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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廳 位置 特色 

一粒麥 
大門口進來直走後第一個圓環的

右方，在理圖（舒德樓）一樓。 

一粒麥有販售咖啡和

麵包，單價偏高。 

輔園 
離校門口最近的餐廳，位於理圖

（舒德樓）及宜真宿舍之間。 

校內價位較高的餐

廳，內有哨子麵、八

方雲集等多種餐點選

擇及輔大眼鏡。 

生活家園 位於輔園二樓 

是學校餐旅系和營養

系經營的店，偶爾才

開， 由輔園門口旁樓

梯進入。 

生活午茶 
位於輔園和宜真宿舍之間，在食

科冰淇淋的必經之路上。 

屬於簡餐類，下午沒

課的時候可以悠閒的

來這邊聊聊天 

文園 
位於文舍的一樓，附近為教育學

院、傳播學院。 

最近才剛改裝好的學

生餐廳，裡面有早餐

店，海苔飯捲，自助

餐等其他選擇。 

食：校內飲食 Food: Inside the Campus 



心園 位於信義和平男宿的樓下。 

有便宜好喝的果汁，

也有賣水果，還有影

印店和手機維修店。

輔大三寶之一「鬆

餅」就在這喔！ 

仁園 位於濟時樓圖書館隔壁。 

校內評價最高的餐

廳，以平價自助餐為

主，還有可愛的點菜

阿伯。 

理園 
位於格物男宿樓下，立言男宿隔

壁 

近期重新營業之餐

廳，有義大利麵，便

當，義美食品等等。 

伊果咖啡 位於文德文舍樓下的咖啡小攤販 
有販售飲料以及義大

利麵、酥皮濃湯等…… 

 

 
※校內於進修部旁邊設有 7-11，輔園和文園都有萊爾富，結帳時會

自動幫學生打折。 
  



⌦  不可不知的校園美食 

輔大三寶：文園大菠蘿（學校裡已經停售囉）、食科冰淇淋、心

園鬆餅 

■ 食科冰淇淋：由食科系製作，3 種固定口味(巧克力、香

草、綜合)，還會不時推出新口味讓大家嘗鮮，料好實在又

衛生， 輔大人必吃美食！ 

● 位置圖： 

n 心園鬆餅：位於心園裡面，有甜有鹹，聽說還有可愛的鬆餅妹會

為你點餐 

 

 

學校側門 514 巷（順序由大門到側門） 

陶花園 輔大最有名的大豬排就在這裡，外面是花

店，裡面是餐廳。 

阿關 有各類蓋飯和烏龍麵，校內的文園也有分店 

iFresh 飲料店，天氣熱就是要來杯金桔檸檬啦 

捷捷早午餐 原本是漢堡店，後來改裝販賣早午餐 

早安！美芝城  

食：校外飲食 Food: Outside the Campus 
 



紅鬍子 有窯烤的 pizza 呦 

Casa Pasta  

安東尼義式廚房  

惹拉麵   

The Pizza 可以選擇吃到飽的 pizza 店 

迪加咖啡屋  

古米特義大利麵  

喵喵定食屋 日式定食屋，裡面還有老闆撿來的流浪貓在

櫥窗裡，喜歡貓的同學們不要錯過 

米苔目  

屏東豆花 老闆很親切的豆花店，是很多系隊結束練習

後的好去處 

韓川韓式料理 新開的韓式料理店 

八年得 以麻辣燙為主，臭豆腐的味道相當濃郁 

冰糖茶店 平價的餐廳，有販售各類料理 

iCup 飲料店，但也有在賣義大利麵和炸物 

府城滷味  

皮諾丘複合餐飲 也是愛貓者適合去的餐廳 

炭烤快餐 便當店 

蛋蛋早餐 老闆超級有活力 

以諾美食館/協力雞

排飯 

雞排飯大推 

正欣自助餐 每到午餐晚餐時間都大排長龍的自助餐店，

很好吃 

工商城巷子 



輔大家常水餃 有很多口味的水餃和包子，裡面的東西都很

便宜 

美膳番茄牛肉麵 天氣冷的時候很適合吃，因為只要喝了湯就

會暖和起來 

高媽媽 超級推薦的便當店，常常也是排很多人 

推雞排便當和叉燒便當（可以自己選主菜） 

愛玉早餐店 很好吃的早餐店，裡面的阿姨都很親切 

紅豆湯、水果攤  

中正路上 

 
 
 
 
 
  



建國路上 



 
 

⌦  有些大一的同學們應該需要住宿吧！校內宿舍是用抽籤的，所

以就不多加介紹囉！ 但若是要租外面房子的同學， 這邊有些網

路上的途徑可以提供你們參考： 

輔大租屋

網 

 輔大租屋網內的 

房子都是由教官室審 

核過的，是個找房子 

的好途徑！ 

 http://www.rental.dsa.fju.edu.tw 

   

   

   

591 租屋

網 

 

在大家所熟悉的 591 

租屋網，可先在網路 

上看到房型，但缺點 

是房子較雜亂、風險 

也較高。 

 http://bbs.591.com.tw/ 

   

   

   

   

     

⌦   

⌦  這邊提供的方法都是藉由網路先看房子。 還有一個好方法：可

以向住校外的親切學長姊們打聽房子跟房東電話，之後再親自

跟房東約時間去看房子，這樣才能確保周邊環境是你喜歡的

喔！ 
  

住：租屋網 Housing: House-Renting Website 



 
 
 

 
 
 
 
 
 
 
 
 
 
 
 
 
 
 
 
 
 
 
 
 
 
 

行：公車 Transportation: Bus 



搭乘位置 公車號 路線 

A 

299(三重) 

往台北車站 

 
 
首班車: 05:30 

末班車: 22:30 

輔仁大學 >盲人重建院 >海山里 >新泰路

口 >材 試所 >新泰國中南站 >新莊棒球

場 >綜合運動場 >新莊田徑場 >財元戲院 

>中華路 >正邦社區 > 幸福路 >幸福新城 

>幸福思源路口 >化成路口 > 頭前里 >頭

前國小 >善導庵 >頭前庄 >中山路口 >三

鈴汽車 >中華路口 >台北車站(忠孝)二 >

捷 運善導寺站 >審計部 >忠孝國小 >台

北科技大學 >正義郵局 >懷生國中 >捷運

忠孝復興站 >頂好 市場 >捷運忠孝敦化

站 >阿波羅大廈 >觀光局 > 捷運國父紀

念館站 >聯合報 >松山高中 >松隆路 口 >

五分埔住宅 >國民住宅 >松山路口 >永吉

國 小 >永春里 >永春公寓 >松山商職 >永

春高中(回程) 

615(三重) 

往台北車站 

 
 
首班車: 05:25 

末班車: 18:05 

輔仁大學 >盲人重建院 >新泰公園 >新泰

國小 > 材試所 >新泰國中南站 >中平路 >

新莊高中 >中 平國中 >中原路 >中原里 >

中原路一 >頭前國中 >中原東路 >善導庵 

>頭前庄 >中山路口 >三鈴 汽車 >中華路

口 >北門 >台北車站(鄭州) >行政 院 >台

大醫院 >台大醫院一 >開南商工 >成功中 

學 >捷運善導寺站 (回程) 



618(首都) 

往士林 

 
 
首班車: 06:00 

末班車: 20:20 

(很少出現) 

輔仁大學>盲人重建院>新泰公園>新泰

國小>材試所>新泰國中南站>中平路>

新莊高中>中 和街口>中港>幸福路>幸

福新城>幸福思源路口>化成路口 >頭前

里>頭前國小>善導庵>頭前庄>中山路

口>三鈴汽車 >中華路口 >三重市公所 >

三重醫院 >大同路口 >三重派出所 >民

權承德路口 >防癆協會 >大同國小 >承

德路口 >庫 倫街口 >就業服務中心 >劍

潭國小 >圓山皇宮大廈 >大南路口 >福

港街 >士林區行政中心 >士林 國中 >小

北街 >捷運劍潭站 >圓山皇宮大廈 >劍 

潭國小 >明倫高中 >明倫國小>庫倫街口 

>承德路口(回程) 

B 

235(首都) 

往國父紀念館 

 
 
首班車: 05:30 

末班車: 22:30 

輔仁大學 >盲人重建院 >海山里 >新泰路

口>   新莊 >新莊國小 >大眾廟 >頭前 >金

陵女中 >中 興街口 >五谷王廟 >重新大

橋 >西門國小 >護專 >內江街 >西門市場 

>婦聯總會 >東吳大學城中 校區 >北一女

中(貴陽) >北一女中 >市立教大附 小 >公

賣局 >南昌路 >婦幼醫院一 >南昌公園 > 

捷運古亭站 >師大 >師大一 >溫州街口 >

大安森林公園(和平) >安東市場 >復興

南路口 >國立台 北教育大學 >臥龍街 >

全安里 >立人小學 >文昌 街口 >信義路

口 >仁愛國中(安和) >敦化安和路 口 >捷

運忠孝敦化站 >阿波羅大廈 >觀光局 >國 

父紀念館 >仁愛延吉街口 >國泰醫院 >仁

愛安和 路口 >仁愛國小 >信義路口 >文

昌街口 >立人小 學 >全安里 >安和路 >臥

龍街(回程) 



635(三重) 

往西門 

 
 
首班車: 05:20 

末班車: 22:50 

輔仁大學 >盲人重建院 >海山里 >新泰

路口 >新 莊國中 >大眾廟 >頭前 >金陵

女中 >中興街口 > 五谷王廟 >重新大橋 

>西門國小 >祖師廟 >貴陽 街 >捷運西門

站 >寶慶路 >博愛路 >台北郵局 > 中華

路北站 >西門市場(回程) 

636(三重) 

往圓環 

 
 
首班車: 05:20 

末班車: 22:50 

輔仁大學 >盲人重建院 >海山里 >新泰

路口 >新莊國中 >大眾廟 >頭前 >金陵女

中 >中興街口 > 五谷王廟 >菜寮 >三重

醫院 >大同路口 >三重派 出所 >民權承

德路口 >台泥大樓(馬偕醫院) >國 賓飯

店 >捷運中山站 >圓環(南京) >民生重慶

路口>涼州重慶路口 >民權重慶路口 >昌

吉重慶路口>民族重慶路口 >蘭州國中 >

承德路口 >大同國小 >民權大龍街口 >

三重派出所 >國園戲院 > 大同路口 ( 回

程 ) 

637(三重) 

往西門 

 
 
首班車: 05:10 

末班車: 22:35 

輔仁大學 >盲人重建院 >海山里 >新泰

路口 >新 莊國中 >大眾廟 >頭前 >金陵

女中 >中興街口 > 五谷王廟 >重新大橋 

>西門國小 >祖師廟 >捷運 西門站 >寶慶

路 >博愛路 >台北郵局 >獅子林 > 萬年

大樓 >西門國小( 回程 ) 

638(三重) 

往捷運南京東路 

 
 
首班車: 05:17 

末班車: 22:05 

輔仁大學 >盲人重建院 >海山里 >新泰路

口 >新 莊國中 >大眾廟 >頭前 >金陵女中 

>中興街口 > 五谷王廟 >菜寮 >三重醫院 

>大同路口 >三重派 出所 >民權承德路口 

>民權中山路口 >新興國中 >聚盛里 >勞

工育樂中心 >救國團 >合江街口 > 台北

大學(台北校區) >興安國宅 >捷運南京

東路站 >南京龍江路口 >長春國小( 回

程 ) 



810(三重) 

往板橋 

(到板橋千萬不要

坐捷運因為超~級

久) 

 
 
首班車: 05:30 

末班車: 23:30 

輔仁大學 >盲人重建院 >海山里 >新泰

路口 >新 莊 >名來新城 >板橋國中 >社

后 >大庭新村 >體育場 >追風廣場 >新板

橋車站 >新北市政府 >捷運府中站 >板

橋夜市 >光華商職 >捷運亞東醫院 站 >

亞東技術學院 >中央路 >貨饒里 >日新

里 > 大同工廠 >土城站( 回程 ) 

藍 2(首都) 

往西門 

 
 
首班車: 05:30 

末班車: 23:50 

輔仁大學 >盲人重建院 >海山里 >新泰

路口 >新 莊 >新莊國小 >大眾廟 >頭前 >

金陵女中 >中興 街口 >五谷王廟 >重新

大橋 >西門國小 >祖師廟 >貴陽街 >捷運

西門站 >寶慶路 >衡陽路 >西門 市場( 回

程 ) 

1508(指南) 

往西門 

首班車: 05:20 

末班車: 17:20 

輔仁大學 >盲人重建院 >海山里 >新泰

路口 >新 莊 >新莊國小 >大眾廟 >頭前 >

金陵女中 >中興 街口 >五谷王廟 >重新

大橋 >西門國小 >祖師廟 >昆明街 >中興

醫院 >中華漢口街口 >中華路北 站 >西

門市場 >西門國小( 回程 ) 

801(指南) 

往松山機場  (經行

天宮) 

 
 
首班車: 05:30 

末班車: 22:30 

輔仁大學 >盲人重建院 >海山里 >新泰

路口 >新 莊國中 >大眾廟 >頭前 >金陵

女中 >中興街口 > 五谷王廟 >菜寮 >三

重醫院 >中正路口 >國園戲 院 >大同路

口 >三重派出所 >民權大龍路口 >民 權

承德路口 >民權中山路口 >民權林森路

口 >民 權吉林路口 >民權松江路口(行天

宮) >民權建國 路口 >民權龍江路口 >民

權復興路口 >民權敦化 路口 >松山機場 

( 回程 ) 



1510(指南) 

往樹林 

 
 
首班車: 05:30 

末班車: 22:00 

淡海 >關渡大橋 >明志路 >輔大 >樹林 

99(首都) 

往板橋 

 
 
首班車: 05:45 

末班車: 22:00 

首都客運新莊一站 >民安站 >民安國小 

>民安路橋 >民安路 >後港社區 >福建路

口 >宏泰社區>>三洋 >營盤口 >輔大 >

盲人重建院 >海山里 >新泰路口 >材試

所 >新泰國中南站 >新莊棒球場>綜合運

動場 >新莊田徑場 >財元戲院 >中華路>

正邦社區 >幸福中華路口 >幸福新城 >

幸福思源路口 >仁義里 >惠德新村 >台

北醫院 >思源路口 >捷運新埔站 >致理

技術學院 >中山國中 >板橋車站 >板橋

市公所 >板橋夜市 >光華商職 >捷運亞

東醫院站 >亞東技術學院 

 

參考資料:  

台北市大眾運輸及公車運輸系統查詢 

http://www.taipeibus.taipei.gov.tw/ 

 
 

★熱門景點： 

■ 新泰路口(有新莊夜市)  

■ 士林夜市：坐公車到民權西路捷運站轉捷運到劍潭捷運站  

■ 三合夜市(大同路口或三重派出所)  

■ 東區(板南線 捷運忠孝復興站、捷運忠孝敦化站)  

■ 師大夜市(新店線 捷運台電大樓站)  

■ 宜家家具(IKEA)(頭前站)  

■ UNIQLO(新蘆線 捷運頭前庄站) 

■ 家樂福(金陵女中站)  

http://www.taipeibus.taipei.gov.tw/


■ 輔大花園夜市 

 
 
 

 
 
 
 

行：捷運 Transportation: MRT 



 
 

 

 

親愛的大一們，上大學以後，除了吃喝玩樂以外，最重要的莫過於選課啦！選

課選得好，在大學就有如天堂般的逍遙自在，如果選得不好，那麼後果可能就

不堪設想！所以一定要多加留意！接著我們就來告訴大一們所要注意的事項！ 

 

依照輔大的規定，除了系上的必修及選修課程，大一新生必須修畢通識課程

「人文藝術」、「自然科技」、「社會科學」每個領域各選兩門課(通識課程

一門課二學分，2 學分 x2 門課 x3 領域=12)，一共十二學分，其中還需包含

「歷史與文化」的通識課程兩學分(可以從三個領域中，找「歷史與文化」學

群的課程)，才能順利畢業喔！ 

 

了解我們輔大的規定後，那麼就開始我們的選課步驟： 
 

Step1 
 

選課之前，最重要的就是查看自己的課表，看看自己有哪些空堂，接著，就可

以開始找自己想選的課程囉！ 

首先，務必先讀過選課須知 (輔大選課資訊網 → 尋找「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日

間部學士班學生選課須知」)。 

在學生資訊入口網(http://140.136.251.210/student/ )>課程‧學習>開課資料

查詢，可以查到當學期學校及各系所開的課程。 

在學生資訊入口網(http://140.136.251.210/student/ )>課程‧學習>課程大

綱，可以看每堂課程的授課大綱和評分方式，藉此更瞭解課程內容。 

在學生資訊入口網(http://140.136.251.210/student/ )>課程‧學習>各系通識

排除課程查詢，要注意自己選的通識課程是否是系上排除的通識課程喔！ 

 

Step2 
 
選課前還需要再瞭解一下學校的選課系統，這學期採用的系統是新的 web 介面

的選課系統，大家可以到學生選課資訊網

(http://www.course.fju.edu.tw/student/Main.htm )>選課說明，看選課系統的

使用說明。 

Step3 

選課時程(非常重要!!!) 

育：選課須知 Education: Course-Selecting Instructions 

http://140.136.251.210/student/
http://140.136.251.210/student/
http://140.136.251.210/student/
http://www.course.fju.edu.tw/student/Main.htm


事件：開放開課資料/課程大綱查詢 

對象：全校 

附註：107 年 6 月 1 日 09:00 起，學生可利用開課資料查詢瀏覽開課資

料 

網址：http://estu.fju.edu.tw/fjucourse/ava_form.asp 

107 年 8 月 16 日 09:00 

事件：課程代入（原：必修代入） 

對象：日間、進修各開課單位業務負責人 

附註：107 年 8 月 16 日 09:00 起，登入學生資訊入口網→校內系統選單

→課程‧學習→選課清單，瞭解課程代入結果 

107.08.25（六）09:00 – 107.08.28（二）12:00 

事件：開放 105 學年度第一學期網路選課密碼更改 

對象：全校學生 

進行方式：登入學生資訊入口網→校內系統選單→課程‧學習→全人課程

選填志願系統 

107.08.25（六）09:00 – 106.08.28（二）12:00 

事件：開放 1071「全人課程選填志願系統」 

對象：日間大學部（含二年制）與進修部學生選取全人教育與體育興趣選

項課程 

進行方式：登入學生資訊入口網→校內系統選單→課程‧學習→全人課程

選填志願系統 

附註：106.08.29（三）16:00 起，登入學生資訊入口網→校內系統選單→

課程‧學習→選課清單，瞭解選填志願分發結果 

http://estu.fju.edu.tw/fjucourse/ava_form.asp


107 年 8 月 30 日 09:00 至 107 年 9 月 6 日 03:00 

事件：網路初選登記、分發 

對象： 全校學生 

說明： 

開放登記 

8/30 09:00~9/3 03:00 
------------------------------------------------------------ 
關閉登記作業，進行課程分發作業 

9/3 03:00~9/4 12:00 
------------------------------------------------------------ 
瀏覽課程分發結果，再次開放登記 

9/4 12:00~9/6 03:00 
----------------------------------------------------------- 
關閉登記作業，進行課程分發作業 

9/6 03:00~9/6 12:00 
----------------------------------------------------------- 
瀏覽課程分發結果 

9/6 12:00 
進行方式：登入網路選課系統 進行網路初選登記作業 

網  址：http://signcourse.fju.edu.tw 

附註： 

請利用 網路選課系統（http://signcourse.fju.edu.tw） 或 

登入 學生資訊入口網→校內系統選單→課程‧學習→選課清單，查詢各次

分發結果 

107 年 9 月 17 日至 107 年 9 月 25 日 

事件：外校生校際選課 

對象： 本校學生（修外校課程）、外校學生（修本校課程） 

進行方式：http://www.academic.fju.edu.tw/about%20course/校際選課

作業.pdf 

外校生跨校選課登錄系統：http://www.crosscourse.fju.edu.tw/ 

107 年 9 月 10 日 

事件：開始上課日 



107 年 9 月 18 日 09:00 至 106 年 9 月 19 日 14:00 

事件：開放網路加退選條件維護 

對象：日間、進修部各開課單位業務負責人 

進行方式：請由 教職員工入口網→公務→網路加退選條件維護，登入維護 



107 年 9 月 12 日 09:00 至 107 年 9 月 17 日 03:00 

事件：網路加退選登記、分發 

對象： 全校學生 

說明： 

1.1 開放登記 

9/12 9:00~9/13 3:00 
------------------------------------------------------------ 
1.2.關閉登記作業，進行課程分發作業 

9/13 3:00~9/13 12:00 
------------------------------------------------------------ 
2.1 瀏覽課程分發結果，再次開放登記 

9/13 12:00~9/14 3:00 
----------------------------------------------------------- 
2.2.關閉登記作業，進行課程分發作業 

9/14 3:00~9/14 12:00 
----------------------------------------------------------- 
3.1 瀏覽課程分發結果，再次開放登記 

9/14 12:00~9/15 3:00 
----------------------------------------------------------- 
3.2 關閉登記作業，進行課程分發作業 

9/15 3:00~9/15 12:00 
----------------------------------------------------------- 
4.1 瀏覽課程分發結果，再次開放登記 

9/15 12:00~9/16 3:00 
----------------------------------------------------------- 
4.2 關閉登記作業，進行課程分發作業 

9/16 3:00~9/16 12:00 
----------------------------------------------------------- 
5.1 瀏覽課程分發結果，再次開放登記 

9/16 12:00~9/17 3:00 
----------------------------------------------------------- 
5.2 關閉登記作業，進行課程分發作業 

9/17 3:00~9/17 12:00 
----------------------------------------------------------- 
6.瀏覽課程分發結果 

9/17 12:00 
進行方式：登入網路選課系統 進行網路初選登記作業 

網  址：http://signcourse.fju.edu.tw 

附註： 

請利用 網路選課系統（http://signcourse.fju.edu.tw）  或 

登入 學生資訊入口網→校內系統選單→課程‧學習→選課清單，查詢各次

分發結果 



107 年 9 月 18 日 16:00 至 107 年 9 月 20 日 21:00 

事件：越部選課 

對象： 

日間部選進修部：107 年 9 月 18 日 16:00 至 106 年 9 月 20 日 21:00 

進修部選日間部：107 年 9 月 18 日 09:00 至 107 年 9 月 20 日 16:00 

進行方式：請持選課清單向課務單位洽詢 

107 年 9 月 17 日至 107 年 9 月 25 日 

事件：選課錯誤更正 

進行方式：請持選課清單向課務單位洽詢 

附註：自查詢網路加退選選課結果起至辦理選課錯誤更正期間，網頁會即

時更新學生選課資料。 

至遲應於本階段完成當學期選課，選課錯誤更正截止日後，當學期選課均

不得申請異動。 

107 年 9 月 17 日 12:00 至 107 年 9 月 26 日 08:00 

事件：確認當學期「選課清單」 

對象：全校學生 

進行方式：登入學生資訊入口網→校內系統選單→課程‧學習→選課清單 

附註：107 年 9 月 17 日 12:00 起，學生可利用網頁選課清單查詢系統 確

認選課清單，未上網確認當學期選課清單者，視為選課資料內容無誤，之

後不得再要求作任何修改。 

 

 
  



 

開學後拿到的課表上，教室都會以教室代碼顯示， 所以這些代碼可以快速幫

助你找到教室 讓你不會在第一天上課找不到教室心慌慌！ 

 

CG：文學院 HG：民生學院 

L I：文華樓 HE：兒家、餐旅系教室 

LF：文友樓 NF：食品營養系教室 

LE：文開樓 TC：織品系教室 

LP：積健樓  

AG：藝術學院 FG：外語學院 

AA：應美系教室 LA：外語 A 樓 

AL：景觀系教室 LB：外語 B 樓 

AM：音樂系教室 LC：外語 C 樓 

 

AV：外語視聽教室 

FG：德芳大樓 

DG：醫學院 JG：法律學院 

SG：理工學院 MG：管理學院 

LS：生命科學系 LW：樹德樓 

CH：化學系 LM：利瑪竇樓 

LH：理工學院綜合教室 JS：濟時樓 

MA：數學系  

PH：物理學系  

SF：聖言樓  

WG：社會科學院 NM：進修部 

 ES：進修部教學大樓 

 

育：教室代碼 Education: Classroom Code 



 
 
     *日期待定 

上學期 

8/31(五) 北部迎新茶會(地點:台北人性空間) 

9/7(五) 新生訓練 (地點：LB 301) 

9/7(五) 家長座談會(地點：FG 302) 

9/10(一) 開學 

10/15(一)-10/19(五) 發系服  

10/20(六)-10/21 (日) 迎新宿營(地點:新竹小叮噹科學園區) 

10/31(二) 全校作文比賽第一輪 

11/5(一)-11/10(六) 期中考 

11/29(四) 全校作文比賽第二輪(12:30~13:30, LA306) 

12/07~12/08(五)~(六) 校慶感恩慶祝大會/校慶園遊會 

12/12(三) 全校英語演講比賽(12:30~17:00, TBA) 

*12/20(三) 外語學院六系 報佳音 

12/19(三) 系尾牙（晚上） 

01/07-01/12(一-六) 期末考 

下學期 

2/18(一) 開學 



MARCH三月 外語月(外語學院六系：英、日、

德、法、西、義) 

*3/09(三) 民俗舞蹈比賽 

3/13(三) 英韻獎 

*3/14(三) 外語小學堂 

*3/29(三) 外韻獎 

4/12(五)-4/18(四) 期中考 

5/1(三) 食字路口 

5/15（三） Formal Dance 

6/1 (六) 系運 

6/17(一)-6/22(六) 期末考 

 
  



   
 
 
 
 
 
 
 
 
 
 
 
 
 
 
 
 

樂：英文系活動 Recreation: Department Activiti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