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夏季學院 45門 課程資訊 
課程編號 開課學校 課程名稱 學分數 上課地點 授課教師 認抵領域       (  109-3 學期) 

21M1054 大葉大學 音樂風格與詮釋 2 國立臺灣大學 宋秀娟、呂承祐 
跨領域整合類，本校音樂

系、國樂系不得選修 

21M1018 中原大學 科技.影像與社會 2 國立臺灣大學 葉致微 自然科技類 

21N1019 中國文化大學 圖像中的藝術與文化 2 國立臺灣大學 連啟元 人文類 

21N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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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N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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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N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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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M1053 中國醫藥大學 知性的呼喚：探索自然與科學革命的故事 2 中國醫藥大學 梁育⺠ 自然科技類 

21N1075 東吳大學 法律與人生 2 東吳大學 楊奕華 社會類 

21N1035 真理大學 棒球場上的物理學 2 國立臺灣大學 李中傑 自然科技類 

21N1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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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S1064 國立中正大學 臺灣⺠間信仰與生命關懷 2 國立中正大學 蘇全正 社會類 

21S1065 國立中正大學 人權與法律 2 國立臺灣大學 謝國欣 社會類 

21S1068 國立中正大學 機器人探索與應用 2 嘉義女中 范崇碩 自然科技類 

21M1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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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S1047 國立成功大學 微製程原來很簡單 2 國立成功大學 涂庭源 自然科技類 

21S1048 國立成功大學 流行音樂賞析與實務 2 國立成功大學 楊金峯 
跨領域整合類，本校音樂

系、國樂系不得選修 

21S1049 
國立宜蘭大學、 

國立臺灣大學 
戲曲文創：歌仔戲嬉遊記 2 國立宜蘭大學 林湘敏、謝筱玫 跨領域整合類 

21S1055 國立東華大學 王陽明帶你打土匪：認識心學來探險你的人生 3 國立臺灣大學 陳復 社會類 

21S1050 國立高雄大學 技術哲學導論 2 國立高雄大學 洪靖 自然科技類 

21M1059 國立清華大學 文學經典：《詩經》選讀 2 國立清華大學 王月秀 人文類 

21N1043 國立臺北大學 家庭與醫學 2 國立臺灣大學 陳介然 自然科技類 

21N1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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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N1004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希臘羅馬神話 2 國立臺灣大學 簡士捷 人文類 

21N1070 國立臺灣大學 臺灣電影與臺灣社會 2 國立臺灣大學 郭任峯 社會類 

21N1071 國立臺灣大學 英文寫作基礎 2 國立臺灣大學 陳翊齊 
僅認抵為本校校訂選修學

分，無法認抵為通識學分 

21N1074 
國立臺灣大學、 

慈濟大學 
災害風險管理 2 國立臺灣大學 

黃尹男、潘宗毅 

江允智 
自然科技類 

21N1076 國立臺灣大學 影視幕後的商業運作 2 國立臺灣大學 馮勃翰 社會類 

21N1078 國立臺灣大學 改變歷史的生物 2 國立臺灣大學 曹順成 自然科技類 

21N1039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從韓流文化看韓國社會 2 國立臺灣大學 黃身安 社會類 

21N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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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N1042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邏輯思考與應用 2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王銀國 自然科技類 

21N1013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國際關係—從普立茲獎看天下 2 國立臺灣大學 葛傳宇 社會類 

21N1014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戲劇概論 3 國立臺灣大學 李其昌 
跨領域整合類，本校戲劇系

不得選修 

21M1009 國立聯合大學 基本人權專題 2 國立臺灣大學 高樹人 社會類 

21N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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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S1046 慈濟大學  食安陪審團：團結推動 PGS 參與式保障系統 2 慈濟大學  江允智、邱奕儒 社會類 

21S1002 義守大學 臨終與死亡的社會議題 2 義守大學 謝幸燕 社會類 

21N1028 臺北市立大學 危機管理與生活 3 國立臺灣大學 姚祥瑞 社會類 

21N1033 臺北市立大學 生命之歌-跨領域的自我書寫研究初探 2 國立臺灣大學 姜敏君 人文類 

21N1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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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N1001 醒吾科技大學 生活經濟學 2 國立臺灣大學 譚經緯 社會類 

21M1023 靜宜大學 國際關係與現勢 2 靜宜大學 余健慈 社會類 



課程編號 開課學校 課程名稱 學分數 上課地點 授課教師 認抵領域       (  109-3 學期) 

21N1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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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N1072 國立臺灣大學 東亞儒家：人文精神              〔遠距課程〕 2 國立臺灣大學 黃俊傑 人文類 

21N1073 國立臺灣大學 唐詩新思路                              〔遠距課程〕 1 國立臺灣大學 歐麗娟 人文類 

21N1079 國立臺灣大學 毒道之處：食品安全              〔遠距課程〕 2 國立臺灣大學 姜至剛 自然科技類 

 

 

 
 

 

 

 

 

 

 

 

夏季學院課程資訊，詳細內容請參閱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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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4/28 (三) 12:00 至 110/05/03 (⼀) 17:00 

   第二階段：110/05/19 (三) 12:00 至 110/05/24 (⼀) 17:00 

   第三階段：110/06/09 (三) 12:00 至 110/06/15 (五) 1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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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為夥伴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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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