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1、2節 

8:10 

∣ 

10:00 

 日語會話二(石川隆男 共 202)2-3 
 

日文習作三(石川隆男 共 310 )[3.4] 

 
應用日文(石川隆男 普 201)[3.4]下普 202 

 
服務三-圖書館排書 

 

3、4 

節 

10:20 

∣ 

12:10 

日本近現代文學選讀(范淑文 普 401)◇四 

初級日語(林立萍 普 504)◇一 

日本童話選讀(陳明姿 普 402)[2] 

日文上 02 林欣慧 普 505 (345) 

日文一 02 劉伊涵 共 202 (345) 

日文一 03 陳昭心 共 406 (345) 

日文一 06 施姵伃 共 306 (234) 

日文一 07 曾寶儀 共 402 (345) 

日文二 01 許惠晴 共 407 (234) 

日文二 02 守時愛里 共 310 (345) 

日文二 10 彭誼芝 共 403 (345) 

服務一二第 5節 12:20 

中日對照語言學專題研究 (林慧君)研

106 

日本文學史(曹景惠 普 501)234◇三 

日文習作二(石川隆男 共 401) 2-1 
日文翻譯一(朱秋而 共 407)2-3 
日文上 01 江佩璇 共 403 (234) 

日文一 08 彭誼芝 共 301 (345) 

日文一 10 劉伊涵 共 306 (234) 

日文一 11 林姿妙 共 308 (345) 

日文一 16 洪瑟君 普 404 (345) 

日文二 05 施姵伃 共 310 (234) 

日文二 06 李芸蓁 共 309 (345) 

日文三 01 黃意婷 普 405 (345) 

下學期-第二外國語教學實習(黃鈺涵) -博

雅 304暫訂 

中日比較文學研究(陳明姿)研 106 

日本語言學概論(林立萍 普 202)◇三 

日語語法(林慧君 普 205)234 ◇二 

日語會話一(黃鈺涵 共 404)1-1 

日文習作一 (洪瑟君 共 306) 1-2 
日語會話一(范淑文 (視)206)1-3 
日文上 04 黃佳鈴 共 407 (234) 

日文上 09 曾寶儀 共 403 (234) 

日文一 17 許惠晴 共 308 (345) 

日文一 18 林姿妙 共 402 (345) 

日文二 11 柯惠真 共 310 (345) 

日文二 12 劉伊涵 共 202 (234)  

日文三 03 詹兆雯 共 104 (234) 

日本古典文學與宗教(曹景惠)研 108 

日語教育學研究(黃鈺涵)研 204 

日語聽講實習(林欣慧 外教(視)202)1-1 

中級日語(林慧君 普 204)345節 2-單 

高級日語(龜田俊和 共 401)3-單 

高級日語(朱秋而 共 307)3-雙 

日文一 26 黃佳鈴 共 404 (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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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5) 

日文一 42 彭誼芝 共 305 (345) 

日文二 16 曾寶儀 共 407 (234) 

日文二 22 林姿妙 共 310 (345) 

日文三 05 守時愛里 普 406 (345) 

近代中日文化思想交流史研究(徐興

慶)研 225 

日本文學名著選讀(洪瑟君 普 201)◇三 

日文翻譯一(田世民 普 306)2-2 

日文習作二(龜田俊和 普 303)2-3 

日文習作一(陳昭心 普 304) 1-1 
日文一 05 許惠晴 共 407 (234) 

日文一 36 林姿妙 共 308 (345) 

日文一 38 池田晶子 共 406 (345) 

日文一 39 江佩璇 共 309 (234) 

日文一 44 彭誼芝 共 405 (345) 

日文二 24 賴建樺 共 310 (234) 

日文二 25 洪淑娟 共 202 (345) 

日文二 26 詹兆雯 共 311 (234) 

日文三 02 柯惠真 共 306 (345) 

上學期-第二外國語教材教法(黃鈺涵)-

106 

6、7 

節 

13:20 

∣ 

15:10 

近代日本的中國認識與亞洲論 (何思慎)研

204 

日文翻譯一(曹景惠 普 503)2-1 

日文習作二(服部美貴 共 202)2-2 

日語會話一(范淑文 外教(視)204)1-3 
日文一 01 李欣倫 共 305 (567) 

日文一 09 詹兆雯 共 308 (567) 

日文一 45 施姵伃 共 307 (567) 

日文二 03 池田晶子 共 102 (567) 

日文二 04 許惠晴 共 407 (567) 

日本語彙與表現之研究(林立萍)研 204 

近代日本思想專題研究(田世民)研 219 

日語聽講實習(陳昭心外教(視)203)1-2 
日文習作一(林欣慧 普 503)1-3 

中級日語(黃鈺涵 普 205)567節 2-雙 

日文研究文獻導讀一.二(林慧君 普

301/202) [3.4] 

日文上 03 賴建樺 共 405 (567) 

日文一 12 劉伊涵 共 306 (567) 

日文一 13 守時愛里 共 307 (567) 

日文一 14 施姵伃 共 311 (567) 

日文二 07 江佩璇 共 407 (567) 

日語會話二(石川隆男 共 303)2-3 1~9週 

日文一 19 黃意婷 共 311 (567) 

日文一 20 洪淑娟 共 307 (567) 

日文一 21 李欣倫 共 407 (567) 

日文一 22 曾寶儀 共 306 (567) 

日文二 13 劉伊涵 共 202 (567) 

日文二 14 張鈞竹 共 305 (567) 

日本思想史研究(龜田俊和) 研 106 

日文翻譯二(服部美貴 普 204)3-單 

日語會話一(黃鈺涵 普 201)1-1 
日語會話一(林欣慧 共 301)1-2 
日語聽講實習(曹景惠外教(視)101)1-3 
日語口譯(范淑文 56節外教(視)305)[4] 

日文一 30 賴建樺 共 306 (567) 

日文一 31 張鈞竹 共 311 (567) 

日文一 32 柯惠真 共 309 (567) 

日文一 33 池田晶子 共 403 (567) 

日文二 18 李欣倫 共 202 (567) 

日文二 20 曾寶儀 共 407 (567) 

日本歷史(龜田俊和 普 303)[3.4] 
日文一 40 詹兆雯 共 311 (567) 

日文一 41 許惠晴 共 407 (567) 

日文一 43 李芸蓁 共 307 (567) 

日文二 23 賴建樺 共 310 (567) 

8、9 

節 

15:30 

∣ 

17:20 

日本文學與文化導讀(五位文學老師合

授)[2.3.4]下學期普 503 

(學程)日本政治/外交探討(何思慎 普

302/下-普 505) [3.4] 

日文一 04 李芸蓁 共 407 (8910) 

日文一 37 李欣倫 共 305 (8910) 

日文二 08 詹兆雯 共 308 (8910) 

 

中日詩歌比較研究(朱秋而)研 108 

日語會話二(服部美貴 普 201)(8910)2-1 

日語會話一(林欣慧 共 404) 1-2 
新聞日語(陳昭心 普 306)[3.4] 

日文上 07 田世民 普 302 (8910) 

日文上 08 洪瑟君 普 503 (8910) 

日文一 15 李芸蓁 共 309 (8910) 

日文二 09 守時愛里 共 306 (8910) 

日文三 04 張鈞竹 共 407 (8910) 

日本近現代文學研究(范淑文)研 R204 

初級日語(林立萍 普 301)◇一  

日語會話二(龜田俊和普 201)(8910)2-2 

日文翻譯二(石川隆男 共 303)3-雙 
日文一 23 黃意婷 共 311 (8910) 

日文一 24 洪淑娟 共 307 (8910) 

日文一 25 黃佳鈴 共 407 (8910) 

日文二 15 張鈞竹 共 305 (8910) 

日文二 17 柯惠真 共 309 (8910) 

日本古典文學選讀(朱秋而 普 503)◇四 

日本文化(田世民 普 202) ◇二 

日本戲劇導讀與多媒體(服部美貴 普

204)[3] 
(學程) 1980年代之後的日本經濟與經濟政

策/時勢日本經濟與台日關係(蘇顯揚 共

307) 

日文上 05 柯惠真 共 309 (8910) 

日文上 06 守時愛里 共 310 (8910) 

日文一 34 張鈞竹 共 311 (8910) 

日文一 35 池田晶子 共 403 (8910) 

日文二 19 黃佳鈴 共 102 (789) 

日文二 21 黃意婷 共 306 (8910) 

 

 

*大四系內選修專題討論(12位專任教師) 

服務一：石川、石川、服部 

服務二(下)：陳昭心、陳昭心、龜田 

服務三(下)：洪瑟君、服部、龜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