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2 學期拼圖卡選課-學生繳交報告之注意事項

111.01.27

拼 圖 卡 課 程 仍 須 符 合 選 課 規 定 (如 :延 伸 通 識 課 程 一 學 期 上 限 2 門 )， 1 張 拼 圖 卡 可 加 選 1 堂 課 。 如 取 得 拼 圖 卡 請 於
3/1 下午 5:30 前至通識中心進行加選，不得代領代加選，逾時視為放棄，遺失不予補發，加選時不符合選課規定亦視為放棄。
課程類別

延伸-天

延伸-人

延伸-人

延伸-物

課碼

GE246A

GE450A

GE107A

GE631A

課程名稱

哲學概論

環境倫理

國際現勢

認識星空

教師姓名

程進發

程進發

曾蘭淑

黃麗錦

上課
時間

3- CD

3-78

2-EF

5-78

拼圖卡

2張

2張

2張

2張

學生繳交報告之注意事項

繳交方式/期限

電子檔 e-mail：
以至少 500 字回答下述問題：
jfcheng0102@gmail.com
1.簡述個人曾經閱讀過的哲學相關書籍，重點主題
*請於信件主旨註明：申請
與心得？
哲學概論拼圖卡
2.個人曾經思索或關注的哲學問題是什麼？
截止日期：
3.對本課程課綱的任何想法？
111.2.16(三)前
以至少 500 字回答下述問題：
電子檔 e-mail：
1.簡述個人作為一個地球公民所必須具備的環境 jfcheng0102@gmail.com
素養應當是哪些內容？
*請於信件主旨註明：申請
2.個人曾經參與過的環境教育或環境關懷行動是 環境倫理拼圖卡
什麼？
截止日期：
3.對本課程課綱的任何想法？
111.2.16 (三)前
電子檔 e-mail：
請回答下述問題：
halu57@gmail.com
1.選修本課程的特殊動機，例如參與社團之需要？
*請於信件主旨註明：申請
或是特別希望習得何種知識或課程？
國際現勢拼圖卡
2.是否有其他同學介紹。
截止日期：
3.預期獲得的收穫。
111.2.18 (五)前
請回答下列問題：
1.報告字數 300-500 字。
2.報告檔名修改成「學號_姓名.docx」格式。

電子檔 e-mail：

3.報告內容需包含：

認識星空拼圖卡

kuiyun@gmail.com
*請於信件主旨註明：申請

(1)你要修「認識星空」哪個時段的班?

截止日期：

(2)你想修這門課的原因

111.2.17(四)前

(3)你預期從「認識星空」獲得哪些天文知識
(4)你印象最深刻的天文現象，以及吸引你的原因。

延伸-物

GE631B

認識星空

黃麗錦

5-56

2張

請回答下述問題：
1.報告字數 300-500 字。
2.報告檔名修改成「學號_姓名.docx」格式。
3.報告內容需包含：

電子檔 e-mail：
kuiyun@gmail.com
*請於信件主旨註明：申請
認識星空拼圖卡

(1)你要修「認識星空」哪個時段的班?
(2)你想修這門課的原因。
截止日期：
(3)你預期從「認識星空」獲得哪些天文知識
111.2.17(四)前
(4)你印象最深刻的天文現象，以及吸引你的原因。
電子檔 e-mail：
請提供 200 字內電子檔，詳細說明以下事項，並請

延伸-物

GE637A

防災科技與生活

朱容練

2-12

3張

jlchu@ncdr.nat.gov.tw
*請於信件主旨註明：申請

將檔名修改為「學號_姓名.docx」格式，以利管理。
防災科技與生活拼圖卡
1.選修本課程的動機。
截止日期：
111.2.18 (五)前
電子檔 e-mail：

延伸-物

GE637B

防災科技與生活

朱容練

2-34

3張

jlchu@ncdr.nat.gov.tw
請提供 200 字內電子檔，詳細說明以下事項，並請
*請於信件主旨註明：申請
將檔名修改為「學號_姓名.docx」格式，以利管理。
防災科技與生活拼圖卡
1.選修本課程的動機。
截止日期：
111.2.18 (五)前

延伸-物

GE654A

中醫科學觀

陳潮宗

2-34

3張

電子檔 e-mail：
請簡要說明以下事項，並請將檔名修改為「學號_ drniceoffice@gmail.com
姓名.docx」格式，以利管理。
*請於信件主旨註明：申請
1.修課動機？
中醫科學觀拼圖卡
2.你認為這堂課從名稱看來，是在教些什麼？
截止日期：
3.你想在這堂課得到什麼成果？
111.2.18 (五)前
請提供 200 字內電子檔，詳細說明以下事項，並請

延伸-物

延伸-物

GE659A

GE648A

創意思解

進階創意思解

廖慶榮

廖慶榮

1-78

1-56

3張

3張

電子檔 e-mail：

cjliao@cycu.edu.tw
將檔名修改為「班級_學號_姓名.docx」格式，以
*請於信件主旨註明：申請
利管理。
創意思解拼圖卡
1. 我為何想選修本課程。
截止日期：
2. 預期獲得的收穫。
111.2.18 (五)前
電子檔 e-mail：
請提供 200 字內電子檔，詳細說明以下事項，並請
cjliao@cycu.edu.tw
將檔名修改為「班級_學號_姓名.docx」格式，以
*請於信件主旨註明：申請
利管理。
進階創意思解拼圖卡
1. 我為何想選修本課程。
截止日期：
2. 預期獲得的收穫。
111.2.18 (五)前
1.字數要求：總計 500 至 800 字。
電子檔 e-mail：
2.提交內容：
max_cwp@cycu.edu.tw
(1)參考課程大綱後，提出自身最感興趣的章節主 *請於信件主旨註明：申請

延伸-我

GE015A

動漫文學

周文鵬

3-78

3張

題，並說明至少兩點原因。
動漫文學拼圖卡
(2)請選定任一自身熱愛的二次元作品（包括但不
限於動畫、漫畫、輕小說、遊戲……等）
，並以「向 截止日期：
圈外人推薦」為情境，寫下想傳達給對方、使其產 111.2.18 (五)前
生興趣的相關內容。

3.每堂課程以 3 枚拼圖卡為發放上限，授課教師將
依綜合審閱結果核可相應額度。若因申請人數較
多，未能滿足全員需求，尚請理解。
4.考量後續處理程序，請註明系級、學號、姓名及
聯繫方式（常用 e-mail 尤佳）。
1.字數要求：總計 500 至 800 字。
電子檔 e-mail：
2.提交內容：
max_cwp@cycu.edu.tw
(1) 參考課程大綱後，提出自身最感興趣的章節主 *請於信件主旨註明：申請

延伸-我

GE015B

動漫文學

周文鵬

3-12

3張

題，並說明至少兩點原因。
動漫文學拼圖卡
(2) 請選定任一自身熱愛的二次元作品（包括但不
限於動畫、漫畫、輕小說、遊戲……等）
，並以「向 截止日期：
圈外人推薦」為情境，寫下想傳達給對方、使其產 1111.2.18(五)前
生興趣的相關內容。
3.每堂課程以 3 枚拼圖卡為發放上限，授課教師將
依綜合審閱結果核可相應額度。若因申請人數較
多，未能滿足全員需求，尚請理解。
4.考量後續處理程序，請註明系級、學號、姓名及
聯繫方式（常用 e-mail 尤佳）。

延伸-我

GE946A

心理健康與調適

江捷如

2-34

3張

請提供 300-500 字內電子檔，說明以下事項（可
二 擇 一 撰 寫 ）。 並 請 將 檔 名 修 改 為 「 學 號 姓
名 .docx 」格式，以利管理。
1.請說明修此課程之動機及期待，及個人認為或希

電子檔 e-mail：
jiang@cycu.org.tw
*請於信件主旨註明：申請
心理健康與調適拼圖卡

望此課程可以給自己的幫助。
2.請對自己的心理健康做評估（例如：自己有哪些 截止日期：
方面不錯，哪些方面不足？想調整哪些方面？）及 111.2.20(日)前
自己打算如何運用此課程協助自己調整或改善。

如有任何疑問，請洽通識中心。聯絡人：通識中心張助理 電話：03-265-68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