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通識課程］學分抵免注意事項
抵免原則［原修習科目至少需及格］：

1. 課程名稱、內容相符而學分數相同
2. 課程名稱不同、內容相符而學分數相同請提供原修習科目之課程大綱
3. 課程名稱、內容相符而學分不同(抵免之學分數不可以少抵多，如：已修習 2 學分課程欲抵 3 學分
課程)
4. 新生應於第一學年第一學期或第二學期開學後二週內，逕向學分抵免初審單位提出學生抵免之申
請，申請以二次為原則。
5. 如有未儘事宜，悉依本校學生抵免學分辦法為準。
 課程抵免：
1. 日間部課程請以附件一的課程來申請抵免
2. 進修部、進修學院的抵免課程以進修部、進修學院 106 學年度入學的通識課程為準，如附件二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抵免辦理期限：
1. 日間部：
請同學開學後兩週內皆可申請，請將所有資料準備齊全繳交至通識教育中心辦公室(共同科館 5 樓通
識中心辦公室)，中心將採統一審核的作業方式，課程審核時間為 1~3 日，請同學通識中心辦公室領
回資料。
2. 進修部、進修學院：
請同學開學後兩週內皆可申請，課程審核時間為 1~3 日，同學可至行政大樓 5 樓進修部、進修學院辦
公室確認抵免狀況。
 通識課程學分抵免申請流程：
1. 請於註冊組表單下載「學生抵免申請書」（分為轉學生和新生兩種）
2. 填妥申請表內資料，包括：已修科目(含課名、學分、成績)及擬抵免本校之通識課程(含課程代碼、
課名、學分數)(課程代碼資訊可至課程系統［臺北科技大學課程概述表的共同學科與通識課程裡查
詢］)。
3. 日間部學生於規定時間內(9/11-9/22)檢具填妥之「學分抵免申請書」、成績單正本、課程大綱/授
課內容（抵免課名相同之科目則免附）給初審老師以及通識教育中心審核參閱。
4. 進修部、進修學院學生於規定時間內(9/11-9/22)檢具填妥之「學分抵免申請書」
、成績單正本、課
程大綱/授課內容（抵免課名相同之科目則免附）繳交至通識教育中心審核參閱。
5. 日間部、進修部與進修學院之通識課程抵免，國文、微積分、大學入門及六大向度課程初審老師
與繳交地點如下所示：

課程抵免-初審老師、初審時間與地點
審核方式

審核老師

審核時間

審核地點

吳華陽老師

9 月 12 日(二)與 9 月 19 日(二)
上午 10：10-12：00

共科 5 樓悟言室

林建仲老師

9 月 11 日(一)~9 月 22 日(五)
上午 9：00-下午 4：00

共科 5 樓通識中心
辦公室

歷史向度課程

鄭麗玲老師

9 月 11-13 日(一-三)
上午 9：00-下午 4：00
9 月 18-20 日(一-三)
上午 9：00-下午 4：00

共科 7 樓文發系系
辦(放置公文進籃
子內)

繳交通識
法治向度課程
中心

陳建文老師

9 月 11 日(一)~9 月 22 日(五)
上午 9：00-下午 4：00

通識中心辦公室

繳交通識
社哲向度課程
中心

鄭怡雯老師

9 月 11 日(一)與 9 月 18 日(一)
下午 2：00-下午 5：00

通識中心辦公室

親送審核

吳建文老師

9 月 11 日(一)~9 月 22 日(五)

宏裕科技大樓

上午 9：00-下午 4：00

844 室(資財系辦)

親送審核

課程
國文課程
文化向度課程

繳交通識 微積分課程
中心
自然向度課程

親送審核

創創向度課程

繳交通識
大學入門課程
中心
繳交學務 服務學習課程
處

勞作教育課程

繳交應英
英語相關課程
系

9 月 11 日(一)~9 月 22 日(五)
上午 9：00-下午 4：00

通識中心辦公室

學務處

行政大樓 1 樓

應用英文系

共科 4 樓應英系系
辦

如有任何問題，歡迎聯絡！
日間部承辦人：潘恩詠、朱彩熒
電話：02-2771-2171 轉 3005、3008

進修部、進修學院承辦人：蔡明忠
電話：02-2771-2171 轉 3003

備註：
1. 日間部同學須親送審核的課程，在老師審核完畢後，請送回通識教育中心蓋同意抵免章。
2. 進修部、進修學院學生抵免資料，請直接送通識中心辦公室蔡明忠先生。
3. 服務學習、勞作教育及英語相關課程，請直接到學務處和應用英文系申請抵免，無須再送回通識
教育中心。
4. 每門課程審核時間預計 1~3 日。

附件一
通識課程六大向度課程分類【適用 106 年度(含)後入學之日間部課程】
向度

歷史與文化

美學與藝術

民主與法治

社會與哲學

自然與科學

創新與創業

課程
台灣歷史與文化、歷史名著選讀、文學概論、文化概論
中國醫療文化史、口述歷史、中 國文化史、現代歷史人物評析、中國現代史、中國
近代史、史學 導論、中國政治發展史、中國史 學名著選讀、中國社會史、台灣 民
俗與信仰、台灣近代工業教育史、台灣歌謠史、戰後台灣史、台灣的歷史與古蹟、台
灣近代史 事與人物、台灣科技發展史、電 影與歷史、台日關係史、東亞與 台灣、
台灣歷史名著選讀、台灣 物質史、科技史、法國文化與歐 盟、影像與世界史、西洋
文化史、 歷史與人生、法國文化與生活、史學與當代世界、日本近代史、戰爭影像
與戰爭史、近代西方文明的脈動、世界飲食史兒童文學、茶與文學、中國古典 短篇
小說、唐近體詩選讀、論語、 方言與文學、西洋文學名著選 讀、中國庭園文學、台
灣文學史、唐宋元俗文學、現代英美散文選讀、史傳文學、應用文學、宋詞欣賞、志
怪小說、二十世紀中國現代文學與文化建構、敘事文學 及其運用、先秦夢文學賞析、
愛 情與文學、玉文化概述、台灣社 會與文化、三國演義與中國文 化、莊子的智慧、
說文解字、唐人傳奇、中國人物品鑑、閱讀中國女性、台灣文化概論、中國文 化概
論、歷史與文物、西遊記與 宗教人生、水滸傳與底層小民社 會、法國文化資產與紙
設計創新研發、創意潛能激發、書法賞析、中國文物介紹、博物館創新導覽研究與研
發、法國文化與紙藝應用
生活美學、藝術概論、音樂概論
當代亞洲音樂概述、當代藝術與 文化創意產業、音樂欣賞、水彩、 古蹟欣賞入門、
歌劇欣賞、素描、 中國美學、西洋藝術欣賞、藝術 欣賞、中國藝術欣賞、戲劇欣賞、
舞蹈欣賞、解讀電影、篆刻藝術 欣賞與習作、戲曲欣賞、電影與 音樂、管弦樂漫談、
西洋藝術史
法學概論、憲法與人權、智慧財產權
民法概要、勞動法、資訊法律、刑法概要、現代政治分析、行政法、著作權法、國際
關係、認識中國大陸、兩岸憲政體制概論、派系與台灣政治變遷、人權與法律、看電
影學法律、政治與生活、法律與生活、法律與政治、企業 與法律、兩岸關係與國際
政治、 網路法律問題探討、電子商務法 律概論、科技法律
社會學概論、哲學入門、經濟學概論
人生哲學、哲學心理學、佛學與人生、理則學、中國哲學史、宗教與人生、心靈哲學、
科學哲學、 社會哲學、生態哲學概論、生物 哲學、科技法律與倫理、工程倫 理、
專業倫理、企業倫理、生命教育、意識研究入門、倫理學概論、當代社會問題探討、
經濟變遷與發展、工業經濟、環境教育、變遷社會、勞工問題與勞資爭議、投資學概
論、時間學、生涯發展與選擇、創業管理概論、大中華經濟圈、兩性關係、心理成長
團體、西洋諺語與人際關係、婚姻與家庭、心理與人生、媒體與社會、人際關係、社
會科學概論、犯罪與預防、全球化之衝突與共生、開放社會與教育、溝通管理、正向
心理學、社會企業管理、領導概論、現代管理學、媒體、企業與政治、攝影與社會、
工程倫理與工業安全、性別、科技與全球化、社會心理學導論、勞動影像與當代台灣
社會
邏輯推理與應用、生命科學概論、生態與環保
數學漫談、邏輯與科學發展、統計與生活、數學與生活、數學家列傳、科技與數學、
批判性思考、現代科技概論、藥學與生活、健康與人生、膳食與生活、植物與糧食、
地球科學、生物學概論、醫學與生活、宇宙探秘、新時代醫療趨勢、資訊與生活、氣
象與生活、光電科技簡介、綠色科技與生活、環境生態學、生活環境與幅射、全球暖
化、海洋環保概論、環境與自然保育、地學通論、環保概論、從星座看恆星的演化、
紙質與纖維創意、營養、運 動與健康
創新思考、創業概論、創新與創業
創業與財務概論、新創事業與專 利、創業計畫書撰寫、物聯網(智慧聯網)應用、創
業之品牌管理與 行銷、創業與國際貿易、科技創新、服務創新、創業之消費者行為

通識課程六大向度課程分類【適用 104-105 學年度入學之日間部課程】
向度

文化與藝術

歷史與文明

民主與法治

社會與哲學

自然與科學

創新與創業

課程
文化概論、文學概論、藝術概論
兒童文學、茶與文學、中國古典短篇小說、唐近體詩選讀、論語、方言與文學、西洋
文學名著選讀、中國庭園文學、台灣文學史、唐宋元俗文學、現代英美散文選讀、史
傳文學、應用文學、宋詞欣賞、志怪小說、二十世紀中國現代文學與文化建構、敘事
文學及其運用、先秦夢文學賞析、愛情與文學、近代世界的行程、玉文化概述、台灣
社會與文化、三國演義與中國文化、莊子的智慧、說文解字、唐人傳奇、中國人物品
鑑、閱讀中國女性、當代亞洲音樂概述、當代藝術與文化創意產業、台灣文化概論、
中國文化概論、歷史與文物、西遊記與宗教人生、水滸傳與底層小民社會、法國文化
資產與紙設計創新研發、創意潛能激發、音樂欣賞、水彩、書法賞析、古蹟欣賞入門、
歌劇欣賞、素描、中國美學、西洋藝術欣賞、藝術欣賞、中國藝術欣賞、戲劇欣賞、
舞蹈欣賞、解讀電影、篆刻藝術欣賞與習作、戲曲欣賞、中國文物介紹、電影與音樂、
博物館創新導覽研究與研發、法國文化與紙藝應用、管弦樂漫談
台灣史、中國史、世界文明
中國醫療文化史、口述歷史、中國文化史、現代歷史人物評析、中國現代史、中國近
代史、史學導論、中國政治發展史、中國史學名著選讀、中國社會史、台灣民俗與信
仰、台灣近代工業教育史、台灣歌謠史、戰後台灣史、台灣的歷史與古蹟、台灣近代
史事與人物、台灣科技發展史、電影與歷史、台日關係史、東亞與台灣、台灣歷史名
著選讀、台灣物質史、科技史、法國文化與歐盟、影像與世界史、西洋文化史、歷史
與人生、法國文化與生活、史學與當代世界、日本近代史、戰爭影像與戰爭史、近代
西方文明的脈動、世界飲食史
法學概論、憲法與人權、智慧財產權
民法概要、勞動法、資訊法律、刑法概要、現代政治分析、行政法、著作權法、國際
關係、認識中國大陸、兩岸憲政體制概論、派系與台灣政治變遷、人權與法律、看電
影學法律、政治與生活、法律與生活、法律與政治、企業與法律、兩岸關係與國際政
治、網路法律問題探討、電子商務法律概論、科技法律
社會學概論、哲學入門、經濟學概論
人生哲學、哲學心理學、佛學與人生、理則學、中國哲學史、宗教與人生、心靈哲學、
科學哲學、社會哲學、生態哲學概論、生物哲學、科技法律與倫理、工程倫理、專業
倫理、企業倫理、生命教育、意識研究入門、倫理學概論、當代社會問題探討、經濟
變遷與發展、工業經濟、環境教育、變遷社會、勞工問題與勞資爭議、投資學概論、
時間學、生涯發展與選擇、創業管理概論、大中華經濟圈、兩性關係、心理成長團體、
西洋諺語與人際關係、婚姻與家庭、心理與人生、媒體與社會、人際關係、社會科學
概論、犯罪與預防、全球化之衝突與共生、開放社會與教育、溝通管理、正向心理學、
社會企業管理、領導概論、現代管理學、媒體、企業與政治、攝影與社會、工程倫理
與工業安全、性別、科技與全球化、社會心理學導論
邏輯推理與應用、生命科學概論、生態與環保
數學漫談、邏輯與科學發展、統計與生活、數學與生活、數學家列傳、科技與數學、
批判性思考、現代科技概論、藥學與生活、健康與人生、膳食與生活、植物與糧食、
地球科學、生物學概論、醫學與生活、宇宙探秘、新時代醫療趨勢、資訊與生活、氣
象與生活、光電科技簡介、自然科學與當代世界、綠色科技與生活、環境生態學、生
活環境與幅射、全球暖化、海洋環保概論、環境與自然保育、地學通論、環保概論、
從星座看恆星的演化、紙質與纖維創意、營養、運動與健康
創新思考、創業概論、創新與創業
創業與財務概論、新創事業與專利、創業計畫書撰寫、物聯網(智慧聯網)應用、創業
之品牌管理與行銷、創業與國際貿易、科技創新、服務創新、創業之消費者行為

通識課程五大向度課程分類(適用 103 學年度之日間部課程)
向度

文化與藝術

歷史與文明

民主與法治

社會與哲學

課程
文化概論、文學概論、藝術概論
兒童文學、茶與文學、中國古典短篇小說、唐近體詩選讀、論語、方言與文學、西洋
文學名著選讀、中國庭園文學、台灣文學史、唐宋元俗文學、現代英美散文選讀、史
傳文學、應用文學、宋詞欣賞、志怪小說、二十世紀中國現代文學與文化建構、敘事
文學及其運用、先秦夢文學賞析、愛情與文學、玉文化概述、台灣社會與文化、三國
演義與中國文化、莊子的智慧、說文解字、唐人傳奇、中國人物品鑑、閱讀中國女性、
當代亞洲音樂概述、當代藝術與文化創意產業、台灣文化概論、中國文化概論、歷史
與文物、西遊記與宗教人生、水滸傳與底層小民社會、法國文化資產與紙設計創新研
發、創意潛能激發、音樂欣賞、水彩、書法賞析、古蹟欣賞入門、歌劇欣賞、素描、
中國美學、西洋藝術欣賞、藝術欣賞、中國藝術欣賞、戲劇欣賞、舞蹈欣賞、解讀電
影、篆刻藝術欣賞與習作、戲曲欣賞、中國文物介紹、電影與音樂、博物館創新導覽
研究與研發、法國文化與紙藝應用、管弦樂漫談、西洋藝術史
台灣史、中國史、世界文明
中國醫療文化史、口述歷史、中國文化史、現代歷史人物評析、中國現代史、中國近
代史、史學導論、中國政治發展史、中國史學名著選讀、中國社會史、台灣民俗與信
仰、台灣近代工業教育史、台灣歌謠史、戰後台灣史、台灣的歷史與古蹟、台灣近代
史事與人物、台灣科技發展史、電影與歷史、台日關係史、東亞與台灣、台灣歷史名
著選讀、台灣物質史、科技史、法國文化與歐盟、影像與世界史、西洋文化史、歷史
與人生、法國文化與生活、史學與當代世界、日本近代史、戰爭影像與戰爭史、近代
西方文明的脈動、世界飲食史
法學概論、憲法與人權、智慧財產權
民法概要、勞動法、資訊法律、刑法概要、現代政治分析、行政法、著作權法、國際
關係、認識中國大陸、兩岸憲政體制概論、派系與台灣政治變遷、人權與法律、看電
影學法律、政治與生活、法律與生活、法律與政治、企業與法律、兩岸關係與國際政
治、網路法律問題探討、電子商務法律概論、科技法律
哲學入門、經濟學概論、社會學概論
人生哲學、哲學心理學、佛學與人生、理則學、中國哲學史、宗教與人生、心靈哲學、
科學哲學、社會哲學、生態哲學概論、生物哲學、科技法律與倫理、工程倫理、專業
倫理、企業倫理、生命教育、意識研究入門、倫理學概論、當代社會問題探討、經濟
變遷與發展、工業經濟、環境教育、變遷社會、勞工問題與勞資爭議、投資學概論、
時間學、生涯發展與選擇、創業管理概論、大中華經濟圈、兩性關係、心理成長團體、
西洋諺語與人際關係、婚姻與家庭、心理與人生、媒體與社會、人際關係、社會科學
概論、犯罪與預防、全球化之衝突與共生、開放社會與教育、溝通管理、正向心理學、
社會企業管理、領導概論、現代管理學、媒體、企業與政治、攝影與社會、工程倫理
與工業安全、性別、科技與全球化、社會心理學導論、勞動影像與當代台灣社會

自然與科學

邏輯推理與應用、生命科學概論、生態與環保
數學漫談、邏輯與科學發展、統計與生活、數學與生活、數學家列傳、科技與數學、
批判性思考、現代科技概論、藥學與生活、健康與人生、膳食與生活、植物與糧食、
地球科學、生物學概論、醫學與生活、宇宙探秘、新時代醫療趨勢、資訊與生活、氣
象與生活、光電科技簡介、綠色科技與生活、環境生態學、生活環境與幅射、全球暖
化、海洋環保概論、環境與自然保育、地學通論、環保概論、從星座看恆星的演化、
紙質與纖維創意、營養、運動與健康

通識課程六大向度課程分類(適用 98-102 學年度之日間部課程)
向度

文學與藝術

歷史思維與
世界文明

民主與法治

哲學思考與
倫理

社會經濟與
管理

自然科學與
邏輯推理

課程
文化概論、文學概論、藝術概論
兒童文學、茶與文學、中國古典短篇小說、唐近體詩選讀、論語、方言與文學、西洋
文學名著選讀、中國庭園文學、台灣文學史、唐宋元俗文學、現代英美散文選讀、史
傳文學、應用文學、宋詞欣賞、志怪小說、二十世紀中國現代文學與文化建構、敘事
文學及其運用、先秦夢文學賞析、愛情與文學、玉文化概述、台灣社會與文化、三國
演義與中國文化、莊子的智慧、說文解字、唐人傳奇、中國人物品鑑、閱讀中國女性、
當代亞洲音樂概述、當代藝術與文化創意產業、台灣文化概論、中國文化概論、歷史
與文物、西遊記與宗教人生、水滸傳與底層小民社會、法國文化資產與紙設計創新研
發、創意潛能激發、音樂欣賞、水彩、書法賞析、古蹟欣賞入門、歌劇欣賞、素描、
中國美學、西洋藝術欣賞、藝術欣賞、中國藝術欣賞、戲劇欣賞、舞蹈欣賞、解讀電
影、篆刻藝術欣賞與習作、戲曲欣賞、中國文物介紹、電影與音樂、博物館創新導覽
研究與研發、法國文化與紙藝應用、管弦樂漫談、西洋藝術史
台灣史、中國史、世界文明
中國醫療文化史、口述歷史、中國文化史、現代歷史人物評析、中國現代史、中國近
代史、史學導論、中國政治發展史、中國史學名著選讀、中國社會史、台灣民俗與信
仰、台灣近代工業教育史、台灣歌謠史、戰後台灣史、台灣的歷史與古蹟、台灣近代
史事與人物、台灣科技發展史、電影與歷史、台日關係史、東亞與台灣、台灣歷史名
著選讀、台灣物質史、科技史、法國文化與歐盟、影像與世界史、西洋文化史、歷史
與人生、法國文化與生活、史學與當代世界、日本近代史、戰爭影像與戰爭史、近代
西方文明的脈動、世界飲食史
法學概論、憲法與人權、智慧財產權
民法概要、勞動法、資訊法律、刑法概要、現代政治分析、行政法、著作權法、國際
關係、認識中國大陸、兩岸憲政體制概論、派系與台灣政治變遷、人權與法律、看電
影學法律、政治與生活、法律與生活、法律與政治、企業與法律、兩岸關係與國際政
治、網路法律問題探討、電子商務法律概論、科技法律
哲學入門、生命教育、倫理學概論
人生哲學、哲學心理學、佛學與人生、理則學、中國哲學史、宗教與人生、心靈哲學、
科學哲學、社會哲學、生態哲學概論、生物哲學、科技法律與倫理、工程倫理、專業
倫理、企業倫理、意識研究入門、工程倫理與工業安全
現代管理學、社會學概論、經濟學概論
時間學、生涯發展與選擇、開放社會與教育、溝通管理、當代社會問題探討、經濟變
遷與發展、工業經濟、環境教育、變遷社會、勞工問題與勞資爭議、投資學概論、創
業管理概論、大中華經濟圈、兩性關係、心理成長團體、西洋諺語與人際關係、婚姻
與家庭、心理與人生、媒體與社會、人際關係、社會科學概論、犯罪與預防、全球化
之衝突與共生、正向心理學、社會企業管理、領導概論、媒體、企業與政治、攝影與
社會、性別、科技與全球化、社會心理學導論、勞動影像與當代台灣社會
邏輯推理、生命科學概論、現代科技概論
數學漫談、邏輯與科學發展、統計與生活、數學與生活、數學家列傳、科技與數學、
批判性思考、藥學與生活、健康與人生、地學通論、膳食與生活、植物與糧食、環保
概論、地球科學、環境生態學、生物學概論、生活環境與幅射、全球暖化、海洋環保
概論、環境與自然保育、資訊與生活、醫學與生活、氣象與生活、光電科技簡介、綠
色科技與生活、宇宙探秘、新時代醫療趨勢、從星座看恆星的演化、紙質與纖維創意、
營養、運動與健康

附件二
進修部二技通識課程
課程編碼 課程名稱
1400002 憲法
1400210 台灣史
1404004 中國史
1410019 新聞英文(一)
1410021 文法與修辭(一)
1410022 文法與修辭(二)
1410023 初級日文(一)
1410024 初級日文(二)
1410027 德文(一)
1410037 莊子
1410038 唐近體詩選讀
1410039 論語
1410042 國際關係
1410044 經濟變遷與發展
1410046 健康與人生
1410047 科技資料檢索
1410049 兩性關係
1410050 比較憲法
1410051 現代政治分析
1410052 行政法
1410053 民法概要
1410065 中國生命禮俗
1410066 台灣發展史
1410068 人際關係
1410069 社會科學概論
1410070 工業心理學
1410071 生涯發展與選擇
1410072 心理成長團體
1410079 西洋藝術欣賞
1410080 中國書法藝術欣賞
1410081 藝術概論
1410082 音樂欣賞
1410088 法學概論
1410092 地球科學
1410097 書法賞析
1410098 解讀電影

1410101 藝術欣賞
1410106 媒體與社會
1410107 素描(一)
1410110 茶與文學
1410111 篆刻藝術欣賞與習作
1410120 現代歷史人物評析
1410121 企業與法律
1410124 光電科技簡介
1410129 台灣近代史事與人物
1410133 三國演義與中國文化
1410136 科學與人生
1410139 生物與生活
1410140 中國古典短篇小說
1410142 心理與人生
1410145 智慧財產權
1410164 西洋諺語與人際關係
1410192 溝通管理
1410205 犯罪與預防
1410223 台灣歌謠史
1410230 現代管理學
1410240 勞動法
1411001 文化概論
1413001 倫理學概論
1415002 社會學概論
1415014 性別、科技與全球化
1416004 生命科學概論
1416007 全球暖化
1416008 海洋環保概論
1416013 生態與環保
1410045 資訊與生活
1410055 觀光日語
1410085 歌劇欣賞
1410093 生物學與現代生活
1410094 環保概論
1410104 醫學與生活
1410117 政治與生活
1410119 台灣經濟變遷與發展

1410125 電腦輔助學習
1410128 台灣的歷史與古蹟
1410132 張愛玲小說選讀
1410134 法律與生活
1410135 變遷社會
1410144 生物學與生物科技
1410163 台灣歌謠與生活
1410165 生命科學概論(一)
1410166 生命科學概論(二)
1410167 藥學與生活
1410168 日語會話
1410169 氣象與生活
1410170 膳食與生活
1410171 哲學入門
1410172 台灣地名探源
1410173 開放社會與教育

1410219 古蹟欣賞入門
1410040 經濟學
進修學院通識課程
課程編碼 課程名稱
1410068 人際關係
1410046 健康與人生
1410101 藝術欣賞
1410219 古蹟欣賞入門
1416008 海洋環保概論
1410053 民法概要
1410120 現代歷史人物評析
1410167 藥學與生活
1410042 國際關係
1410055 觀光日語
1410082 音樂欣賞

1410174 派系與台灣政治變遷
1410175 婚姻與家庭

1410110 茶與文學
1410169 氣象與生活

1410176 邏輯與科學發展
1410201 生態哲學概論

1410205 犯罪與預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