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星期一 (18:10-22:00) 

美國與亞太安全/和平與衝突研究 

(隔週上課，每次 4小時) 

地點：270915 

日期 授課教師 課名/備註 

02/22 黃奎博 美國與亞太安全 

03/01 張文揚 和平與衝突研究 

(照常上課) 

03/08 黃奎博 美國與亞太安全 

03/15 張文揚 和平與衝突研究 

03/22 黃奎博 美國與亞太安全 

03/29 張文揚 和平與衝突研究 

04/05 黃奎博 美國與亞太安全 

(take-home作業替代

補課) 

04/12 張文揚 和平與衝突研究 

04/19 黃奎博 美國與亞太安全 

04/26 張文揚 和平與衝突研究 

05/03 黃奎博 美國與亞太安全 

05/10 張文揚 和平與衝突研究 

05/17 黃奎博 美國與亞太安全 

05/24 張文揚 和平與衝突研究 

05/31 黃奎博 美國與亞太安全 

06/07 張文揚 和平與衝突研究 

06/14 黃奎博 美國與亞太安全 

06/21 張文揚 和平與衝突研究 

 
 
 
 
 

 
 
 
 
 
 
 
 
 
 
 

星期一 (18:10-22:00) 

教育概論 

(隔週上課，每次 4小時) 

地點：270914 

日期 授課教師 課名/備註 

02/22 王素芸 教育概論 

03/01   

03/08 王素芸 教育概論 

03/15   

03/22 王素芸 教育概論 

03/29   

04/05 王素芸 教育概論 

04/12   

04/19 王素芸 教育概論 

04/26   

05/03 王素芸 教育概論 

05/10   

05/17 王素芸 教育概論 

05/24   

05/31 王素芸 教育概論 

06/07   

06/14 王素芸 教育概論 

06/21   

06/28 王素芸 
教育概論 

(補 04/05課) 

 
 
 
 
 
 

109學年度第二學期全民國防教育科學士後教育學分班 - 上課日期與教室 

※ 109學年度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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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03、06/14為國定假日；05/19、05/20為校慶，停課(無須補課)。 
※ 藍色代表遇上調整放假(應補課)。 

※ 暑假開始時間為 06/25日，惟 06/25後須上課以補足時數之課程，將另行通知補課時間。 



 
星期二 (18:10-22:00) 

決策與危機管理/中國大陸研究 

(隔週上課，每次 4小時) 

地點：270404/270914 

日期 授課教師 課名/備註 

02/23 劉致賢 中國大陸研究 

03/02 林文程 決策與危機管理 

03/09 林文程 決策與危機管理 

03/16 劉致賢 中國大陸研究 

03/23 林文程 決策與危機管理 

03/30 劉致賢 中國大陸研究 

04/06 林文程 決策與危機管理 

04/13 劉致賢 中國大陸研究 

04/20 林文程 決策與危機管理 

04/27 劉致賢 中國大陸研究 

05/04 林文程 決策與危機管理 

05/11 劉致賢 中國大陸研究 

05/18 林文程 決策與危機管理 

05/25 劉致賢 中國大陸研究 

06/01 林文程 決策與危機管理 

06/08 劉致賢 中國大陸研究 

06/15 林文程 決策與危機管理 

06/22 劉致賢 中國大陸研究 

 
 
 
 
 
 
 
 
 
 
 
 
 
 
 
 
 
 

 
星期三 (18:10-22:00) 

班級經營/多元文化教育與實踐 

(隔週上課，每次 4小時) 

地點：270915 

日期 授課教師 課名/備註 

02/24 陳榮政 班級經營 

03/03 陳榮政 班級經營 

03/10 陳幼慧 多元文化教育與實踐 

03/17 陳幼慧 多元文化教育與實踐 

03/24 陳榮政 班級經營 

03/31 陳幼慧 多元文化教育與實踐 

04/07 陳榮政 班級經營 

04/14 陳幼慧 多元文化教育與實踐 

04/21 陳榮政 班級經營 

04/28 陳幼慧 多元文化教育與實踐 

05/05 陳榮政 班級經營 

05/12 陳幼慧 多元文化教育與實踐 

05/19 陳榮政 班級經營 

05/26 陳幼慧 多元文化教育與實踐 

06/02 陳榮政 班級經營 

06/09 陳幼慧 多元文化教育與實踐 

06/16 陳榮政 班級經營 

06/23 陳幼慧 多元文化教育與實踐 

 
 
 
 
 
 
 
 
 
 
 
 
 
 
 
 
 
 



 
星期四 (18:10-22:00) 

全民國防教育科教學實習/學習評量 

(隔週上課，每次 4小時) 

地點：270915 

日期 授課教師 課名/備註 

02/25 連弘宜 
全民國防教育科 

教學實習 

03/04 陳柏霖 學習評量 

03/11 連弘宜 
全民國防教育科 

教學實習 

03/18 陳柏霖 學習評量 

03/25 連弘宜 
全民國防教育科 

教學實習 

04/01 陳柏霖 學習評量 

04/08 王素芸 
全民國防教育科 

教學實習 

04/15 陳柏霖 學習評量 

04/22 王素芸 
全民國防教育科 

教學實習 

04/29 陳柏霖 學習評量 

05/06 王素芸 
全民國防教育科 

教學實習 

05/13 陳柏霖 學習評量 

05/20 王素芸 
全民國防教育科 

教學實習 

05/27 陳柏霖 學習評量 

06/03 王素芸 
全民國防教育科 

教學實習 

06/10 陳柏霖 學習評量 

06/17 王素芸 
全民國防教育科 

教學實習 

06/24 陳柏霖 學習評量 

 
 
 
 
 
 
 
 
 

 
星期五 (18:10-22:00) 

國土安全與非戰爭軍事行動/國際合作與發展 

(隔週上課，每次 4小時) 

地點：270404/270914 

日期 授課教師 課名/備註 

02/26 劉蕭翔 
國土安全與 

非戰爭軍事行動 

03/05 薛健吾 國際合作與發展 

03/12 劉蕭翔 
國土安全與 

非戰爭軍事行動 

03/19 薛健吾 國際合作與發展 

03/26 劉蕭翔 
國土安全與 

非戰爭軍事行動 

04/02 薛健吾 
國際合作與發展 

(將於日後公告) 

04/09 薛健吾 國際合作與發展 

04/16 劉蕭翔 
國土安全與 

非戰爭軍事行動 

04/23 薛健吾 國際合作與發展 

04/30 劉蕭翔 
國土安全與 

非戰爭軍事行動 

05/07 薛健吾 國際合作與發展 

05/14 劉蕭翔 
國土安全與 

非戰爭軍事行動 

05/21 薛健吾 國際合作與發展 

05/28 劉蕭翔 
國土安全與 

非戰爭軍事行動 

06/04 薛健吾 國際合作與發展 

06/11 劉蕭翔 
國土安全與 

非戰爭軍事行動 

06/18 薛健吾 國際合作與發展 

 
 
 
 
 
 
 
 
 



星期六上午 (09:10-13:00) 

特殊教育導論 

(每週上課，每次 4小時，共計 14次上課) 

地點：270403 

日期 授課教師 課名/備註 

02/27   

03/06 王雅奇 特殊教育導論 

03/13 王雅奇 特殊教育導論 

03/20 王雅奇 特殊教育導論 

03/27 王雅奇 特殊教育導論 

04/03 王雅奇 特殊教育導論 

04/10 王雅奇 特殊教育導論 

04/17 王雅奇 特殊教育導論 

04/24 王雅奇 特殊教育導論 

05/01 王雅奇 特殊教育導論 

05/08 王雅奇 特殊教育導論 

05/15 王雅奇 特殊教育導論 

05/22 王雅奇 特殊教育導論 

05/29 王雅奇 特殊教育導論 

06/05 王雅奇 
特殊教育導論 

09:00-11:00 (2小時) 

06/12   

06/19   

 
 

星期六上午 (09:10-13:00) 

非傳統安全/邊境安全與國土防衛 

(每週上課，每次 2小時) 

地點：270404 

日期 授課教師 課名/備註 

02/27 
李登科 非傳統安全 

朱蓓蕾 邊境安全與國土防衛 

03/06 
李登科 非傳統安全 

朱蓓蕾 邊境安全與國土防衛 

03/13 
李登科 非傳統安全 

朱蓓蕾 邊境安全與國土防衛 

03/20 
李登科 非傳統安全 

朱蓓蕾 邊境安全與國土防衛 

03/27 
李登科 非傳統安全 

朱蓓蕾 邊境安全與國土防衛 

04/03 
李登科 非傳統安全 

朱蓓蕾 邊境安全與國土防衛 

04/10 
朱蓓蕾 邊境安全與國土防衛 

朱蓓蕾 邊境安全與國土防衛 

04/17 
李登科 非傳統安全 

朱蓓蕾 邊境安全與國土防衛 

04/24 
李登科 非傳統安全 

李登科 非傳統安全 

05/01 
李登科 非傳統安全 

朱蓓蕾 邊境安全與國土防衛 

05/08 
李登科 非傳統安全 

朱蓓蕾 邊境安全與國土防衛 

05/15 
李登科 非傳統安全 

朱蓓蕾 邊境安全與國土防衛 

05/22 
李登科 非傳統安全 

朱蓓蕾 邊境安全與國土防衛 

05/29 
李登科 非傳統安全 

朱蓓蕾 邊境安全與國土防衛 

06/05 
李登科 非傳統安全 

朱蓓蕾 邊境安全與國土防衛 

06/12 
李登科 非傳統安全 

朱蓓蕾 邊境安全與國土防衛 

06/19 
李登科 非傳統安全 

朱蓓蕾 邊境安全與國土防衛 



星期六下午 (14:10-18:00) 

印太情勢分析/國際安全專題講座 

(每週上課，每次 2小時) 

地點：270404 

日期 授課教師 課名/備註 

02/27 
盧業中 印太情勢分析 

連弘宜 國際安全專題講座 

03/06 
盧業中 印太情勢分析 

連弘宜 國際安全專題講座 

03/13 
盧業中 印太情勢分析 

連弘宜 國際安全專題講座 

03/20 
盧業中 印太情勢分析 

連弘宜 國際安全專題講座 

03/27 
盧業中 印太情勢分析 

連弘宜 國際安全專題講座 

04/03 
盧業中 印太情勢分析 

連弘宜 國際安全專題講座 

04/10 
盧業中 印太情勢分析 

連弘宜 國際安全專題講座 

04/17 
盧業中 印太情勢分析 

連弘宜 國際安全專題講座 

04/24 
盧業中 印太情勢分析 

連弘宜 國際安全專題講座 

05/01 
盧業中 印太情勢分析 

邱坤玄 國際安全專題講座 

05/08 
盧業中 印太情勢分析 

邱坤玄 國際安全專題講座 

05/15 
盧業中 印太情勢分析 

邱坤玄 國際安全專題講座 

05/22 
盧業中 印太情勢分析 

邱坤玄 國際安全專題講座 

05/29 
盧業中 印太情勢分析 

邱坤玄 國際安全專題講座 

06/05 
盧業中 印太情勢分析 

邱坤玄 國際安全專題講座 

06/12 
盧業中 印太情勢分析 

邱坤玄 國際安全專題講座 

06/19 
盧業中 印太情勢分析 

邱坤玄 國際安全專題講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