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輔仁大學體育學系111學年度第2學期課表 2022/12/14

科目代碼 科目 班級 教師 教室 科目代碼 科目 班級 教師 教室 科目代碼 科目 班級 教師 教室 科目代碼 科目 班級 教師 教室 科目代碼 科目 班級 教師 教室 科目代碼 科目 班級 教師 教室

D160123534 舉重專長(二) 體學一-必-學期 郭婞淳
積健樓舉
重室

D170123598 籃球專長(二) 競技一-必-學年 楊哲宜 籃球場 D170123598 籃球專長(二) 競技一-必-學年 楊哲宜 籃球場 D160123542 柔道專長(二) 體學一-必-學年 黃柏芳 LP407 D160123526 拳擊專長(二) 體學一-必-學期 黃筱雯
利瑪竇B1
拳擊教室

D160123534 舉重專長(二) 體學一-必-學期 鍾誱𨧨
積健樓舉
重室

D170123684 跆拳道專長(二) 競技一-必-學年 蔡明志 LP401 D160123542 柔道專長(二) 體學一-必-學年 黃柏芳 LP407 D160123526 拳擊專長(二) 體學一-必-學期 黃筱雯
利瑪竇B1
拳擊教室

D170123684 跆拳道專長(二) 競技一-必-學年 蔡明志 LP401

D160123534 舉重專長(二) 體學一-必-學期 郭婞淳
積健樓舉
重室

D160123534 舉重專長(二) 體學一-必-學期 鍾誱𨧨
積健樓舉
重室

D180131266 應用運動解剖學-全英語 運管一-選-學期 陳譽仁 LP302 D160101374 田徑 體學一-必-學年 吳治翰 田徑場 D160202073 國術 體學二-必-學期 彭武熾
文開B1軟
墊教室

D160118548 體能訓練 體學一-必-學年 吳治翰
體適能中
心

DCTK000001A 國文A 體學一-必-學年 吳淑慧 LE202

D160131266 應用運動解剖學-全英語 體學一-選-學期 陳譽仁 LP302 D160218613 體育應用術語(一) 體學二-必-學期 謝宗諭 LP302 D170302073 國術 競技三-選-學期 彭武熾
文開B1軟
墊教室

D160202953 籃球 體學二-必-學年 楊哲宜 籃球場 DCTK000001B 國文B 體學一-必-學年 吳文慧 LE203

D160214839e 體育教學策略-英 體學二-選-學期 教師未定 LP314 D160218613 體育應用術語(一) 體學二-必-學期 柯明辰 LP302 DYT1721020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單) 競技一-必-學年 李彥瑩 LE204 D160402977 體育學研究法 體學四-必-學期 謝宗諭 LP314 DCTK000001C 國文C 競技一-必-學年 林郁迢 LE204

D180203639 桌球 運管二-必-學期 李佳倚
利瑪竇B1
桌球教室

D180106060 教育概論 運管一-必-學期 田劉從國 LP314 D170205872 棒壘球 競技二-選-學期 葉志仙 棒壘球場 DCTK000001D 國文D 競技一-必-學年 黃淑汝 LE106

D170203639 桌球 競技二-必-學期 李佳倚
利瑪竇B1
桌球教室

D160106060B 教育概論B-一般生 體學一-必-學期 田劉從國 LP314 D180305872 棒壘球 運管三-選-學期 葉志仙 棒壘球場 DCTK000001E 國文E 運管一-必-學年 張鏽樺 LE206

D180202507 運動生理學 運管二-必-學期 張耘齊 LE202 D170102649 舞蹈 競技一-必-學期 郭銘勻 LP406 D170315036 運動與禁藥 競技三-必-學期 何健章 LP211

DET1709042 體育倫理 競技三-必-學期 教師未定 LE202 D170201587 足球 競技二-選-學期 邱奕文 足球場

D180113900 運動管理學 運管一-必-學期 洪慶懷 LP302 D180401587 足球 運管四-選-學期 邱奕文 足球場

D180222169 運動健康促進 運管二-必-學期 林依恬 LP314

D160318945 體育教材教法 體學三-選-學期 蔡明志 LP302

DFTE220820 大二-基礎英語會話Ⅱ(競技組) 全-競二-必-學期 袁韻壁 LB404

DYT1621020(雙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雙) 體學一-必-學年 李彥瑩 LE204 D170106060 教育概論 競技一-必-學期 田劉從國 LP314 D160102649 舞蹈 體學一-必-學年 郭銘勻 LP406 DFTK000765B 初級英文B 大一-必-學年 劉慧綺 LA306

DYT1821020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單) 運管一-必-學年 李彥瑩 LE204 D160302166 排球 體學三-必-學年 陳儷勻 中美堂 D160106060A 教育概論A-專長生 體學一-必-學期 田劉從國 LP314 D160205872 棒壘球 體學二-必-學年 葉志仙 棒壘球場 DFTK000765C 初級英文C 大一-必-學年 陳韻如 LA316

D160314426 體適能教學與評估 體學三-必-學期 教師未定 LP302 D170114421 體育統計學 競技一-必-學期 何健章 LP314 DET1609042 體育倫理 體學三-必-學期 黃柏芳 LE202 D180102302 游泳 運管一-必-學期 楊漢琛 游泳池 DFTK000765D 初級英文D 大一-必-學年 曾明慧 LI402

D170101374 田徑 競技一-必-學年 王建畯 田徑場 D180309541 瑜珈 運管三-必-學期 郭銘勻 LP406 D180219369 民俗運動 運管二-必-學期 楊漢琛 LP220 D180209475 運動社會學 運管二-必-學期 洪慶懷 LP302 DFTK000765E 初級英文E 大一-必-學年 許慧琇 LE106

D170303638 羽球 競技三-必-學期 呂芳陽 中美堂 D180302977 體育學研究法 運管三-必-學期 謝宗諭 LP302 DET1809042 體育倫理 運管三-必-學期 教師未定 LE202 DFTK000765F 初級英文F 大一-必-學年 林志誠 LE206

D180234730 儀器治療學與實習-英 運管二-選-學期 張耘齊 LP314 D170202979 體操 競技二-選-學期 陳楸杉 LP401 D170402972 體育原理 競技四-必-學期 曾慶裕 LP314

D170202510 運動與營養 競技二-必-學期 李寧遠 ES717

D170334512 運動團隊管理-英 競技三-選-學期 洪慶懷 LE202

D180202643 網球 運管二-必-學期 謝鎮偉 網球場

D180409714 運動行銷學 運管四-必-學期 陳鴻雁 LP302

D160322171 體育推廣實習 體學三-必-學年 楊漢琛 LP211

DAT1800009Z-TF體育Z-田徑(運管一) 日室大一-必-學期 吳治翰 田徑場 DATP207387X 有氧舞蹈X(體學二) 日室大二-必-學期 郭銘勻 LP406 DAT1700009Y-V體育Y-排球（競技一） 日室大一-必-學期 陳儷勻 中美堂 D160322171 體育推廣實習 體學三-必-學年 余泳樟 LP211

D160102507 運動生理學 體學一-必-學期 張耘齊 LE203 D160102302 游泳 體學一-必-學年 楊漢琛 游泳池 D160102795 導師時間 體學一-必-學年 謝鎮偉 教室未定 D170102302 游泳 競技一-必-學年 許富淑 游泳池 DLT1600007 人生哲學 體學二-必-學年 林湘義 LE203

D160303638 羽球 體學三-選-學期 呂芳陽 中美堂 D160202506 運動生物力學 體學二-必-學期 陳譽仁 LP314 D160202795 導師時間 體學二-必-學年 陳冠旭 教室未定 DLT1700007 人生哲學 競技二-必-學年 陳梅珍 LE204 D160301587 足球 體學三-必-學年 邱奕文 足球場

DLT1800007 人生哲學 運管二-必-學年 教師未定 LE202 D160302972 體育原理 體學三-必-學期 曾慶裕 LP302 D160302795 導師時間 體學三-必-學年 呂芳陽 教室未定 D170102507 運動生理學 競技一-必-學期 張耘齊 LP314

D180301161 公共關係 運管三-選-學期 尤姵文 LP302 D180314426 體適能教學與評估 運管三-必-學期 教師未定 LP211 D160402795 導師時間 體學四-必-學年 謝宗諭 教室未定 D180314491 運動與媒體 運管三-必-學期 羅子建 LE4A D170202643 網球 競技二-必-學期 謝鎮偉 網球場

D170206967 運動生物力學（一） 競技二-必-學期 陳譽仁 LP314 D170102795 導師時間 競技一-必-學年 邱奕文 教室未定 D180102510 運動與營養 運管一-必-學期 李寧遠 ES317

D170202795 導師時間 競技二-必-學年 許富淑 教室未定 D160234734 運動心理技能訓練-英 體學二-選-學期 教師未定 LP302 D180214421 體育統計學 運管二-必-學期 何健章 LP302

D170302795 導師時間 競技三-必-學年 葉志仙 教室未定

D170402795 導師時間 競技四-必-學年 楊哲宜 教室未定

D180102795 導師時間 運管一-必-學年 王建畯 教室未定

D180202795 導師時間 運管二-必-學年 楊志顯 教室未定

D180302795 導師時間 運管三-必-學年 何健章 教室未定

D180402795 導師時間 運管四-必-學年 陳譽仁 教室未定

DATP206753Z 重量訓練Z（運管二） 日室大二-必-學期 吳治翰
體適能中
心

DAT1600009X-N體育X-網球（體學一） 日室大一-必-學期 謝鎮偉 網球場

D180325128 運動防護實習 運管三-選-學期 許應勃 LP314 D180322170 運動產業實習 運管三-必-學年 楊漢琛 LP211

D180325128 運動防護實習 運管三-選-學期 張耘齊 LP314 D180314059 運動按摩 運管三-必-學期 張耘齊 LP314 D180322170 運動產業實習 運管三-必-學年 余泳樟 LP211

D160123586 網球專長(二) 體學一-必-學年 謝鎮偉 網球場

D170123700 射擊、射箭專長(二) 競技一-必-學年 陳冠旭 射箭場 D160123578 桌球專長(二) 體學一-必-學年 李佳倚
利瑪竇B1
桌球教室

D170123614 棒球專長(二) 競技一-必-學年 葉志仙 棒壘球場

D170123630 田徑專長(二) 競技一-必-學年 王建畯 田徑場 D170123622 足球專長(二) 競技一-必-學年 洪慶懷 足球場 D160123578 桌球專長(二) 體學一-必-學年 李佳倚
利瑪竇B1
桌球教室

D160123558 舞蹈專長(二) 體學一-必-學年 郭銘勻 LP220

D160123578 桌球專長(二) 體學一-必-學年 李佳倚
利瑪竇B1
桌球教室

D1700-甲跆 校隊練習-甲-跆拳 競技組-選-學期 蔡明志 LP401 D1700-甲跆 校隊練習-甲-跆拳 競技組-選-學期 蔡明志 LP401 D1700-甲跆 校隊練習-甲-跆拳 競技組-選-學期 蔡明志 LP401 D1700-甲跆 校隊練習-甲-跆拳 競技組-選-學期 蔡明志 LP401 D1700-甲跆 校隊練習-甲-跆拳 競技組-選-學期 蔡明志 LP401

D160123550 羽球專長(二) 體學一-必-學年 盧正崇 中美堂 D170123692 游泳專長(二) 競技一-必-學年 許富淑 游泳池

D170123638 西划專長(二) 競技一-必-學年 張正妮
中美堂划
船室

D170123710 擊劍專長(二) 競技一-必-學年 周青煒
宗倬章B1
擊劍教室

註： 本表供學生規劃課程參考，正式時間以選課系統上之時間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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