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華大學 109 學年度第2學期 通識教育中心課程時間表(大學日間部) 
 
 
 
 
 
 
 
 
 
 
 
 
 
 
 
 
 
 
 

 
學 
士 
班 

節 
次 

星期／ 
時間 一 二 三 四 五 

1 08:10 
09:00 

中文閱讀與表達(二)1財金系&企管系B班(周柏霖)(1-2) S501 

中文閱讀與表達(二)2幼教系(蔡秉霖)(1-2) H135 

中文閱讀與表達(二)3生技系(楊錦壁)(1-2) S519 

中文閱讀與表達(二)4文學系&企管系A班(鄭幸雅)(1-2)S535 

 

 

【跨領域學分學程】慢城行銷與營造H241(許開興) 

【跨領域學分學程】遊學台灣H302(劉美君) 

 

 

中國經典領域：中國經典－文心雕龍(高知遠)(2-4)S535 

核心素養領域：東西方茶文化的文明、貿易與戰爭(許偉

庭)(1-3)W411 

中文閱讀與表達(二)8運動學程(楊佳霖)(1-2) H135 
核心經典領域：電影、法律與社會(呂明哲)(1-3)S109 

中國經典領域：中國經典－資治通鑑(江美英)(2-4)H321 

中國經典領域：中國經典－中阿含經(釋覺明)(2-4)C322 

外國經典領域：外國經典－奧義書(呂凱文)(1-2) S535 

自然與永續領域：環境安全與衛生(林俊宏)(1-2)H106 

人文與藝術領域：台灣宗教民俗與文學(李芝瑩)(1-2)W411 

邏輯與思考領域：邏輯思維與思考方法(劉澤佳)(1-2) W102 

程式設計與數位資訊領域：用R做資料分析與程式設計(黃瓊

玉)-限108財金系(1-2)H516 

 

中文閱讀與表達(二)9外文系(廖秀芬)(1-2) H106  

中文閱讀與表達(二)10資管系(李艷梅)(1-2) H206 

中文閱讀與表達(二)11產設系(王祥穎)(1-2) S501 

中文閱讀與表達(二)12民音系(莊家瑋)(1-2) S535 

社會與責任領域：台灣政治與社會運動(劉華宗)(1-2)S104 

人文與藝術領域：中國藝術賞析(江美英、賴絮朎、侯吉村)(2-4) 

H135 

 

中文閱讀與表達(二)13視媒系&國際學程-(蔡秉霖)(1-2) 
S501  
中文閱讀與表達(二)14生死系A班-(楊佳霖)(1-2) H135 

中文閱讀與表達(二)15生死系B班-(楊錦璧)(1-2) H321 
中文閱讀與表達(二)16生死系C班-(張家豪)(1-2) S535 
外國經典領域：外國經典－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

精神》(胡聲平)(2-4)S401 
社會與責任領域：生涯規劃與人際溝通(曾玉
芬)(1-2)H302   

人文與藝術領域：文學與生活(陳旻志)(1-2)S350 

2 
 
09:10 
10:00 

3 10:10 
11:00 

中文閱讀與表達(二)5應社系(楊錦壁)(3-4) S519 

中文閱讀與表達(二)6傳播系(蔡翔任)(3-4) S535 

中文閱讀與表達(二)7國際系(周柏霖)(3-4)S501 

中文閱讀與表達(二)22文創系(江江明)(3-4)W411 

 

自然與永續領域：有機農業與綠色生活(林文賜)(3-4)H135 

人文與藝術領域：西洋繪畫賞析(羅雪容)(3-4)H321 

 

【跨領域學分學程】慢城生態與環境H241(楊惠玲) 

【跨領域學分學程】台灣飲食文化H302(張佑竹) 

 

 

 

核心素養領域：自我養成與人類學習(謝青龍)(3-4)H321 

中國經典領域：中國經典－黃帝內經(廖俊裕)(3-4)H241 

外國經典領域：外國經典－洛克《教育漫話》(張淑玲)(3-4) W102 

外國經典領域：外國經典－《猶太聖典》(李艷梅)(3-4)H135 

社會與責任領域：心理與人生(蘇峰山、黃美智)(3-4)S106 

自然與永續領域：生態認知(陳柏青)(3-4)S109 

人文與藝術領域：美學與評論(陳士誠)(3-4)H352 

人文與藝術領域：神話與象徵(謝金汎)(3-4)S104 

 

 

中國經典領域：中國經典－六祖壇經(李芝瑩)(3-4)W411 

中國經典領域：中國經典－說文解字(王祥穎)(3-4)S501 

中國經典領域：中國經典－二李詞(鄭幸雅)(3-4)S535 

外國經典領域：外國經典－新約聖經(李艷梅)(3-4)H135 

外國經典領域：外國經典—馬基維利《君王論》(魏中平)(3-4)H352 

人文與藝術領域：儒家倫理學與現代公民(謝君直)(3-4)S104 

人文與藝術領域：中國音樂與文化(馮智皓)(3-4)W102 

程式設計與數位資訊領域：用R做資料分析與程式設計(黃瓊

玉)-限108文創系(3-4)H516 

 

外國經典領域：外國經典—托克維爾《美國的民主》(劉華

宗)(3-4)S104 

外國經典領域：外國經典—洛克：政府論二講(呂明

哲)(3-4)W411 

社會與責任領域：理財商品分析(吳錦文)(3-4)S535 

社會與責任領域：聯合國與全球治理(鍾志明)(3-4)S501 

邏輯與思考領域：邏輯與思維方法(魏中平)(3-4)H321  

邏輯與思考領域：哲學思辨與邏輯推理(謝青龍)(3-4)W102 

正念靜坐10運動學程－(呂凱文) (第4節) C313 

 

 

 

中文閱讀與表達(二)17資工系B班(江江明)(3-4) W411 

中文閱讀與表達(二)18旅遊系(蔡秉霖)(3-4) S501 

中文閱讀與表達(二)19建景系(楊佳霖)(3-4) H135  

中文閱讀與表達(二)20資工系A班&C班-(張家豪)(3-4) 

S535  

核心經典領域：道家傳統與現代文明(廖俊裕)(3-4)H317 

社會與責任領域：樂讀伴讀-新移民女子服務學習(曾玉

芬)(3-4)H302 

社會與責任領域：法律與生活(張育瑋)(3-4)W102 

社會與責任領域：性別平等(葉月嬌)(3-4)S350 

自然與永續領域：西洋科學思想史(謝青龍)(3-4)H321 

 

 

 

4 

 

 
11:10 
12:00 

5 12:10 
13:00 

     

6 13:10 
14:00 

中國經典領域：中國經典－詩經(王祥穎)(6-7)H206 

中國經典領域：中國經典－三國演義(李艷梅)(6-8)H135 

邏輯與思考領域：基礎邏輯(黃頌竹)(6-7)W102 

邏輯與思考領域：邏輯思維與社會議題(劉澤佳)(6-7)H302 

程式設計與數位資訊領域：APP程式設計(王明偉)-限108級生死系A
班(6-7)C107 

程式設計與數位資訊領域：拼圖式APP設計(吳梅君)-限108級生死系
B班(6-7)C209 
程式設計與數位資訊領域：APP程式設計(曾柏瀚)-限108級生死系C

班(6-7)C210 
程式設計與數位資訊領域：Python程式設計(廖怡欽)-限108級資工系
A班(6-7)C225 

程式設計與數位資訊領域：APP程式設計(吳建民)-限108級資工系B
班(6-7)W200 

核心素養領域：權力與權利：我們的社會與政治生活(魏中

平)(6-8)H241 
核心素養領域：音樂與當代社會(李雅貞)(6-8) W102 

中國經典領域：中國經典－老子(謝君直)(6-7)H352 

外國經典領域：外國經典—孔恩《科學革命的結構》(謝青

龍)(6-7)H321 

外國經典領域：外國經典—坎柏《神話的智慧》(廖俊裕)(6-7)H135 

外國經典領域：外國經典—莎士比亞戲劇(趙美玲)(6-7)H302 

社會與責任領域：歐亞香料與絲綢之路(邱昭憲)(6-7) S501 

社會與責任領域：人際關係與溝通(張楓明)(6-7)S519 

自然與永續領域：低碳城市與永續發展(洪耀明)(6-8)S109 

人文與藝術領域：文物保護與生活品味(陳木杉)(6-7)Z510 

 

正念靜坐1視設系－(呂嘉民) (第6節) H106 
正念靜坐3資工系A班－(張育寧) (第6節) C314 
正念靜坐4資工系B班－(唐佳琳) (第6節) C313 
正念靜坐5旅遊系－(薄培琦) (第6節) H135 
正念靜坐6建景系－(林冠妤) (第6節) H206 
正念靜坐7生死系A班－(鄭淑卿) (第7節) H321 
正念靜坐8生死系B班－(薄培琦) (第7節) H135 
正念靜坐9生死系C班－(張育寧) (第7節) C314 
正念靜坐11國際學程&外籍生(全英課程)-－(呂凱文) (第7節) C313 
正念靜坐12特別班－(李艷梅) (第6節) H352 
 
<109學年度正念靜坐每週上課> 
中國經典領域：中國經典－世說新語(陳旻志)(6-7)S501 

 
程式設計與數位資訊領域：程式設計與 Maker 實務(朱翊菖)-
限 108 級視設系(6-7)W200 
程式設計與數位資訊領域：Excel VBA 與建築管理(呂適仲)-限
108 級建景系(6-7)C107 

核心素養領域：現代文明與人類未來(周平)(6-8) S501 

社會與責任領域：生活與經濟(李怡慧)(6-7)H135 

社會與責任領域：公關與溝通(趙家民)(6-7)W102 

人文與藝術領域：音樂欣賞：從古典到流行(全英課程)(李雅
貞)(6-7)H302 
 

中國經典領域：中國經典－史記(江江明)(6-7)W413 

中國經典領域：中國經典－論語(蔡翔任)(6-7)H321 

外國經典領域：外國經典—珍·奧斯汀：傲慢與偏見(邱

正祥)(6-7)S535 

 

自然與永續領域：防災與生活(趙家民)(6-7)W102 

自然與永續領域：海洋環境(張介耀)(6-7)H311 
人文與藝術領域：音樂欣賞：管絃樂作品(張誦芬)(6-7) 

H135 
邏輯與思考領域：邏輯思考與日常應用(張智皓) 
(6-7)S501 

 

 

7 14:10 
15:00 

 

 
8 

 

 

15:10 

16:00 

核心素養領域：親密關係與現代社會(林昱瑄)(8-10)S535 

核心素養領域：藝術與文明(江美英)(8-10)H321 
自然與永續領域：輻射與生活(林群智)(8-10)S501 
程式設計與數位資訊領域：程式邏輯與演算(洪瑛秀)-限 108 級國際
系(8-9)C209 
 
程式設計與數位資訊領域：APP程式設計(曾柏瀚)-限108級產設系
(8-9)W200 
程式設計與數位資訊領域：APP程式設計(王明偉)-限108級旅遊系
(8-9)C225 
 

邏輯與思考領域：邏輯與知識(陳士誠)(8-9) H321 

人文與藝術領域：動畫中的人文藝術與哲思(賴正杰)(8-9)S501 
 

 

  

 核心素養領域：性別、文學與社會(趙慶華)(8-10)H135 

 

 

核心經典領域：民主政治與現代社會(楊仕樂)(8-10)S109 

中國經典領域：中國經典－孟子(蔡翔任)(8-9)H321 

 

9 16:10 
17:00 

邏輯與思考領域：基礎邏輯(黃頌竹)(9-10)W102 

邏輯與思考領域：邏輯思維與社會議題(劉澤佳)(9-10)H302 

自然與永續領域：飲食自覺與環境永續(劉瓊美)(9-11)H135 

人文與藝術領域：台灣原住民歷史與文化(明立國(9-10)S519 

人文與藝術領域：歐洲文明探索(鍾志明)(9-10)S241 
人文與藝術領域：陶瓷藝術實作與賞析(江美英、侯吉村)(12)H135 

 

社會與責任領域：人類安全(孫國祥)(9-10)S102 
社會與責任領域：性別與社會政策(許雅斐)(9-10)S535 
自然與永續領域：永續農業與社區敘事(王昱海、鄭幸雅、王佳

文)(9-11)C210 

 

 外國經典領域：外國經典—杜威《我們如何思維》(張楓
明)(9-10)S501 
自然與永續領域：認識台灣地理(趙家民)(9-10)W102 

人文與藝術領域：影視美學(林奇憲)(9-10)S109 
邏輯與思考領域：邏輯思考與日常應用(張智皓) (9-10)H321 
 

 

 

 

 

 

通識教育中心製 2020-12-21 

10 17:10 
18:00 

【107 級-109 級】學生適用 

課程資料以選課系統之資料為準。 

2.通識教育課程修業規定請至通識中心網頁查詢。 http://genknow.nhu.edu.tw/Web/NewsDetail?nid=12794&n 



 

南華大學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 通識教育中心課程時間表(進修學士班) 
 一 二 三 四 五 

進

修

學

士

班 

11 18:40 

19:25 

 

中文閱讀與表達(二)21(周柏霖)(11-12) (進學班課程)  

H321  

外國經典領域：外國經典—黑格爾《精神現象學》(廖

俊裕)(11-12)  H106 

程式設計與數位資訊領域：Java程式設入門(駱晁

翊)-(11-12)C210 

  
正念靜坐2進學班－(呂嘉民) (第10節) H321 
 

中文閱讀與表達(二)23(張家豪)(11-12) (進學班課程)  H321 

 

 
 

 

12 19:30 

20:15 

13 20:20 

2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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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21:10 

21:55 

 

【107 級-109 級】學生適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