年度第 3 學期 

20N1116 國立臺灣大學 全球治理與貪腐 2 國防大學 
李財坤 

葛傳宇 
社會類 108 學年度第 3 學期 

20M1095 大葉大學 音樂風格與詮釋 2 國立臺灣大學 
宋秀娟 

呂承佑 

跨領域整合類，本

校音樂系、國樂系

不得選修 

108 學年度第 3 學期 

 

 

 

 

 

 

 

 

 

 

夏季學院課程資訊請上：http://www.n2.org.tw/enter/main 

 
￭ 報名時間：請參閱夏季學院網站公告。 

   第一階段：109/05/04 (一) 12:00 至 109/05/08 (五) 17:00 

   第二階段：109/05/25 (一) 12:00 至 109/05/29 (五) 17:00 

   第三階段：109/06/15 (一) 12:00 至 109/06/17 (三) 17:00 

 

￭ 報名方式：http://www.n2.org.tw/enter/document_introduce/2 

   一、採線上報名方式，請點選夏季學院線上系統進行報名及選課。 

   二、完成選課後，所有報名者不分學校、系級，由系統依志願序分發課程， 

           進行亂數抽選 (並非先搶先贏)，分發優先次序為： 

          1. 夥伴學校學士班在學學生 

          2. 夥伴學校碩士班及博士班在學學生 

          3.未簽署協議學校之在學學生。 

   三、線上報名時可選擇多門課程，但含已完成繳費課程及當階段分發課程數加總至多3 門課。 

 

￭ 收費說明：由國立臺灣大學統一辦理行政事務管理費收繳。 

           1. 本校為已簽署協議之大學，實體課程每學分700元。中、低收入戶或清寒學生且修課成績及格者，請於課程結束後一個 

               月內登入「夏季學院線上系統 - 繳費與退費」申請退費，申請步驟請參閱夏季學院線上系統。 

          2.非簽署協議之大學校院學生之實體課程每學分 1,750元。 

          3.完成報名繳費後，課程因故未能開班上課，將退還已繳費用；報名選課結束後，若因個人因素辦理停修，將不予退費。 

          4.依國立臺灣大學該校規定，退費需提供選課學生本人金融機構帳號進行匯款作業，無法受理其他方式退費。 

                                                                                     

                                                                                                 歡迎來通識中心索取課程資訊，如有任何問題，請以夏季學院網站公告為準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    TEL: 02-2272-2181ext2431 凃曉怡助教 

http://www.n2.org.tw/enter/main
http://www.n2.org.tw/enter/document_introduce/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