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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學年度第1學期 大氣系四年級 課表
•已排定學分數：9學分（含畢業製作(1)）

•畢業製作(1)為配合畢業研討會所開設之課程，分兩
組上課。此課程不開放選課，待分組登記結束後再統
一帶課檔，原則上是隔週上課，一次上課2小時。下
學期還有畢業製作(2)，故全學年星期四8-9節請勿排
課。

•上課時間、教室仍會變動，上課前請自行查詢確認。

•大一必修課程調整：原一年級必修課「普通物理實驗
」2學分將不再列為必修，若需重修，請改修理學院
或工學院科系所開設之「普通物理實驗」，並請注意
需為學年課、每學期上課時數為3小時者方可選修。

•大一必修課程調整：原一下「大氣科學概論」3學分
，已改為學年課4學分。若需重修，上下學期都要修
過才行。

•大一必選課程調整：原一下「FORTRAN程式設計」
3學分，改至一上2學分。

•大二必修課程調整：原二上之「程式設計與氣象繪圖
」3學分，改至一下2學分。

•開學日9/13（一）13：10請至義621教室審畢業學分
，請自行攜帶歷年成績單（可由學生專區內列印），
以利核對資料。當天亦會宣布畢業製作分組登記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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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課前請先上網查詢選課須知、共同科目與通識課程修習要點。

•6/9前上網填寫期末「教師教學學生意見調查」。

•6/21～9/23開放查詢課程。

•6/28下午1時起～6/29上午7時止為升大四者第一階段選課（第一

階段為分年級選課）。選課前若已完成期末「教師教學學生意見

調查」者，可於6/28上午9時起選課；若無，則於6/28下午1時起開

始選課。若6/28未選課，亦可於7/1選課。

•9/14～9/24第二階段選課。

•9/27起自行上網查詢選課結果。

•選課直接從選課專用入口登入。

•以上資訊會公佈在系布告欄及系網頁上，請自行查詢，或請至系

辦詢問，或與導師、各科任課老師討論。

選 課 時 程



如何查詢通識課程

或是輸入
科目代碼



通 識 課 程（1/3）

通識課程領域 課程名稱 (學分數) 修習規定 主開系所

人文學科

歷史

CEA2人文通識︰中國現代化的歷程(2)

選2門

史學系
CEA3人文通識︰中國歷史與社會(2) 史學系
CEA4人文通識︰中國歷史文物(2) 史學系
CEA5人文通識：臺灣歷史與文化(2) 史學系

文學
CE08人文通識：中國文學導讀(2) 中文系
CE09人文通識：歐美文學導讀(2) 外語學院

文明

思想

CE05人文通識：社會宗教與倫理(2) 哲學系
CE38人文通識：西洋哲學導論(2) 哲學系
CE39人文通識：世界文明史(2) 史學系
CE40人文通識：中華文明史(2) 史學系
CE54人文通識：中國哲學通論(2) 哲學系
CE65人文通識：世界遺產巡禮(2) 史學系/通識中心
CE67人文通識：孔學今義(2) 中文系
CE75人文通識：儒家哲學與現代社會(2) 哲學系
CE76人文通識：道家哲學與當代文明(2) 哲學系
CE78人文通識：佛教文化史(2) 史學系
CE79人文通識：基督教文化史(2) 史學系
CE80人文通識：認識伊斯蘭-宗教、歷史與文化(2) 史學系

CE82人文通識：中西思想導讀 (2) 史學系
CE88人文通識：邏輯思考與應用(2) 哲學系
CE92人文通識：文化人類學(2) 史學系
CE95人文通識：古代中國庶民生活文化(2) 史學系
CE96人文通識：中華文化經典智慧(2) 中文系/哲學系
CEA7人文通識：亞洲共同體：東亞學的構築與變容(2) 日文系/通識中心
CEA8人文通識：當代韓國社會議題(2) 韓文系/通識中心
CEA9人文通識：認識越南文化(2) 中文系/通識中心
CEB0人文通識：圖像中的藝術與文化(2) 史學系
CEB2人文通識︰三國演義的歷史世界(2) 史學系

藝術

CE03人文通識：中西藝術通論(2) 藝術學院
CE63人文通識：藝術欣賞(2) 藝術學院
CE89人文通識：浪漫時期之音樂欣賞(2) 音樂系
CE90人文通識：戲劇藝術導論(2) 戲劇系



通 識 課 程（2/3）

通識課程領域 課程名稱 (學分數) 修習規定 主開系所

社會科學

政治

CE47社會通識：西洋政治思想史(2)

選2門

政治系

CE50社會通識：中國大陸研究導論(2) 國發所

CE53社會通識：國際政治與現勢(2) 政治系

經濟

CE06社會通識：國際經濟與企業經營(2) 國貿系

CE48社會通識：經濟學(2) 經濟系

CE69社會通識：個人理財與投資(2) 財金系

CE97社會通識：經濟環境與政策(2) 經濟系

社會

CE10社會通識：社會問題與適應(2) 社福系

CE61社會通識：智慧財產權(2) 法律系

CE62社會通識：原住民文化認同(2) 政治系/通識中心

CE68社會通識：國際文化暨國際服務(2) 社福系

CE71社會通識：創意與創新(2) 動科系/通識中心

CE77社會通識：數位時代媒體新素養(2) 新傳學院

CE81社會通識：品格典範導讀(2) 教育系

CE93社會通識：社會議題與公民賦權(2) 國發所

心理

CE49社會通識：心理學(2) 心輔系

CE60社會通識：性別與社會(2) 社福系

CE73社會通識：性別平等教育(2) 教育系

CE87社會通識：社會心理學(2) 心輔系

CEB1社會通識：幸福心理學(2) 心輔系



通 識 課 程（3/3）

通識課程領域 課程名稱 (學分數) 修習規定 主開系所

自然科學

與數學

電腦

資訊

CE98自然通識：Excel 資料分析與設計(2)

選1門

資工系/資管系

CE99自然通識︰行動裝置程式設計(2) 資工系/資管系

CEA0自然通識︰資訊科技與物聯網(2) 資工系/資管系

CEA1自然通識︰圖形化程式設計(2) 資工系/資管系

自然

科學

CE46自然通識：生命科學(2) 生科系

CE58自然通識：認識綠色能源(2) 工學院/通識中心

CE59自然通識：環境安全衛生(2) 物理系/通識中心

CEB3自然通識：探索宇宙(2) 物理系/通識中心

CE04自然通識：環境與生態(2)

不能修

土資系

CE12自然通識：科技發展與人物(2) 工學院

CE41自然通識：自然科學發展(2) 理學院

CE44自然通識：物理學(2) 物理系

CE45自然通識：化學(2) 化學系

CE56自然通識：永續環境與防災(2) 大氣系

CE57自然通識：天然災害(2) 地理系

CE64自然通識：氣候變遷與永續環境(2) 大氣系

CE74自然通識：世界的資源與環境(2) 理學院/通識中心

CE83自然通識：台灣的環境與天然災害(2) 大氣系

CE91自然通識：物理學與創意思考(2) 物理系

CE94自然通識：氣候變遷與調適 (2) 大氣系

CEA6自然通識：氣候變遷與極端災害 (2) 大氣系

數學 CE43自然通識：微積分(2) 應數系

CE42自然通識：統計學(2) 應數系



全球競爭力檢定
其 他 提 醒 事 項



其 他 提 醒 事 項

• 教學意見即時回饋系統

1.填寫時間：即日起~6/16。

2.填寫路徑：學生專區→課業輔導系統→課程名稱→教學回饋系統→點選

建議事項或填答意見（記得按「提出」鍵）。

https://ap2.pccu.edu.tw/pccupost/post/content.asp?Num=202022611212453

• 導生輔導回饋表

1.填寫時間：即日起～6/21。

2.填寫路徑：學生專區→學生4合e→學生輔導回饋表。

• 110學年度第1學期學雜費減免

1.申請時間：6/5～7/15

https://ap2.pccu.edu.tw/pccupost/post/content.asp?NUM=2021531142058478

https://ap2.pccu.edu.tw/pccupost/post/content.asp?Num=202022611212453
https://ap2.pccu.edu.tw/pccupost/post/content.asp?NUM=20215311420584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