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8-1 學期外系選修日文課程課表 

 

                                                                                                              108.7.15 修訂 

 

星期 一 二 三 四 五 

12 節    

345 節 

10:20 

| 

13:10 

日文上 02 林欣慧（理學院）普 505 

日文一 02 劉伊涵 共 202 

日文一 03 陳昭心 共 406 

日文一 06 施姵伃 共 306 (234) 

日文一 07 曾寶儀 共 402 

日文二 01 許惠晴 共 407 (234) 

日文二 02 守時愛里 共 310 

日文二 10 彭誼芝 共 403 

日文上 01 江佩璇（文學院）共 403 (234)

日文一 08 彭誼芝 共 301 

日文一 10 劉伊涵 共 306 (234) 

日文一 11 林姿妙 共 308 

日文一 16 洪瑟君 普 404 

日文二 05 施姵伃 共 310 (234) 

日文二 06 李芸蓁 共 309 

日文三 01 黃意婷 普 405 

日文上 04 黃佳鈴 (管生科) 共 407 (234)

日文上 09 曾寶儀 (生科管) 共 403 (234)

日文一 17 許惠晴 共 308 

日文一 18 林姿妙 共 402 

日文二 11 柯惠真 共 310 

日文二 12 劉伊涵 共 202 (234)  

日文三 03 詹兆雯 共 102 (234) 

日文一 26 黃佳鈴 共 404 

日文一 27 賴建樺 共 306 (234) 

日文一 28 洪淑娟 共 311 (234) 

日文一 29 江佩璇 共 308 

日文一 42 彭誼芝 共 304 

日文二 16 曾寶儀 共 407 (234) 

日文二 22 林姿妙 共 310 

日文三 05 守時愛里 普 406 

日文一 05 許惠晴（外文系）共 407 (234) 

日文一 36 林姿妙 共 308 

日文一 38 池田晶子 共 406 

日文一 39 江佩璇 共 309 (234) 

日文一 44 彭誼芝 共 405 

日文二 24 賴建樺 共 310 (234) 

日文二 25 洪淑娟 共 202 

日文二 26 詹兆雯 共 311 (234) 

日文三 02 柯惠真 共 306 

567 節 

12:20 

| 

15:10 

日文一 01 李欣倫 共 305 

日文一 09 詹兆雯 共 308 

日文一 45 施姵伃 共 307 

日文二 03 池田晶子 共 102 

日文二 04 許惠晴 共 407 

日文上 03 賴建樺（社科院）共 405 

日文一 12 劉伊涵 共 306 

日文一 13 守時愛里 共 307 

日文一 14 施姵伃 共 311 

日文二 07 江佩璇 共 407 

日文一 19 黃意婷 共 311 

日文一 20 洪淑娟 共 307 

日文一 21 李欣倫 共 407 

日文一 22 曾寶儀 共 306 

日文二 13 劉伊涵 共 202 

日文二 14 張鈞竹 共 305 

日文一 30 賴建樺 共 306 

日文一 31 張鈞竹 共 311 

日文一 32 柯惠真 共 309 

日文一 33 池田晶子 共 403 

日文二 18 李欣倫 共 202  

日文二 20 曾寶儀 共 407 

日文一 40 詹兆雯 共 311 

日文一 41 許惠晴 共 407 

日文一 43 李芸蓁 共 307 

日文二 23 賴建樺 共 310 

8910 節 

15:30 

| 

18:20 

日文一 04 李芸蓁 共 407 

日文一 37 李欣倫 共 305 

日文二 08 詹兆雯 共 308 

 

日文上 07 田世民 (生農院) 普 302 

日文上 08 洪瑟君 (公衛醫電) 普 503 

日文一 15 李芸蓁 共 309 

日文二 09 守時愛里 共 306 

日文三 04 張鈞竹 共 407 

日文一 23 黃意婷（研究生）共 311 

日文一 24 洪淑娟 共 307 

日文一 25 黃佳鈴 共 407 

日文二 15 張鈞竹 共 305 

日文二 17 柯惠真 共 309 

日文上 05 柯惠真 (法工電) 共 309 

日文上 06 守時愛里 (法工電) 共 310 

日文一 34 張鈞竹 共 311 

日文一 35 池田晶子 共 403 

日文二 19 黃佳鈴（外文系）共 102(789)

日文二 21 黃意婷 共 3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