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1學期通識課程混班上課班級網路連結網址                 111.09.03 

  一、大學部一般通識： 

上課時間/班級 系所 課程成稱 授課老師 視訊網址 電子信箱 

605-606(1忠) 二技在職幼保系 

 

文學與電影 陳韋君 班網 https://meet.google.com/pbf-rkvs-hsx wei39@ukn.edu.tw 

609-610(1孝) 文學與電影 陳韋君 班網 https://meet.google.com/epf-zxrj-wkv wei39@ukn.edu.tw 

607-608(1孝) 健康與疾病 陳秀珍/蘇志汾 班網 https://meet.google.com/epf-zxrj-wkv fenny0218@ukn.edu.tw 

609-610(1忠) 健康與疾病 陳秀珍/蘇志汾 班網 https://meet.google.com/pbf-rkvs-hsx fenny0218@ukn.edu.tw 

105-106(1-3年級忠) 長照系.幼保系 性別關係與教育 傅木龍 https://meet.google.com/efo-znzu-arg amlfgood@ukn.edu.tw 

107-108(1忠) 人際關係與情緒

管理 

傅木龍 https://meet.google.com/efo-znzu-arg amlfgood@ukn.edu.tw 

105-106(2-3年級忠) 社會心理學概論 詹浚煌 https://meet.google.com/sjq-kpnp-cmo sunnykidc@ukn.edu.tw 

105-106(2-3年級忠) 親子教育 謝銀沙 https://meet.google.com/fgb-cwuq-omf sophia@ukn.edu.tw 

107-108(1忠) 智慧財產權 楊士央 https://meet.google.com/iiu-teuk-fjx shihyang@ukn.edu.tw 

211-212(1-2年級忠) 二技在職企管系 運動與健康 吳惠琴 https://meet.google.com/cau-ynnk-iss whc@ukn.edu.tw 

401-402(1忠) 長照系.幼保系 體育(一)- 

球類運動 

吳惠琴 https://meet.google.com/rws-tdtn-gtz whc@ukn.edu.tw 

401-402(1忠) 體育(一)- 

健康體適能 

許存惠 https://meet.google.com/oeg-bzum-wfr meilssa@g.ukn.edu.tw 

403-404(2忠) 體育(三) – 

球類運動 

吳惠琴 https://meet.google.com/vyy-dibw-xek whc@ukn.edu.tw 

403-404(2忠) 體育(三) – 

健康體適能 

許存惠 https://meet.google.com/vjw-odgr-qfo meilssa@g.ukn.edu.tw 

 

https://meet.google.com/pbf-rkvs-hsx
https://meet.google.com/epf-zxrj-wk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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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專科部選修/博雅課程： 

上課時間 科別 課程成稱 授課老師 視訊網址 電子信箱 

307-308 各科 合唱藝術Ⅱ 李如韻 https://meet.google.com/kcd-tfvs-sud leejuyun@ukn.edu.tw 

105-106 資.企.動等科 4忠孝 博雅通識課程－ 

 台灣旅遊文學 

李威侃 https://meet.google.com/bjn-fepg-bqm wecan560707@ukn.edu.tw 

107-108 視光 4忠孝/護理 5孝仁 博雅通識課程－ 

 台灣旅遊文學 

李威侃 https://meet.google.com/kmy-nbux-mki wecan560707@ukn.edu.tw 

105-106 資.企.動等科 4忠孝 博雅通識課程－內

湖生態探索 

劉宗達 https://meet.google.com/say-ybbw-tup Darling9968@yahoo.com.tw 

107-108 視光 4忠孝/護理 5孝仁 博雅通識課程－ 

內湖生態探索 

劉宗達 https://meet.google.com/maa-bped-rse Darling9968@yahoo.com.tw 

105-106 資.企.動等科 4忠孝 博雅通識課程－ 

台北文化微旅行 

王毓祥 https://meet.google.com/sai-neen-qts yhwang@ukn.edu.tw 

107-108 視光 4忠孝/護理 5孝仁 博雅通識課程－ 

台北文化微旅行 

王毓祥 https://meet.google.com/sai-neen-qts yhwang@ukn.edu.tw 

107-108 視光 4忠孝/護理 5孝仁 博雅通識課程－ 

台灣醫療全紀錄 

李忠信 http://meet.google.com/zmh-tmzw-oiv mjfclee@ukn.edu.tw 

 

 

 

三、五專部三年級體育興趣選項： 
 

上課時間 科別/班級 課程成稱 授課老師 視訊網址 電子信箱 

205 
 

應3 忠孝/動3忠 體育-流行舞蹈(A 班) 許存惠 https://meet.google.com/aaj-jzvo-jwj meilssa@g.ukn.edu.tw 

205 體育-運動與塑身(A 班) 邱淑媛 https://meet.google.com/wpn-qiam-ahq amanda@g.ukn.edu.tw 

205 體育-球類運動(A 班) 鄭幸洵 https://meet.google.com/wsx-ysbs-usj emily011@g.ukn.edu.tw 

206 護3 忠孝仁愛 
 

 

體育-健康體適能(A班) 溫華昇 https://meet.google.com/oqn-drzv-yzh sword@g.ukn.edu.tw 

206 體育-流行舞蹈(B 班) 許存惠 https://meet.google.com/xyb-muat-qwc meilssa@g.ukn.edu.tw 

206 體育-球類運動(B 班) 鄭幸洵   https://meet.google.com/tjj-nfuz-gmj emily011@g.ukn.edu.tw 

206 體育-流行舞蹈(C 班) 邱淑媛   https://meet.google.com/sae-czfm-igs amanda@g.ukn.edu.tw 



207 幼3忠/企3忠 體育-球類運動(C 班) 劉冠駿 https://meet.google.com/rit-ciyh-eay yesyye@yahoo.com.tw 

 

 

207 

體育-運動與塑身(B 班) 邱淑媛   https://meet.google.com/ktb-povh-fho amanda@g.ukn.edu.tw 
 

208 
資3忠孝/視3忠孝 體育-球類運動(D 班) 鄭幸洵 https://meet.google.com/fiq-oenb-opv emily011@g.ukn.edu.tw 

 
208 

體育-流行舞蹈(D 班) 邱淑媛   https://meet.google.com/ntq-kpnx-bzg amanda@g.ukn.edu.tw 

208 資3忠孝/視3忠孝 體育-運動與塑身(C 班) 劉冠駿  https://meet.google.com/rit-ciyh-eay yesyye@yahoo.com.tw 

208 體育-健康體適能(B班) 溫華昇  https://meet.google.com/bvg-zmim-ioh sword@g.ukn.edu.tw 

 

四、五專部四-五年級體育興趣選項 
上課時間 科別/班級 課程成稱 授課老師 視訊網址 電子信箱 

105-106 護5 孝仁/視4忠孝 體育-球類運動(E 班) 鄭幸洵 https://meet.google.com/ykk-nqjf-zqk emily011@g.ukn.edu.tw 

105-106 體育-運動與塑身(D 班) 邱淑媛 https://meet.google.com/vuc-jhpr-uhi amanda@g.ukn.edu.tw 

105-106 體育-流行舞蹈(E 班) 許存惠 https://meet.google.com/fyg-qfbo-hot meilssa@g.ukn.edu.tw 

105-106 體育-健康體適能(C班) 溫華昇 https://meet.google.com/qye-kmzn-mgn sword@g.ukn.edu.tw 

107-108 動4忠孝/資4忠/ 

企4忠/應5忠 

體育-球類運動(F 班) 鄭幸洵 https://meet.google.com/qod-bmvn-xzg emily011@g.ukn.edu.tw 

107-108 體育-流行舞蹈(F 班) 許存惠 https://meet.google.com/uzv-oofn-xhs meilssa@g.ukn.edu.tw 

107-108 體育-運動與塑身(E 班) 邱淑媛   https://meet.google.com/wtu-xxgv-gtj amanda@g.ukn.edu.tw 

107-108 體育-健康體適能(D班) 溫華昇 https://meet.google.com/eqs-ygpz-gsj sword@g.ukn.edu.tw 

107-108  體育-游泳(A班) 劉昆賢  https://meet.google.com/fnd-ehnk-phi lkh7167@yahoo.c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