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學年度第2學期通識微型課程修課須知 
修訂日期：112/1/18 

一、 課程資訊：111學年度第2學期通識微型課程一覽表公告於通識教育中心（下稱本中心）網
站，請至【興大首頁→行政→教務處→通識中心→（上方頁籤）通識課程→（左側選項）
微型課程→微型課程一覽表】下載。各課程詳細介紹可於「微型課程課綱總覽」項下查詢。 

二、 選課時段：自112年2月20日(一)中午12：30 至 2月24日(五)中午12：30止，請登入【興大入
口→教務資訊系統→學生選課→微型課程加退選】進行選課，不抽籤，額滿為止。 

三、 適用對象：本校學士班及進修學士班學生。 
四、 課程選修：每人每學期至多可選修3門微型課程（不含一般通識、大學國文、大一英文、學

術英語聽講、學術英文讀寫、資訊素養：程式設計與應用）；同一門微型課程（課號前3碼
相同者視為同一課程）不得重複選修。各課程如有多餘名額，於自主學習網站開放候補（
人工加選不受系統選修3門限制），不受理現場報名加選或旁聽。 

五、 成班原則：各課程開班人數依課程屬性而定，至多 40 人，選課人數未達10人則停開，如未
成班將於本中心網站公告並以系統信件通知選修學生後逕予退選。 

六、 課務進行：微型課程不適用每週課表及e化點名，出席以紙本簽到單紀錄為憑；課務聯繫採
用iLearning 3.0平台，學生無缺課或遲到早退情形、準時繳交作業或完成作品、通過課程考
評，並於規定期限內完整填寫課程問卷者，可取得學習時數。 
※各課程如遇疫情，有取消、延期或改採線上教學可能，將另行公告。 

七、 課程退選/請假：無法如期上課者，須依以下規定退選/請假，俾免浪費課程資源影響日後選
課權益。 
(1) 系統選課期間：自行於教務資訊系統退選。 
(2) 正式上課前：至遲於開課前3個工作日E-mail通知承辦人或至本中心辦理，逾時不受理

；參加週六戶外教學課程至遲於當週週二提供保險資料或申請退選，逾時未辦理將視
為缺課，基於安全保障考量，不受理當日臨時參與課程。 

(3) 正式上課後：因公、急病或突發重大事故者可憑佐證資料（生理假除外）於3日內申請
退選/請假，其餘不受理，缺課者將評為不通過。 

八、 學分核發：各課程學習時數以核給6小時為原則，各學期學習時數可於修業年限內累計。累
計每滿18小時可採計「通識學習拼圖(一)/(二)/(三)」1 學分，於當學期第18週結束前由本中
心統一核給，前述學分可採計為通識畢業學分，以3學分為上限。 
(1) 「通識學習拼圖」學分領域： 

 109學年度前入學：學分屬通識自由選修(不屬人文、社會、自然領域任一學群)。 
 110學年度起入學：學分屬統合領域。 

(2) 各課程學習時數成績評定以「Y（通過）/N（不通過）」顯示，對成績有疑義者，應於
當學期第18週結束前洽詢本中心，逾時不受理。 

(3) 學士班延畢生及進修學士班學生取得18小時學習時數，應先依「本校學生學雜費學分
費與其他費用繳納辦法」補繳學分費（每學分比照文學院進修學士班之收費標準。）
或學雜費。繳費通知於第11週起寄發，配合本校學雜費減免報送教育部作業時程，進
修學士班可減免學分費者繳費期限至第15週截止，第16週起始達學分轉換標準者，學
分費減免及學分核發作業延至次一學期辦理。 

(4) 依上開收費標準，學士班延畢生當學期修習（含上述學分）為九學分以下者，僅繳學
分費，修十學分以上者，則繳全額學雜費。 

九、 本須知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法令規章辦理。 
….……………………………………………...…………...………...…………………………………… 

   微型課程承辦人聯絡方式： 
   ：(04) 22840597#22 

      ：mei422@nchu.edu.tw 
  ：綜合教學大樓6樓 602通識教育中心辦公室 

  ：常見問題請見通識教育中心網站Q&A 

mailto:mei422@nchu.edu.tw
http://oaa.nchu.edu.tw/zh-tw/faq/faq-list.8.15


更新日期：2023/1/30  

     ：04-22840597＃22   ：綜合教學大樓 6樓 602室 微型課程詳細資訊請掃描右方 Qrcode ☞ 
如有異動，以通識中心網頁公告及課前通知為準。 

序號 
課程
編號 

類別 主題系列 單元名稱 授課教師 授課內容簡介 注意事項 日期○1  日期○2  日期○3  週 節次 上課時間 上課地點 

1   1111 理財 
衝衝衝 

月光族 
bye-bye 

你不理財，財不理你 
會計系 
陳雪如 

介紹簡易理財方式，讓學生獲得初
步的理財概念。 

  3/07 3/14 3/21 週二 34 10:10~12:00 
綜合教學大樓

Y101 

2   1121 理財 
衝衝衝 

月光族 
bye-bye 

股市術語輕鬆懂 
會計系 
陳雪如 

股市術語、籌碼分析、看盤實務操作
等，建立正確與扎實的股票投資觀念。   5/02 5/09 5/16 週二 34 10:10~12:00 

綜合教學大樓
Y101 

3   1211 理財 
衝衝衝 

小資 
大躍進 

玩遊戲學經濟 
中央經濟 
鄭保志 

透過遊戲認識市場機制的運作原則
及基本的廠商生產理論。 

  3/04 — — 週六 345678 10:10～17:00 
綜合教學大樓

Y101 

4   1212 理財 
衝衝衝 

小資 
大躍進 

玩遊戲學經濟 
中央經濟 
鄭保志 

透過遊戲認識市場機制的運作原則
及基本的廠商生產理論。 

  4/15 — — 週六 345678 10:10～17:00 
綜合教學大樓

Y101 

5   2111 從土地
到餐桌 

食在安心 走入農夫市集共學 
農夫市集 
楊文仁 

了解市集的運作與經營困境、協助
農友販售。 

★第2次(4/22)上課時間為上午7～
12 時/自備環保餐具  

4/15 4/22 — 週六 
34 

01234 
10:10~12:00 
07:10~12:00 

農夫市集入口
(惠蓀堂後方) 

6   2121 從土地
到餐桌 

食在安心 聊聊食材這檔事兒 
農夫市集 
楊文仁 

認識當季食材、動手做節氣輕食。 
★3/25需補4/3(一)課程者請勿選修。
第 2次上課時間 9～13 時，請自備
環保餐具。 

3/18 3/25 — 週六 
234 

2345 
9:10～12:00 
9:10～13:00 

農夫市集入口
(惠蓀堂後方) 

7   2131 從土地
到餐桌 

食在安心 香料魔法烘焙教室 
食生系 
蔣慎思 

介紹香料植物並應用實作大蒜香草
麵包抹醬、薑黃起司司康。 

請自備可密封環保餐具。 4/15 — — 週六 345678 10:10～17:00 
食品暨生物科
技大樓 FB418 

8   2132 從土地
到餐桌 

食在安心 香料魔法烘焙教室 
食生系 
蔣慎思 

介紹香料植物並應用實作大蒜香草
麵包抹醬、薑黃起司司康。 

請自備可密封環保餐具。 4/22 — — 週六 345678 10:10～17:00 
食品暨生物科
技大樓 FB418 

9   2221 從土地
到餐桌 

農業的 
前世今生 

精油芳香保健室 
阿娥芳療 
洪慧芳 

認識薰衣草、迷迭香、薄荷，DIY好
眠噴霧、醒神按摩油、萬用膏。 

  3/17 3/24 3/31 週五 34 10:10～12:00 
綜合教學大樓

Y605 

10   2222 從土地
到餐桌 

農業的 
前世今生 

精油芳香保健室 
阿娥芳療 
洪慧芳 

認識薰衣草、迷迭香、薄荷，DIY好
眠噴霧、醒神按摩油、萬用膏。 

  3/17 3/24 3/31 週五 56 13:10～15:00 
綜合教學大樓

Y605 

11   2231 從土地
到餐桌 

農業的 
前世今生 

香料入生活 
食生系 
蔣慎思 

介紹暖暖去腥的薑科植物跟熱情椒
客(胡椒、花椒、辣椒)，實作大蒜魚
片粥、唐辛子辣味丸子。 

第 2 次上課實作（4/21）在食生大
樓 FB418，請自備可密封環保餐具。 

4/14 4/21 — 週五 678 14:10～17:00 
① 綜大 Y104 
② 食生系 FB418 

12   2232 從土地
到餐桌 

農業的 
前世今生 

香料入生活 
食生系 
蔣慎思 

介紹暖暖去腥的薑科植物跟熱情椒
客(胡椒、花椒、辣椒)，實作大蒜魚
片粥、唐辛子辣味丸子。 

第 2 次上課實作（4/28）在食生大
樓 FB418，請自備可密封環保餐具。 4/14 4/28 — 週五 678 14:10～17:00 

① 綜大 Y104 
② 食生系 FB418 

13   2241 從土地
到餐桌 

農業的 
前世今生 

東方造紙術簡介 
森林系 
沈熙巖 

造紙歷史與纖維材料、製漿造紙程
序介紹與實作。 

教室周遭樹木花草多，建議自備防
蚊用品，  

4/22 — — 週六 234567 9:10～16:00 
森林一館 1樓

V101 

14   2242 從土地
到餐桌 

農業的 
前世今生 

東方造紙術簡介 
森林系 
沈熙巖 

造紙歷史與纖維材料、製漿造紙程
序介紹與實作。 

教室周遭樹木花草多，建議自備防
蚊用品。 

4/29 — — 週六 234567 9:10～16:00 
森林一館 1樓

V101 

15   2261 從土地
到餐桌 

農業的 
前世今生 

溪尾里社區與農務體驗 
中文系 
解昆樺 

溪尾里文化觀光地圖導覽/插秧實
作。 

請著輕便衣著、運動褲（或短褲）、
拖鞋、防曬用品（需提供個資辦理保
險，午餐茶水自理） 

3/11 — — 週六 12345678 8:10～17:00 
行政大樓集合
（烏日） 

16   2411 從土地
到餐桌 

無毒生活 無毒生活自己來 
健諮中心 
許文馨 

透過 DIY手工皂、紫雲膏、護手霜、
水果醋、果醬，認識無毒家庭生活。 

  3/15 3/22 3/29 週三 78 15:10～17:00 
綜合教學大樓

Y605 

17   2412 從土地
到餐桌 

無毒生活 無毒生活自己來 
健諮中心 
許文馨 

透過 DIY手工皂、紫雲膏、護手霜、
水果醋、果醬，認識無毒家庭生活。 

  5/04 5/11 5/18 週四 34 10:10～12:00 
綜合教學大樓

Y605 

18   3011 悠遊樂活 傳統工藝 微雕刻手作—日本光雕 
通識中心 
蕭怡姍 

光雕起源介紹/雕刻技巧示範/光雕
刀練習實作。 

  5/20 — — 週六 345678 10:10～17:00 
綜合教學大樓

Y605 

19   3021 悠遊樂活 傳統工藝 
傳統工藝—貼色彩繪
技法創作 

文創學程 
蔡紫彤 

認識台灣傳統文化色彩、彩繪型制
與方法後創作彩繪書擋。 

  4/29 — — 週六 345678 10:10～17:00 
綜合教學大樓

Y109 

20   3031 悠遊樂活 傳統工藝 傳統工藝—錫工藝創作 
文創學程 
蔡紫彤 

認識、理解傳統錫工藝的演變，應用浮
雕技法並設計與創作自己的雕花錫。   5/06 — — 週六 345678 10:10～17:00 

綜合教學大樓
Y109 

21   3221 悠遊樂活 健走踏查 八仙山林場尋奇 
歷史系 
吳政憲 

唐毛丹山路線：0800 興大出發→裡
冷部落→登山(午餐自理)→約 1700
下山到停車處→1900～2000 抵達
興大。 

本課程會登山，請評估體力，結束時
間預估較晚，請可配合再選修(需提
供個資辦理保險，午餐茶水自理)  

3/11 — — 週六 
123456789

AB 
8:10～20:00 

行政大樓集合/
唐毛丹山 

22   3222 悠遊樂活 健走踏查 八仙山林場尋奇 
歷史系 
吳政憲 

白毛山路線：0800興大出發→白鹿吊
橋→登山(午餐自理)→約 1700 下山
到停車處→1900～2000抵達興大。 

本課程會登山，請評估體力，結束時
間預估較晚，請可配合再選修(需提
供個資辦理保險，午餐茶水自理)  

5/20 — — 週六 
123456789

AB 
8:10～20:00 

行政大樓集合/
白毛山 

23   3271 悠遊樂活 健走踏查 前進八卦山 
歷史系 
蘇全正 

清代彰化縣城的設置與規模/開化
寺及其觀音信仰/全台第一觀、汀州
會館定光古佛廟巡禮/踏查八卦山。 

全日戶外行程，請先考量體力再報
名(需提供個資辦理保險，午餐茶水
自理。) 

5/27 — — 週六 12345678 8:10～17:00 
綜合教學大樓

Y101 

24   3402 悠遊樂活 生活美學 
畫畫的日子—輕水彩
速寫 

通識中心 
蕭怡姍 

代針筆、牛奶筆以及管狀與塊狀牛
頓水彩顏料特質使用介紹/街景速
寫。 

如選修過「3401速寫風景繪—色鉛
筆的初階習作」請勿再選修（速寫視
為同類課程） 

5/06 — — 週六 345678 10:10～17:00 
綜合教學大樓

Y605 

25   3421 悠遊樂活 生活美學 
透明手繪框—琉璃壓
克力畫 

通識中心 
蕭怡姍 

壓克力顏料搭配繽紛的丙烯麥克
筆，在透明的琉璃(壓克力板)創造特
殊的透明系圖案。 

  4/29 — — 週六 345678 10:10～17:00 
綜合教學大樓

Y605 

26   3481 悠遊樂活 生活美學 
景泰藍工藝—金絲琺
瑯畫 

通識中心 
蕭怡姍 

使用景泰藍釉料，以金絲構圖，將釉
料以點藍方式覆蓋，完成鏡子、杯墊
等作品。 

  4/15 — — 週六 345678 10:10～17:00 
綜合教學大樓

Y605 

27   3611 悠遊樂活 
黑白配 
茗閒情 

啡嚐有趣 
林管處 
簡世昌 

介紹咖啡主要產區及品種、實作咖
啡沖泡(虹吸式、滴濾式)及品嚐。 

  5/12 5/19 5/26 週五 56 13:10~15:00 
綜合教學大樓

Y605 

28   3612 悠遊樂活 
黑白配 
茗閒情 

啡嚐有趣 
林管處 
簡世昌 

介紹咖啡主要產區及品種、實作咖
啡沖泡(虹吸式、滴濾式)及品嚐。 

  5/12 5/19 5/26 週五 78 15:10~17:00 
綜合教學大樓

Y605 

29   3621 悠遊樂活 
黑白配 
茗閒情 

製茶原理與實作 
農藝系 
陳建德 

台灣現有茶產業的發展介紹、練習
採茶、手揉製茶＆品飲；至農業試驗
場進行包種茶實作（雨天改製重發
酵茶）。 

第 2 次至農業試驗場實作，製茶實
作時間較長，茶工廠無冷氣，請自行
評估選修。(需提供個資辦理保險，
午餐茶水自理) 

5/20 5/27 — 週六 
234567 

123456789 
9:10-16:00 
8:30-18:00 

① 作物大樓D300 
② 農業試驗場 

30   3721 悠遊樂活 拈花惹草 淺談植物組織培養 
生科系 
(退休) 
廖松淵 

介紹植物組織培養在生技、農業及
花卉產業的應用，實作植物組織栽
培（玻璃罐裝小植栽）。 

  5/03 5/10 5/17 週三 34 10:10~12:00 
生命科學大樓 2 樓

Z210 實驗室 

31   3741 悠遊樂活 拈花惹草 家庭園藝植物繁殖 
園藝系 
陳錦木 

基本植物繁殖技術介紹/種子認識
及播種實習/繁殖結果討論檢討及
種苗管理技術介紹。 

週四下午需參加勞作教育者請勿選
修。 

5/04 5/11 5/18 週四 89 16:10~18:00 
作物大樓 1樓
園藝系 H105 

32   3761 悠遊樂活 拈花惹草 
園藝活動企劃—植物
編織好好玩 

園藝系 
凃宏明 

園藝活動企劃＆植物材料與編織教
學。 

  5/03 05/10 5/17 週三 78 15:10~17:00 
綜合教學大樓

Y605 

33   3821 悠遊樂活 藝術賞析 印象派油畫賞析與創作 
文創學程 
何智勇 

印象派起源與畫作介紹/構圖、用色
與筆觸概念解析/油畫創作器材示
範/ 靜物寫生創作練習。 

  5/05 5/12 — 週五 567 13:10~16:00 
綜合教學大樓

Y411 

34   3841 悠遊樂活 藝術賞析 踢踏舞實作與解讀 
足夢舞人 
楊宗儒 

了解踢踏舞歷史文化的演變與發
展，踢踏舞重心轉換、節奏感及腳法
練習。 

請著休閒服裝、皮鞋（或平底休閒
鞋）。 

4/22 4/29 — 週六 5678 13:10～17:00 
綜合教學大樓

Y411 

35   3851 悠遊樂活 藝術賞析 
基礎劇場表演體驗工
作坊 

永敢表達 
張永翰 

劇場基礎與基礎表演、感官探索與
聲音表情、即興編創訓練。 

請著方便活動之鞋/褲。 5/06 — — 週六 234567 9:10～16:00 
綜合教學大樓

Y411 

36   3861 悠遊樂活 藝術賞析 甲骨文書法入門與實作 
嶺東科大 
姚吉聰 

認識甲骨文與甲骨文用筆技法實
作。 

  3/09 3/16 — 週四 234 9:10～12:00 
綜合教學大樓

Y605 

37   3871 悠遊樂活 藝術賞析 
聽見海的聲音—珍珠
鑑定與肌理畫創作 

通識中心 
蕭怡姍 

簡介珍珠相關的完整知識、珍珠流
通市場及分級鑑定的方式。結合珍
珠創作情感肌理畫。 

  4/18 4/25 — 週二 567 13:10～16:00 
綜合教學大樓

Y109 

38   3911 悠遊樂活 生活文創 植物染暨柿汁刷染實作 
彤漾藍 
洪武通 

幾何花磚型版設計結合柿汁刷染技
法，製作專屬提袋。 

  5/20 5/27 — 週六 678 14:10～17:00 
綜合教學大樓

Y102 

39   3921 悠遊樂活 生活文創 String Art 編線工藝 
彤漾藍 
王筱彤 

認識編線工藝，解構與設計笛卡兒
之心＆完美五角星。 

  3/11 3/18 — 週六 678 14:10～17:00 
綜合教學大樓

Y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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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3931 悠遊樂活 生活文創 
藍色年代：氰版/藍晒
攝影工作坊 

文創學程 
趙欣怡 

古典攝影技法/光學成像原理/調製
感光藥劑/製作感光相紙等。 

  5/27 — — 週六 23456789 9:10～18:00 
綜合教學大樓

Y605 

41   3941 悠遊樂活 生活文創 藍染 
文創學程 
鄧文貞 

藍染歷史/綁染及夾染技法/藍染實
作。 

  4/14 4/21 — 週五 567 13:10～16:00 
綜合教學大樓

Y605 

42   3951 悠遊樂活 生活文創 
療癒香氛—石膏擴香
石製作 

通識中心 
蕭怡姍 

石膏與水的比例解說/調色、模具脫模
練習/精油擴香石功用介紹及實作。 

※3951、3952 為石膏相關創作課
程，僅可擇一選修。 

5/02 5/09 — 週二 567 13:10～16:00 
綜合教學大樓

Y109 

43   3952 悠遊樂活 生活文創 人體趣味翻模 
文創學程 
蔡紫彤 

了解並應用翻模技法，翻制手部＆
臉部。 

※3951、3952 為石膏相關創作課
程，僅可擇一選修。 

3/11 — — 週六 345678 10:10～17:00 
綜合教學大樓

Y605 

44   3961 悠遊樂活 生活文創 生活掛毯編織 
文創學程 
鄧文貞 

纖維藝術歷史及配色練習/簡易織
具、經線製作/舊棉 T 再利用，實作
織錦畫(掛毯)。 

自備舊棉 T*1 4/28 5/05 — 週五 567 13:10～16:00 
綜合教學大樓

Y605 

45   4141 科技 
好好玩 

數位自造 3D列印（FDM） 
首羿科技 
楊俊湧 

3D 列印技術 FDM（熔融沉積）簡
介、3D 掃描器軟硬體介紹、3D 列
印實作。 

自備筆電、20cm內可掃描物件、隨
身碟或 SD卡 8G以上（課後需預約
實作）。 

5/11 5/18 5/25 週四 34 10:10～12:00 
圖書館 5 樓 
數位自造工坊 

46   4171 科技 
好好玩 

數位自造 打造自己的空氣盒子 
電機系 
溫志煜 

物聯網架構與設計介紹、運用感測
零件實作空氣盒子（外盒之雷雕技
術由圖書館人員帶領實作）。 

需自備筆電。 5/05 5/12 5/19 週五 34 10:10～12:00 
圖書館 5 樓 
數位自造工坊 

47   4181 科技 
好好玩 

數位自造 雷射雕刻切割（紙雕） 
葉紙紙業 
鄭詠州 

雷射雕刻切割軟硬體介紹應用及立
體卡片、手工書製作。 

需自備筆電（安裝 Beam Studio）  
※4181、4182 屬同質課程，僅可擇
一選修。 

3/24 3/31 — 週五 567 13:10～16:00 
圖書館 5 樓 
數位自造工坊 

48   4182 科技 
好好玩 

數位自造 雷射雕刻切割（木雕） 
葉紙紙業 
鄭詠州 

雷射雕刻切割軟硬體介紹應用及一
方地圖設計實作。 

需自備筆電（安裝 Beam Studio、
AutoCAD、Inkscape 等軟體） 
※4181、4182 屬同質課程，僅可擇
一選修。 

4/14 4/21 — 週五 567 13:10～16:00 
圖書館 5 樓 
數位自造工坊 

49   4311 科技 
好好玩 

攝身處地 用手機說故事 
導演 
黃世明 

手機微電影拍攝技巧及實作。 自備行動電源、手機充電器材。 5/20 — — 週六 345678 10:10～17:00 
綜合教學大樓

Y101 

50   4331 科技 
好好玩 

攝身處地 圖文插畫與逐格動畫 
導演 
黃世明 

學習 flipaclip、stopmotion studio 
app，讓你的插畫動起來~ 

需自備手機（或平板）安裝前述
APP，自備鉛筆、空白紙等擬稿文
具。（自備行動電源、手機充電器材） 

5/27 — — 週六 345678 10:10～17:00 
綜合教學大樓

Y101 

51   4511 科技 
好好玩 

鳥瞰興視界 空拍初體驗 
無人載具 
研究中心 
許鈺群 

無人機飛行教學、實地空拍興大校
園、影像處理與 3D 建模。 

需自備筆電＆安裝模擬飛行軟體。 4/22 — — 週六 23456789 9:10～18:00 
綜合教學大樓

Y102 

52   4512 科技 
好好玩 

鳥瞰興視界 空拍初體驗 
無人載具 
研究中心 
許鈺群 

無人機飛行教學、實地空拍興大校
園、影像處理與 3D 建模。 

需自備筆電＆安裝模擬飛行軟體。 5/06 — — 週六 23456789 9:10～18:00 
綜合教學大樓

Y102 

53   4751 科技 
好好玩 

資訊開講 
多媒體 Flash 設計—
使用 Adobe Animate 

科管所 
巫亮全 

Adobe Animate 多媒體概念以及
基本上機操作。 

需先下載 Adobe Animate 試用版
軟體並申請試用帳號（課後如不續
用請記得取消以免信用卡扣款）。 

3/11 — — 週六 2345678 9:10～17:00 
社管大樓資管
系電腦教室

SC549 

54   4781 科技 
好好玩 

資訊開講 
有趣的 Python機器學
習實作 

統計所 
林長鋆 

機器學習簡介/認識 Python 程式語
言/Python 基本操作/Python 機器
學習實作。 

需自備筆電。 3/04 — — 週六 12345678 8:10～17:00 
綜合教學大樓

Y108 

55   5041 通識 
萬花筒 

原民文化 前進”原”文化 
生管所 
張淑君 

信義鄉現地走訪踏察/介紹社區產
業資源特色如文化產業化及產業文
化化，進一步如何行銷等。 

上午於綜大課程講解，下午搭車至
信義鄉（需提供個資辦理保險） 

3/18 — — 週六 3456789 10:10~18:30 
綜合教學大樓

Y101/南投 

56   5141 通識 
萬花筒 

禮儀幫幫忙 淺酌細品葡萄酒 
通識中心 
彭瑞芝 

基本葡萄酒介紹、認識酒標、開瓶練
習、品飲四種葡萄酒。 

請注意服儀，需簽署葡萄酒品飲聲
明書，不可酒駕。 

3/04 — — 週六 2345678 9:10～17:00 
綜合教學大樓

Y605 

57   5142 通識 
萬花筒 

禮儀幫幫忙 淺酌細品葡萄酒 
通識中心 
彭瑞芝 

基本葡萄酒介紹、認識酒標、開瓶練
習、品飲四種葡萄酒。 

請注意服儀，需簽署葡萄酒品飲聲
明書，不可酒駕。 

3/18 — — 週六 2345678 9:10～17:00 
綜合教學大樓

Y605 

58   5221 通識 
萬花筒 

興大生了沒 惠蓀林場生態之旅 
通識中心 
劉思謙 

走訪惠蓀林場、雙冬吊橋、九九峰、
七股大樟樹、烏溪、蘭島溪。（註：
本課程非惠蓀林場單一定點） 

全日戶外行程，請先考量體力再報
名。(需提供個資辦理保險，午餐茶
水自理。)  

3/11 — — 週六 123456789 8:10～18:00 
綜合教學大樓

Y101 集合 
（惠蓀林場） 

59   5222 通識 
萬花筒 

興大生了沒 惠蓀林場生態之旅 
通識中心 
劉思謙 

走訪惠蓀林場、雙冬吊橋、九九峰、
七股大樟樹、烏溪、蘭島溪。（註：
本課程非惠蓀林場單一定點） 

全日戶外行程，請先考量體力再報
名。(需提供個資辦理保險，午餐茶
水自理。) 

3/18 — — 週六 123456789 8:10～18:00 
綜合教學大樓

Y101 集合 
（惠蓀林場） 

60   5251 通識 
萬花筒 

興大生了沒 ★南投校區知性之旅 
通識中心 
劉思謙 

由白毫禪寺看八卦山脈認識台中盆
地/漫步南投校區/探訪貓羅溪上游
中寮龍鳳瀑布自然生態。 

全日戶外行程，請先考量體力再報
名。(需提供個資辦理保險，午餐茶
水自理。) 

5/06 — — 週六 123456789 8:10～18:00 
綜合教學大樓

Y101 集合 
★南投校區＆週邊 

61   5261 通識 
萬花筒 

興大生了沒 
★興興相印—國史館臺
灣文獻館文化園區碑
碣採拓 

歷史系 
蘇全正 

碑碣歷史介紹/碑碣採拓技巧與史
料認識/國史館實地拓碑教學實作。 

※5261、5262 屬同質課程，僅可擇
一選修。(需提供個資辦理保險，午
餐茶水自理。) 

4/29 — — 週六 12345678 8:10～17:00 
★南投校區 

文教 501/國史館 

62   5262 通識 
萬花筒 

興大生了沒 
興興相印—興大校園
碑碣採拓 

歷史系 
蘇全正 

碑碣歷史介紹/碑碣採拓技巧與史
料認識/興大實地拓碑教學實作。 

※5261、5262 屬同質課程，僅可擇
一選修。 

3/04 — — 週六 234567 9:10～16:00 
綜合教學大樓

Y109 

63   5271 通識 
萬花筒 

興大生了沒 
★漫遊中興新村：藏茶
文化美學體驗 

大美生活 
提案所 
蔡佩伶 

台灣地方創生與城鄉發展策略/中
興新村地方發展的可能與願景/走
讀中興新村，藏茶文化美學體驗。 

需提供個資辦理保險，午餐茶水自
理。(5271、5272、5273屬同質課
程，僅可擇一選修) 

4/15 — — 週六 12345678 8:10～17:00 
★南投校區 

大美生活提案所 

64   5272 通識 
萬花筒 

興大生了沒 
★漫遊中興新村：藥草
球文化美學體驗 

大美生活 
提案所 
蔡佩伶 

台灣地方創生與城鄉發展策略/中
興新村地方發展的可能與願景/走
讀中興新村，藥草球文化美學體驗。 

需提供個資辦理保險，午餐茶水自
理。(5271、5272、5273屬同質課
程，僅可擇一選修) 

3/18 — — 週六 12345678 8:10～17:00 
★南投校區 

大美生活提案所 

65   5273 通識 
萬花筒 

興大生了沒 
★漫遊中興新村：瓶中
小森林生態美學體驗 

大美生活 
提案所 
蔡佩伶 

台灣地方創生與城鄉發展策略/中
興新村地方發展的可能與願景/走
讀中興新村，生態瓶美學體驗。 

需提供個資辦理保險，午餐茶水自
理。(5271、5272、5273屬同質課
程，僅可擇一選修) 

5/20 — — 週六 12345678 8:10～17:00 
★南投校區 

大美生活提案所 

66   5331 通識 
萬花筒 

軟實力 玩桌遊學活動管理 
亞大休憩 
童秋霞 

透過桌遊的操作學習活動中的領
導、溝通、團隊合作等管理能力。 

  3/03 3/10 — 週五 567 13:10～16:00 
綜合教學大樓

Y605 

67   5341 通識 
萬花筒 

軟實力 航空旅遊實務 
通識中心 
彭瑞芝 

認識航空器/出國旅遊小常識/航空
工作介紹等。 

  4/15 — — 週六 345678 10:10～17:00 
綜合教學大樓

Y411 

68   5441 通識 
萬花筒 

異國文化 
朝鮮傳統—韓國民畫
體驗 

通識中心 
蕭怡姍 

介紹朝鮮傳統繪畫的起源、使用的
媒材與描繪的主題種類/韓國民畫
實作。 

  3/21 3/28 — 週二 567 13:10～16:00 
綜合教學大樓

Y109 

69   5511 通識 
萬花筒 

生命教育 毛小孩的居家護理 
獸醫系 
林荀龍 

居家護理實戰演練：基礎保定、狗狗
全身清潔、剪指甲、剃毛、梳毛美容 
建立正確護理觀念：了解狗的毛髮
知識，以及其他日常護理注意事項。 

本課程於后里動物之家進行，需提
供個資辦理保險，午餐茶水自理。 

3/11 — — 週六 12345678 8:10～17:00 
行政大樓集合 
后里動物之家 

70   5621 通識 
萬花筒 

探索自我 點亮情緒迷霧 
諮商師 
謝文軒 

了解情緒原因及探索自我真實感受
/了解正、負向情緒及其影響/流動
畫體驗。 

  4/22 — — 週六 234567 9:10～16:00 
綜合教學大樓

Y605 

71   5711 通識 
萬花筒 

情感教育 我的愛情角色 
諮商師 
謝文軒 

自我特質及愛情價值觀探索、溝通
模式的了解、製作特質鞋帶鑰匙圈。 

  3/11 — — 週六 234567 9:10～16:00 
綜合教學大樓

Y411 

72   5821 通識 
萬花筒 

人際溝通 
挑對時機說對話— 
趨吉避凶，打開好人緣 

諮商師 
施亭因 

認識自己的溝通風格/看懂適合溝
通的時機，運用有效溝通方式。 

  5/20 — — 週六 345678 10:10～17:00 
綜合教學大樓

Y411 

73   5831 通識 
萬花筒 

人際溝通 自信表達力工作坊 
永敢表達 
張永翰 

公眾表達開場技巧/聲音表情與情
境傳達/敘事技巧方法訓練/故事實
戰呈現。 

  3/18 — — 週六 234567 9:10～16:00 
綜合教學大樓

Y411 

74   5931 通識 
萬花筒 

大學 
社會責任 

藝起 fun 社區 
生管所 
張淑君 

了解社區發展相關理論，運用於社
區在地的人、文、地、產、景資源，
彰化橋頭社區順達磚窯廠、中崙社
區現地走訪和踏察。 

★3/25需補4/3(一)課程者請勿選修。
上午於綜大課程講解，下午搭車至
彰化（需提供個資辦理保險） 

3/25 — — 週六 3456789 10:10~18:00 
綜合教學大樓

Y101/彰化 

註：課號前 3 碼相同視為同一課程，已於其他學期選修者，請勿重複選修。選課結束後，各課程如有剩餘名額，於本校「自主學習網站」開放報名候補。 

★為南投校區相關課程 

https://zh.wikipedia.org/zh-tw/Adobe_Animate
https://zh.wikipedia.org/zh-tw/Adobe_Anim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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