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星期一 (18:10-22:00) 

教學原理/教學媒體與運用 

(隔週上課，每次 4小時) 

地點：270915 

日期 授課教師 課名/備註 

09/13 林進山 教學原理 

遠距教學 

09/20 洪煌堯 教學媒體與運用 

正常上課，遠距教學 

09/27 林進山 教學原理 

10/04 洪煌堯 教學媒體與運用 

10/11 林進山 教學原理 

停課，01/17補課 

10/18 洪煌堯 教學媒體與運用 

10/25 林進山 教學原理 

11/01 洪煌堯 教學媒體與運用 

11/08 林進山 教學原理 

11/15 洪煌堯 教學媒體與運用 

11/22 林進山 教學原理 

11/29 洪煌堯 教學媒體與運用 

12/06 林進山 教學原理 

12/13 洪煌堯 教學媒體與運用 

12/20 林進山 教學原理 

12/27 洪煌堯 教學媒體與運用 

01/03 林進山 教學原理 

01/10 洪煌堯 教學媒體與運用 

01/17 林進山 教學原理(補 10/11) 

 
 
 
 

 
 
 
 
 
 
 
 
 
 
 

星期三 (18:10-22:00) 

教育社會學/全民國防教育科教材教法 

(隔週上課，每次 4小時) 

地點：270915 

日期 授課教師 課名/備註 

09/15 陳榮政 教育社會學 

遠距教學 

09/22 連弘宜 全民國防教育科教材教法 

遠距教學 

09/29 陳榮政 教育社會學 

10/06 連弘宜 全民國防教育科教材教法 

10/13 陳榮政 教育社會學 

10/20 連弘宜 全民國防教育科教材教法 

10/27 陳榮政 教育社會學 

11/03 連弘宜 全民國防教育科教材教法 

11/10 陳榮政 教育社會學 

11/17 連弘宜 全民國防教育科教材教法 

11/24 陳榮政 教育社會學 

12/01 連弘宜 全民國防教育科教材教法 

12/08 陳榮政 教育社會學 

12/15 連弘宜 全民國防教育科教材教法 

12/22 陳榮政 教育社會學 

12/29 連弘宜 全民國防教育科教材教法 

01/05 陳榮政 教育社會學 

01/12 連弘宜 全民國防教育科教材教法 

 
 
 
 
 
 

110學年度第一學期全民國防教育科學士後教育學分班 - 上課日期與教室 

※ 110 學年度第一學期各課程上課教室皆在綜合院館北棟。 

※ 教室代碼說明：27-綜合院館、04/09-四樓/九樓、末兩碼為教室號碼。 

※ 圖表說明：橘色為教育專業課程，綠色為國防專門課程。 

※ 請注意課程分為每週上課/隔週上課二種，特殊上課時間以黃色色塊註明。 

※ 紅色 09/21、01/01為國定假日，停課(無須補課)。 
※ 藍色代表遇上調整放假(應補課，補課方式、時間由任課老師決定)。 

※ 寒假開始時間為 01/17日，惟 01/17後須上課以補足時數之課程，將另行通知補課時間。 



星期五 (18:10-22:00) 

軍隊與社會/防衛動員與災害防救 

(隔週上課，每次 4小時) 

地點：270404 

日期 授課教師 課名/備註 

09/17 丁樹範 
軍隊與社會 

遠距教學 

09/24 黃德清 
防衛動員與災害防救 

遠距教學 

10/01 丁樹範 軍隊與社會 

10/08 黃德清 防衛動員與災害防救 

10/15 丁樹範 軍隊與社會 

10/22 黃德清 防衛動員與災害防救 

10/29 丁樹範 軍隊與社會 

11/05 黃德清 防衛動員與災害防救 

11/12 丁樹範 軍隊與社會 

11/19 黃德清 防衛動員與災害防救 

11/26 丁樹範 軍隊與社會 

12/03 黃德清 防衛動員與災害防救 

12/10 丁樹範 軍隊與社會 

12/17 黃德清 防衛動員與災害防救 

12/24 丁樹範 軍隊與社會 

12/31 黃德清 防衛動員與災害防救 

01/07 丁樹範 軍隊與社會 

01/14 黃德清 防衛動員與災害防救 

 
 
 
 
 
 
 
 
 
 

 

 

 

 

 

 

 

星期六上午 (09:10-13:00) 

戰略研究專題/全民國防理論與實踐 

(每週上課，每次 2小時) 

地點：270404 

日期 授課教師 課名/備註 

09/18 

連弘宜 戰略研究專題 

停課，期末補課 

余宗基 全民國防理論與實踐 

停課，期末補課 

09/25 

連弘宜 戰略研究專題 

遠距教學 

余宗基 全民國防理論與實踐 

遠距教學 

10/02 
連弘宜 戰略研究專題 

余宗基 全民國防理論與實踐 

10/09 

連弘宜 戰略研究專題 

停課，期末補課 

余宗基 全民國防理論與實踐 

停課，期末補課 

10/16 
連弘宜 戰略研究專題 

余宗基 全民國防理論與實踐 

10/23 
連弘宜 戰略研究專題 

余宗基 全民國防理論與實踐 

10/30 
連弘宜 戰略研究專題 

余宗基 全民國防理論與實踐 

11/06 
連弘宜 戰略研究專題 

余宗基 全民國防理論與實踐 

11/13 
連弘宜 戰略研究專題 

余宗基 全民國防理論與實踐 

11/20 
連弘宜 戰略研究專題 

余宗基 全民國防理論與實踐 

11/27 
連弘宜 戰略研究專題 

余宗基 全民國防理論與實踐 

12/04 
連弘宜 戰略研究專題 

余宗基 全民國防理論與實踐 

12/11 
連弘宜 戰略研究專題 

余宗基 全民國防理論與實踐 

12/18 
連弘宜 戰略研究專題 

余宗基 全民國防理論與實踐 

12/25 
連弘宜 戰略研究專題 

余宗基 全民國防理論與實踐 

01/01 連弘宜 戰略研究專題 



余宗基 全民國防理論與實踐 

01/08 
連弘宜 戰略研究專題 

余宗基 全民國防理論與實踐 

01/15 
連弘宜 戰略研究專題 

余宗基 全民國防理論與實踐 

 
星期六下午 (14:10-18:00) 

國防專題研究/國際政治經濟 

(每週上課，每次 2小時) 

地點：270404 

日期 授課教師 課名/備註 

09/18 

馬振坤 國防專題研究 

停課，擇期補課 

鄧中堅 國際政治經濟 

停課，擇期補課 

09/25 

馬振坤 國防專題研究 

停課，擇期補課 

鄧中堅 國際政治經濟 

遠距教學 

10/02 
馬振坤 國防專題研究 

鄧中堅 國際政治經濟 

10/09 

馬振坤 國防專題研究 

停課，擇期補課 

鄧中堅 國際政治經濟 

停課，擇期補課 

10/16 

馬振坤 國防專題研究 

停課，擇期補課 

鄧中堅 國際政治經濟 

10/23 

馬振坤 國防專題研究 

停課，擇期補課 

鄧中堅 國際政治經濟 

10/30 

馬振坤 國防專題研究 

停課，擇期補課 

鄧中堅 國際政治經濟 

11/06 
馬振坤 國防專題研究 

鄧中堅 國際政治經濟 

11/13 
馬振坤 國防專題研究 

鄧中堅 國際政治經濟 

11/20 
馬振坤 國防專題研究 

鄧中堅 國際政治經濟 

11/27 
馬振坤 國防專題研究 

鄧中堅 國際政治經濟 

12/04 
馬振坤 國防專題研究 

鄧中堅 國際政治經濟 

12/11 
馬振坤 國防專題研究 

鄧中堅 國際政治經濟 

12/18 
馬振坤 國防專題研究 

鄧中堅 國際政治經濟 

12/25 
馬振坤 國防專題研究 

鄧中堅 國際政治經濟 

01/01 
馬振坤 國防專題研究 

鄧中堅 國際政治經濟 

01/08 
馬振坤 國防專題研究 

鄧中堅 國際政治經濟 

01/15 
馬振坤 國防專題研究 

鄧中堅 國際政治經濟 

 
星期六晚上 (18:10-22:00) 

生涯規劃及職業教育與訓練/青少年心理學 

(每週上課，每次 4小時) 

地點：270915 

日期 授課教師 課名/備註 

09/18 王素芸 

生涯規劃及職業教育

與訓練  

正常上課，遠距教學 

09/25 王素芸 
生涯規劃及職業教育

與訓練 

遠距教學 

10/02 王素芸 
生涯規劃及職業教育

與訓練 

10/09 王素芸 
生涯規劃及職業教育

與訓練 

正常上課，遠距教學 

10/16 

王素芸 
生涯規劃及職業教育

與訓練(前 2小時) 

王素芸 
青少年心理學 

(後 2小時) 

10/23 王素芸 青少年心理學 

10/30 王素芸 青少年心理學 

11/06 王素芸 
青少年心理學 

(調至 01/22) 

11/13 王素芸 青少年心理學 

11/20 王素芸 青少年心理學 

11/27 王素芸 青少年心理學 



12/04 王素芸 青少年心理學 

12/11 王素芸 青少年心理學 

12/18 王素芸 青少年心理學 

12/25 王素芸 青少年心理學 

01/01 王素芸 青少年心理學 

01/08 王素芸 青少年心理學 

01/15 王素芸 青少年心理學 

01/22 王素芸 
青少年心理學 

(補 11/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