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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通識教育中心 

傑出「課程評量」之科目（基礎、體育、微積分、物理、語言課程） 
有效平均值 5.50 分(含)以上 

 

開課序號 科目名稱 主負責教師 
0012015 日文(II) 藤倉由季子 
0091006 日文 王士虹 
0031020 日文 蕭宜菁 
0171009 英語聽講實習(3) 鄭智玲 
0251014 英文閱讀與寫作 傑西 
0121017 體育-籃球 李偉民 
0231014 體育-籃球 曾銀助 
0231017 體育-網球 李朝裕 
0231020 體育-羽球 莊宜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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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優「課程評量」之科目（基礎、體育、微積分、物理、語言課程） 

有效平均值 5.25(含)~5.49 分 

開課序號 科目名稱 主負責教師 
0011017 國文 康靜宜 
0011018 國文 蓋琦紓 
0091002 國文 林于盛 
0181001 國文 歐修梅 
0191002 國文 歐修梅 
0011040 英語聽講實習(3) 黃淑秀 
0091016 英語聽講實習(1) 戴春馨 
0181010 英語聽講實習(2) 劉佳惠 
0181011 英語聽講實習(3) 鄭智玲 
0251017 英語聽講實習 傑西 
0211015 英語聽講實習(1) 黃淑秀 
0221014 英語聽講實習(3) 鄭智玲 
0201008 英語聽講實習(2) 王曉慧 
0091011 英文閱讀(2) 羅麗卿 
0261014 英文閱讀(3) 王曉慧 
0041018 英文閱讀(3) 王儀君 
0061011 英文閱讀(3) 傑西 
0211017 英文閱讀(3) 王曉慧 
0231012 英文閱讀(3) 傑西 
7613002 英文閱讀與寫作 劉劍航 
0011033 體育-羽球 莊宜達 
0261017 體育-網球 李朝裕 
0261018 體育-桌球 蔡貴蘭 
0261020 體育-游泳 趙明毅 
0021011 體育-籃球 曾銀助 
0021017 體育-桌球 蔡貴蘭 
0031038 體育-籃球 曾銀助 
0031040 體育-網球 莊宜達 
0121018 體育-排球 殷郁婷 
0121021 體育-韻律有氧 劉素貞 
0041012 體育-籃球 周正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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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課序號 科目名稱 主負責教師 
0041014 體育-網球 李朝裕 
0041015 體育-桌球 蔡貴蘭 
0061013 體育-排球 殷郁婷 
0061014 體育-網球 李朝裕 
0231016 體育-桌球 蔡貴蘭 
0191009 服務學習 呂怡靜 
0011007 法文(一) 王柔惠 
0011010 日文(I) 藤倉由季子 
0011011 西班牙文(I) 葉子銘 
0091013 德文 吳銀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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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良「課程評量」之科目（基礎、體育、微積分、物理、語言課程） 
有效平均值 5.00(含)~5.24 分 

 
開課序號 科目名稱 主負責教師 
0011019 國文 林于盛 
0261005 國文 康靜宜 
0021004 國文 蓋琦紓 
0121001 國文 莊燕玉 
0151008 國文 戴碧燕 
0251003 國文 蔡蕙如 
0261009 英語聽講實習(3) 鄭智玲 
0121012 英語聽講實習(3) 李淑玉 
0181009 英語聽講實習(2) 陳美淑 
0211012 英語聽講實習(2) 王淑雱 
0201013 英語聽講實習(2) 王淑雱 
0091010 英文閱讀(1) 陳信智 
0091012 英文閱讀(3) 傑西 
0261013 英文閱讀(2) 李國均 
0061009 英文閱讀(2) 楊立勤 
0061010 英文閱讀(2) 李國均 
0181005 英文閱讀(2) 陳信智 
0181007 英文閱讀(3) 姚惠芬 
0211010 英文閱讀(2) 曾彩楣 
0181014 英文閱讀(2) 曾彩楣 
0211014 英文閱讀(2) 楊立勤 
0231010 英文閱讀(2) 羅麗卿 
0231011 英文閱讀(2) 汪茵茹 
0011027 體育-籃球 曾銀助 
0011029 體育-瑜伽、有氧 徐靜輝 
0261019 體育-瑜伽、有氧 徐靜輝 
0021019 體育-韻律有氧 李惠婷 
0171015 體育-桌球 蔡貴蘭 
0171016 體育-韻律有氧 李惠婷 
0031039 體育-排球 黃孆蔚 
0031042 體育-瑜伽、有氧 徐靜輝 
0121019 體育-網球 徐靜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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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課序號 科目名稱 主負責教師 
0041013 體育-排球 莊濱鴻 
0061012 體育-籃球 李偉民 
0231019 體育-健康體適能 陳昭彥 
0091008 服務學習 張乃仁 
0251011 服務學習 胡淑惠 
0041007 服務學習 楊麗玉 
0211001 微積分 溫慶豐 
0261004 普通物理學實驗 張靜芬 
0021022 德文（I） 吳銀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