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  SOS！暑期線上學院Summer Online School -課程資訊 

編號 開課學校 課程名稱(中文) 學分數 授課教師 認抵領域 認抵學期 

01 大葉大學 真正解析財務報表 2 鄭孟玉 社會類 109 學年度第 3 學期 

02 中原大學 無所不在的經濟學 2 江長周 社會類 109 學年度第 3 學期 

03 中原大學 
超級英雄的物理學 — 

從動漫畫及科幻電影學物理 
2 許經夌 自然科技類 109 學年度第 3 學期 

04 中原大學 會計學應用 2 陳計良 社會類 109 學年度第 3 學期 

05 中原大學 楚漢相爭之職場競爭力 2 曾陽晴 社會類 109 學年度第 3 學期 

06 中原大學 資訊管理概論─影人入勝 2 皮世明 自然科技類 109 學年度第 3 學期 

07 中原大學 讓數字說話的統計學 2 皮世明 社會類 109 學年度第 3 學期 

08 中國文化大學 物理學與創意思考 2 鄒忠毅 自然科技類 109 學年度第 3 學期 

09 中國文化大學 用 Python 學通識物理 2 鄒忠毅 自然科技類 109 學年度第 3 學期 

10 中國文化大學 圖像中的藝術與文化 2 連啟元 人文類 109 學年度第 3 學期 

11 南臺科技大學 六週輕鬆學、開口說西班牙語 2 王鶴巘 
僅認抵為本校校定選修學

分，無法認抵為通識學分 
109 學年度第 3 學期 

12 高雄醫學大學 老人健康生活大改造：職能科學之生活應用 2 郭昶志 自然科技類 109 學年度第 3 學期 

13 高雄醫學大學 細菌與人類疾病 2 褚佩瑜 自然科技類 109 學年度第 3 學期 

14 國立中正大學 成本與管理會計學 2 邱献良 社會類 109 學年度第 3 學期 

15 國立中正大學 國際人權法律與實務 2 謝國欣 社會類 109 學年度第 3 學期 

16 國立宜蘭大學 生活中無所不在的物理 2 朱達勇 自然科技類 109 學年度第 3 學期 

17 國立宜蘭大學 
王陽明帶你打土匪： 

明朝心學的智慧發展史 
2 陳復 社會類 109 學年度第 3 學期 

18 國立東華大學 《紅樓夢》與組織管理哲學 2 朱嘉雯 人文類 109 學年度第 3 學期 

19 國立東華大學 初級程式設計 R 語言 2 張烜瀚 自然科技類 109 學年度第 3 學期 

20 國立東華大學 原住民族神話與當代藝術 2 王昱心 跨領域整合類 109 學年度第 3 學期 

21 國立政治大學 成為 Python 數據分析達人的第一堂課 2 蔡炎龍 自然科技類 109 學年度第 3 學期 

22 國立政治大學 會計與生活 2 馬秀如 社會類 109 學年度第 3 學期 

23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銀髮心理與生活 2 黃植懋 社會類 109 學年度第 3 學期 

24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學會學：學習之道 2 陳鏗任 社會類 109 學年度第 3 學期 

25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創意學經濟 2 譚經緯 社會類 109 學年度第 3 學期 

26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大數據的設計思考 2 胡詠翔 自然科技類 109 學年度第 3 學期 

27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大學生的必修學分-情感教育 2 陳斐娟 社會類 109 學年度第 3 學期 

28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社會心理學 2 劉威德 社會類 109 學年度第 3 學期 

29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當代應用心理學 2 劉威德 社會類 109 學年度第 3 學期 

30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當機器人來上班－未來職場的 AI 必修課 2 胡詠翔 自然科技類 109 學年度第 3 學期 

31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數位轉型與資料視覺化 2 胡詠翔 自然科技類 109 學年度第 3 學期 

32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印尼文化語言 2 王麗蘭 社會類 109 學年度第 3 學期 

33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馬來西亞語言文化 2 王麗蘭 社會類 109 學年度第 3 學期 

34 崑山科技大學 背包客日語 2 張婷婷 
僅認抵為本校校定選修學

分，無法認抵為通識學分 
109 學年度第 3 學期 

35 慈濟大學 
食品安全與檢驗概論 

（現代柯南之食安大宅門） 
2 林惠茹 自然科技類 109 學年度第 3 學期 

36 慈濟大學 
藥物濫用與檢驗概論 

（現代柯南-跟著瑪斯一起探索檢驗世界） 
2 林惠茹 自然科技類 109 學年度第 3 學期 

37 慈濟大學 認識中草藥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2 賴尚志 自然科技類 109 學年度第 3 學期 



 

課程資訊：https://www.ewant.org/local/enterprise/collegepage.php?id=5 

 

 

2021年同學暑假不出門也能修通識～   

SOS！暑期線上學院 Summer Online School 招生中！ 

重磅回歸~今年暑假「跨校線上通識課程」，共有37門精彩好課， 

提供同學們利用遠距線上選修，方便學習且完全不受疫情影響哦！ 
 

 

 

 

 

 

 

 

 

【SOS！暑期線上學院Summer Online School】說明： 

課程資訊：https://www.ewant.org/local/enterprise/collegepage.php?id=5 

報名時間：2021年04月19日(一) 09:00至 06月16日(三) 23:59 

上課地點：全部線上授課，無面授！（ewant育網開放教育平台：https://www.ewant.org/）。 

招生對象：本校為合作學校，在學中的學士班學生皆可選課，非合作學校的學生無法選課。 

課程認抵：37門課程皆可認抵 (如表示) 。 

認抵資訊：https://www.ewant.org/local/enterprise/collegepage.php?id=115 

收費說明：1. 每位學生限選 2 門（共計4學分）。 

                    2.學分費用：每學分 750元，2學分 1500元。 

                    3.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家庭清寒或特殊境條件者，全額免費（需提審核證明）。 

                    4.於ewant育網開放教育平台的各課程之單一入口進行報名與繳費。                                                                                        

聯絡資訊： 

 

 

 

 

 

 

                                                                                 

                                                                                  歡迎來通識中心索取課程資訊，如有任何問題，請以ewant育網平台網站公告為準 

                                                                                                                                            SOS計畫官方保留修改、終止、變更內容細節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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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務 客服時間 承辦窗口 

●報名、選課、繳費問題 

●ewant 育網開放教育平台問題 

●各課程之相關資訊 

●其它 

每週一至週五  

09:30~12:00 

13:30~17:30 

國定假日暫停服務，敬請見諒。 

SOS 計畫 客服 

email: ewantsos@gmail.com  

03-5712121 分機 56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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