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0學年度第1學期開學第3週大一課程教室規劃清單

開課編號 開課單位 系 學制 課程名稱 修別 課程老師 授課時數 原教室 原教室分類 教室1 教室2 備註說明 時段

218662 日工設產品110忠 工設 日四技 體育 必修 2 星期一-5~6

218663 日工設產品110忠 工設 日四技 國文 必修 李世珍 2 234 普通教室 212 可容納70人(原班31人) 星期四-3~4

218664 日工設產品110忠 工設 日四技 大一英文 必修 鄭巧莉 2 234 普通教室 121 非同步遠距教學 星期四-1~2

218665 日工設產品110忠 工設 日四技 有品教育時間 選修 謝明軒 2 702 專業教室 211 星期三-5

218666 日工設產品110忠 工設 日四技 設計素描 必修 黃謹華 2 155 專業教室 211 星期五-3~4

218667 日工設產品110忠 工設 日四技 設計圖學 必修 黃謹華 2 553 電腦教室 553 708 星期四-5~6

218668 日工設產品110忠 工設 日四技 運算思維與程式設計 必修 劉康弘 2 553 電腦教室 553 星期二-3~4

218669 日工設產品110忠 工設 日四技 設計概論 必修 謝明軒 2 553 電腦教室 211 星期四-7~8

218670 日工設產品110忠 工設 日四技 服務學習 必修 謝明軒 1 702 專業教室 211 星期三-6

218671 日工設產品110忠 工設 日四技 懿德講堂 必修 邊雲花 2 22 普通教室 212 可容納70人(原班31人) 星期一-7~8

218672 日工設產品110忠 工設 日四技 電腦繪圖 必修 謝菁樺 2 708 電腦教室 553 星期三-7~8

218673 日工設產品110忠 工設 日四技 基礎模型製作 必修 林育材 2 702 專業教室 511 星期三-2~3

218674 日工設產品110忠 工設 日四技 模型製作實習 必修 林育材 1 702 專業教室 511 星期三-4

219906 日工設產品110忠 工設 日四技 基礎造型美學 選修 黃謹華 2 211 專業教室 211 121 星期五-5~6

218619 日工設機械110忠 工設 日四技 體育 必修 2 星期一-5~6

218620 日工設機械110忠 工設 日四技 國文 必修 廖秀春 2 244 普通教室 702 708 星期四-3~4

218621 日工設機械110忠 工設 日四技 大一英文 必修 蔡佩玲 2 244 普通教室 702 708 非同步遠距教學 星期四-1~2

218622 日工設機械110忠 工設 日四技 有品教育時間 選修 王聰榮 2 234 普通教室 702 708 星期三-5

218623 日工設機械110忠 工設 日四技 應用數學 必修 楊健炘 2 234 普通教室 702 708 星期五-3~4

218624 日工設機械110忠 工設 日四技 運算思維與程式設計 必修 劉康弘 2 708 電腦教室 708 553 星期二-7~8

218625 日工設機械110忠 工設 日四技 設計概論 必修 王聰榮 2 234 普通教室 702 708 星期三-7~8

218626 日工設機械110忠 工設 日四技 服務學習 必修 王聰榮 1 234 普通教室 702 708 星期三-6

218627 日工設機械110忠 工設 日四技 懿德講堂 必修 陳美惠 2 44 普通教室 702 708 星期一-7~8

218628 日工設機械110忠 工設 日四技 設計圖學 必修 吳惠娟 2 553 電腦教室 553 708 星期三-2~3

218629 日工設機械110忠 工設 日四技 工廠實作 必修 林育材 2 702 專業教室 511 521 星期一-2~3

218630 日工設機械110忠 工設 日四技 工廠實作實習 必修 林育材 1 702 專業教室 511 521 星期一-4

218631 日工設機械110忠 工設 日四技 設計圖學實作 必修 吳惠娟 1 553 電腦教室 553 708 星期三-4

218632 日工設機械110忠 工設 日四技 電腦繪圖 必修 謝菁樺 2 708 電腦教室 708 553 星期二-5~6

219905 日工設機械110忠 工設 日四技 智慧人機協作導論 選修 鄭淳詩 2 702 專業教室 212 211 星期四-5~6

219613 日四技110級 日四技 日四技 體育-羽球 選修 廖誼印 2 星期一-5~6

219614 日四技110級 日四技 日四技 體育-羽球 選修 稅尚雪 2 星期一-7~8

219616 日四技110級 日四技 日四技 體育-羽球 選修 翁旭昇 2 星期二-7~8

219619 日四技110級 日四技 日四技 體育-桌球 選修 馬君萍 2 星期二-5~6

219620 日四技110級 日四技 日四技 體育-桌球 選修 翁旭昇 2 星期一-7~8

219621 日四技110級 日四技 日四技 體育-桌球 選修 陳弘順 2 星期一-5~6

219622 日四技110級 日四技 日四技 體育-桌球 選修 陳弘順 2 星期二-7~8

219624 日四技110級 日四技 日四技 體育-階梯有氧 選修 稅尚雪 2 星期一-5~6

219627 日四技110級 日四技 日四技 體育-網球 選修 詹岱倫 2 星期二-7~8

219628 日四技110級 日四技 日四技 體育-網球 選修 詹岱倫 2 星期二-5~6

219629 日四技110級 日四技 日四技 體育-網球 選修 詹岱倫 2 星期一-5~6

219630 日四技110級 日四技 日四技 體育-網球 選修 謝武進 2 星期一-7~8

219631 日四技110級 日四技 日四技 體育-撞球 選修 陳嘉康 2 星期一-5~6

219632 日四技110級 日四技 日四技 體育-撞球 選修 陳嘉康 2 星期一-7~8

219633 日四技110級 日四技 日四技 體育-撞球 選修 謝武進 2 星期二-5~6

219634 日四技110級 日四技 日四技 體育-撞球 選修 謝武進 2 星期二-7~8

219635 日四技110級 日四技 日四技 體育-韻律 選修 張淑玲 2 星期一-7~8

219636 日四技110級 日四技 日四技 體育-韻律 選修 張淑玲 2 星期二-5~6

219637 日四技110級 日四技 日四技 體育-韻律 選修 張淑玲 2 星期二-7~8

219638 日四技110級 日四技 日四技 體育-籃球 選修 陳盈吉 2 星期一-7~8

219639 日四技110級 日四技 日四技 體育-籃球 選修 屈生東 2 星期二-7~8

219677 日四技110級 日四技 日四技 體育-運動舞蹈 選修 梁美美 2 星期一-7~8

219678 日四技110級 日四技 日四技 體育-運動舞蹈 選修 梁美美 2 星期二-7~8

219680 日四技110級 日四技 日四技 體育-體適能 選修 陳盈吉 2 星期一-5~6

219681 日四技110級 日四技 日四技 體育-體適能 選修 陳弘順 2 星期一-7~8

219682 日四技110級 日四技 日四技 體育-體適能 選修 陳弘順 2 星期二-5~6

219683 日四技110級 日四技 日四技 體育-體適能 選修 馬君萍 2 星期二-7~8

219706 日四技110級 日四技 日四技 體育-適應體育 選修 梁美美 2 星期四-7~8

219888 日四技110級 日四技 日四技 體育-韻律 選修 張淑玲 2 星期一-5~6

219889 日四技110級 日四技 日四技 體育-籃球 選修 陳盈吉 2 星期二-5~6

219890 日四技110級 日四技 日四技 體育-羽球 選修 廖誼印 2 星期二-5~6

219909 日四技110級 日四技 日四技 體育-桌球 選修 詹岱倫 2 星期四-7~8

218708 日四技應英110級 日四技 日四技 句子與段落寫作 必修 梅泰勒 2 704 電腦教室 星期三-7~8

219218 日企管110孝 企管 日四技 體育 必修 2 星期一-7~8

219219 日企管110孝 企管 日四技 國文 必修 趙惠芬 2 54 普通教室 043 044 星期四-1~2

219220 日企管110孝 企管 日四技 大一英文 必修 蔡佩玲 2 54 普通教室 043 044 非同步遠距教學 星期四-3~4

219221 日企管110孝 企管 日四技 服務學習 必修 丘添富 1 54 普通教室 8708 8719 星期三-6

219222 日企管110孝 企管 日四技 有品教育時間 選修 丘添富 2 54 普通教室 8708 8719 星期三-5

219225 日企管110孝 企管 日四技 行銷管理 必修 許銘福 3 54 普通教室 043 044 星期二-5~7

219226 日企管110孝 企管 日四技 網頁程式設計 必修 王以莊 2 8708 電腦教室 8706 8707 星期四-5~6

219227 日企管110孝 企管 日四技 商業禮儀 選修 趙惠芬 2 54 普通教室 043 044 星期三-7~8

219229 日企管110孝 企管 日四技 懿德講堂 必修 蔡振璋 2 936 專業教室 043 044 星期一-5~6

219230 日企管110孝 企管 日四技 共通核心職能 選修 王以莊 3 8706 電腦教室 8706 8707 星期一-2~4

219231 日企管110孝 企管 日四技 資料分析與整理 選修 高文星 2 8708 電腦教室 8707 8708 星期五-5~6

219899 日企管110孝 企管 日四技 經濟學(一) 必修 丘添富 3 54 普通教室 043 044 星期三-2~4

219900 日企管110孝 企管 日四技 管理學 必修 何舒毅 3 54 普通教室 043 044 星期五-2~4

219205 日企管110忠 企管 日四技 體育 必修 2 星期一-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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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206 日企管110忠 企管 日四技 國文 必修 陳蘭行 2 32 普通教室 021 022 星期四-1~2

219207 日企管110忠 企管 日四技 大一英文 必修 鄭巧莉 2 32 普通教室 021 022 非同步遠距教學 星期四-3~4

219208 日企管110忠 企管 日四技 服務學習 必修 黃美虹 1 32 普通教室 021 022 星期三-6

219209 日企管110忠 企管 日四技 有品教育時間 選修 黃美虹 2 32 普通教室 021 022 星期三-5

219212 日企管110忠 企管 日四技 行銷管理 必修 許銘福 3 32 普通教室 021 022 星期三-2~4

219213 日企管110忠 企管 日四技 網頁程式設計 必修 王以莊 2 8708 電腦教室 8706 8708 星期五-3~4

219214 日企管110忠 企管 日四技 商業禮儀 選修 黃美虹 2 32 普通教室 021 022 星期三-7~8

219215 日企管110忠 企管 日四技 懿德講堂 必修 陳美惠 2 36 普通教室 021 022 星期一-5~6

219216 日企管110忠 企管 日四技 文化資產管理與研究 選修 黃美虹 3 8707 專業教室 8707 8719 星期四-5~7

219217 日企管110忠 企管 日四技 共通核心職能 選修 周台龍 3 32 普通教室 021 022 星期一-2~4

219897 日企管110忠 企管 日四技 經濟學(一) 必修 翁逸群 3 32 普通教室 021 022 星期五-5~7

219898 日企管110忠 企管 日四技 管理學 必修 何舒毅 3 32 普通教室 021 022 星期二-5~7

218355 日多遊110孝 多遊 日四技 資訊軟體應用 必修 張力偉 2 532 電腦教室 532 533 星期二-7~8

218356 日多遊110孝 多遊 日四技 國文 必修 陳蘭行 2 152 普通教室 253 254 星期二-3~4

218357 日多遊110孝 多遊 日四技 大一英文 必修 吳素惠 2 152 普通教室 253 254 非同步遠距教學 星期二-1~2

218358 日多遊110孝 多遊 日四技 設計概論 必修 洪明顯 2 152 普通教室 253 254 星期四-5~6

218359 日多遊110孝 多遊 日四技 體育 必修 2 星期二-5~6

218360 日多遊110孝 多遊 日四技 遊戲設計導論 必修 張力偉 2 542 電腦教室 542 543 星期一-3~4

218361 日多遊110孝 多遊 日四技 有品教育時間 選修 張力偉 2 152 普通教室 253 254 星期三-5

218362 日多遊110孝 多遊 日四技 平面攝影實務 必修 鄭瓊芬 2 113 專業教室 113 253 星期五-1~2

218363 日多遊110孝 多遊 日四技 基礎素描 必修 施竣彥 2 114 專業教室 114 253 星期五-3~4

218364 日多遊110孝 多遊 日四技 勞作教育 必修 張力偉 1 152 普通教室 253 254 星期三-6

218365 日多遊110孝 多遊 日四技 運算思維與程式設計 必修 陳淑然 2 532 電腦教室 532 533 星期一-1~2

218366 日多遊110孝 多遊 日四技 影視與數位媒體 必修 張嘉仁 2 541 電腦教室 541 533 星期三-3~4

218367 日多遊110孝 多遊 日四技 電腦繪圖 必修 張嘉仁 2 541 電腦教室 541 533 星期三-1~2

218368 日多遊110忠 多遊 日四技 資訊軟體應用 必修 張力偉 2 532 電腦教室 532 533 星期二-5~6

218369 日多遊110忠 多遊 日四技 國文 必修 吳賢俊 2 36 普通教室 141 142 星期二-3~4

218370 日多遊110忠 多遊 日四技 大一英文 必修 徐惠萍 2 36 普通教室 141 142 非同步遠距教學 星期二-1~2

218371 日多遊110忠 多遊 日四技 設計概論 必修 洪明顯 2 142 普通教室 141 142 星期四-3~4

218372 日多遊110忠 多遊 日四技 體育 必修 2 星期二-7~8

218373 日多遊110忠 多遊 日四技 遊戲設計導論 必修 紀曲峰 2 542 電腦教室 542 541 星期一-1~2

218374 日多遊110忠 多遊 日四技 有品教育時間 選修 紀曲峰 2 36 普通教室 141 142 星期三-5

218375 日多遊110忠 多遊 日四技 平面攝影實務 必修 鄭瓊芬 2 113 專業教室 113 141 星期五-3~4

218376 日多遊110忠 多遊 日四技 基礎素描 必修 施竣彥 2 114 專業教室 114 141 星期五-1~2

218377 日多遊110忠 多遊 日四技 勞作教育 必修 紀曲峰 1 36 普通教室 141 142 星期三-6

218378 日多遊110忠 多遊 日四技 運算思維與程式設計 必修 陳淑然 2 532 電腦教室 532 533 星期一-3~4

218379 日多遊110忠 多遊 日四技 影視與數位媒體 必修 張嘉仁 2 541 電腦教室 541 533 星期一-7~8

218380 日多遊110忠 多遊 日四技 電腦繪圖 必修 張嘉仁 2 541 電腦教室 541 542 星期一-5~6

218981 日行銷110仁 行銷 日四技 體育 必修 2 星期二-5~6

218982 日行銷110仁 行銷 日四技 國文 必修 賴崇仁 2 44 普通教室 053 054 星期二-1~2

218983 日行銷110仁 行銷 日四技 大一英文 必修 吳素惠 2 44 普通教室 053 054 非同步遠距教學 星期二-3~4

218984 日行銷110仁 行銷 日四技 有品教育時間 選修 2 41 普通教室 053 054 星期三-5

218985 日行銷110仁 行銷 日四技 資訊軟體應用(W) 必修 胡維新 2 8508 電腦教室 8508 8607 星期二-7~8

218986 日行銷110仁 行銷 日四技 電腦多媒體與網頁設計必修 鄭瓊芬 2 8621 電腦教室 8621 8607 星期四-3~4

218988 日行銷110仁 行銷 日四技 新零售服務模組總論 必修 陳冠宏 2 8607 電腦教室 8607 8419 星期一-7~8

218989 日行銷110仁 行銷 日四技 創意行銷模組總論 必修 王仁博 2 33 普通教室 053 054 星期一-5~6

218990 日行銷110仁 行銷 日四技 人際關係與溝通 選修 曾祥琳 2 8620 專業教室 053 054 星期一-3~4

218991 日行銷110仁 行銷 日四技 企業倫理 選修 李麗澤 2 22 普通教室 053 054 星期三-7~8

218992 日行銷110仁 行銷 日四技 流通管理概論 選修 林淑真 2 8621 電腦教室 8621 8607 星期四-1~2

218993 日行銷110仁 行銷 日四技 勞作教育 必修 余永讚 1 41 普通教室 053 054 星期三-6

219903 日行銷110仁 行銷 日四技 應用經濟學(一) 必修 余永讚 3 44 普通教室 053 054 星期三-2~4

218968 日行銷110孝 行銷 日四技 體育 必修 2 星期二-7~8

218969 日行銷110孝 行銷 日四技 國文 必修 王美懿 2 943 專業教室 045 046 星期二-1~2

218970 日行銷110孝 行銷 日四技 大一英文 必修 江盈潔 2 52 普通教室 045 046 非同步遠距教學 星期二-3~4

218971 日行銷110孝 行銷 日四技 有品教育時間 選修 2 52 普通教室 045 046 星期三-5

218972 日行銷110孝 行銷 日四技 資訊軟體應用(W) 必修 林千雅 2 8621 電腦教室 8621 8620 星期一-3~4

218973 日行銷110孝 行銷 日四技 電腦多媒體與網頁設計必修 紀逸倫 2 8621 電腦教室 8621 8606 星期一-7~8

218975 日行銷110孝 行銷 日四技 新零售服務模組總論 必修 林淑真 2 8419 電腦教室 8606 8620 星期四-3~4

218976 日行銷110孝 行銷 日四技 創意行銷模組總論 必修 謝素琴 2 23 普通教室 045 046 星期三-7~8

218978 日行銷110孝 行銷 日四技 企業倫理 選修 賴麗香 2 52 普通教室 045 046 星期二-5~6

218979 日行銷110孝 行銷 日四技 流通管理概論 選修 陳冠宏 2 8607 電腦教室 8607 8606 星期一-5~6

218980 日行銷110孝 行銷 日四技 勞作教育 必修 謝素琴 1 52 普通教室 045 046 星期三-6

219199 日行銷110孝 行銷 日四技 共通核心職能 選修 謝素琴 3 8620 專業教室 045 046 星期四-5~7

219902 日行銷110孝 行銷 日四技 應用經濟學(一) 必修 林燕姬 3 35 普通教室 045 046 星期三-2~4

218955 日行銷110忠 行銷 日四技 體育 必修 2 星期二-7~8

218956 日行銷110忠 行銷 日四技 國文 必修 吳賢俊 2 46 普通教室 023 024 星期二-1~2

218957 日行銷110忠 行銷 日四技 大一英文 必修 洪麗洋 2 235 普通教室 023 024 非同步遠距教學 星期二-3~4

218958 日行銷110忠 行銷 日四技 有品教育時間 選修 2 8606 電腦教室 023 024 星期三-5

218959 日行銷110忠 行銷 日四技 資訊軟體應用(W) 必修 賴德欣 2 8607 電腦教室 8606 8607 星期一-3~4

218960 日行銷110忠 行銷 日四技 電腦多媒體與網頁設計必修 紀逸倫 2 8621 電腦教室 8621 8607 星期三-3~4

218962 日行銷110忠 行銷 日四技 新零售服務模組總論 必修 林淑真 2 8606 電腦教室 8606 8607 星期三-7~8

218963 日行銷110忠 行銷 日四技 創意行銷模組總論 必修 謝素琴 2 8620 專業教室 023 024 星期二-5~6

218964 日行銷110忠 行銷 日四技 人際關係與溝通 選修 曾祥琳 2 8620 專業教室 023 024 星期一-5~6

218965 日行銷110忠 行銷 日四技 企業倫理 選修 賴麗香 2 8620 專業教室 023 024 星期一-7~8

218966 日行銷110忠 行銷 日四技 流通管理概論 選修 陳冠宏 2 8621 電腦教室 8621 8607 星期四-5~6

218967 日行銷110忠 行銷 日四技 勞作教育 必修 曾祥琳 1 8606 電腦教室 023 024 星期三-6

219901 日行銷110忠 行銷 日四技 應用經濟學(一) 必修 林燕姬 3 55 普通教室 023 024 星期四-2~4

218994 日行銷110愛 行銷 日四技 體育 必修 2 星期二-5~6

218995 日行銷110愛 行銷 日四技 國文 必修 陳蘭行 2 55 普通教室 145 245 跨棟(原班28人) 星期二-1~2

218996 日行銷110愛 行銷 日四技 大一英文 必修 徐惠萍 2 55 普通教室 145 245 非同步遠距教學 星期二-3~4

218997 日行銷110愛 行銷 日四技 有品教育時間 選修 2 8621 電腦教室 145 245 星期三-5

218998 日行銷110愛 行銷 日四技 資訊軟體應用(W) 必修 陳政信 2 8819 電腦教室 8819 8620 星期一-7~8

218999 日行銷110愛 行銷 日四技 電腦多媒體與網頁設計必修 紀逸倫 2 8621 電腦教室 8621 8620 星期一-5~6

219001 日行銷110愛 行銷 日四技 新零售服務模組總論 必修 陳冠宏 2 8621 電腦教室 8621 8620 星期三-7~8

219002 日行銷110愛 行銷 日四技 創意行銷模組總論 必修 王仁博 2 23 普通教室 145 245 跨棟(原班28人) 星期一-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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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003 日行銷110愛 行銷 日四技 人際關係與溝通 選修 紀逸倫 2 35 普通教室 145 245 跨棟(原班28人) 星期四-5~6

219004 日行銷110愛 行銷 日四技 企業倫理 選修 李麗澤 2 23 普通教室 145 245 跨棟(原班28人) 星期二-7~8

219005 日行銷110愛 行銷 日四技 流通管理概論 選修 黃上晏 2 33 普通教室 145 245 跨棟(原班28人) 星期三-3~4

219006 日行銷110愛 行銷 日四技 勞作教育 必修 紀逸倫 1 8621 電腦教室 145 245 星期三-6

219904 日行銷110愛 行銷 日四技 應用經濟學(一) 必修 余永讚 3 35 普通教室 145 245 跨棟(原班28人) 星期四-2~4

217828 日旅展110孝 旅展 日四技 大一英文 必修 顧意如 2 145 普通教室 051 052 非同步遠距教學 星期四-1~2

217829 日旅展110孝 旅展 日四技 有品教育時間 選修 林政憲 2 343 普通教室 051 052 星期三-5

217830 日旅展110孝 旅展 日四技 旅館管理 必修 屈妃容 2 233 普通教室 051 052 星期五-3~4

217831 日旅展110孝 旅展 日四技 國文 必修 洪鵬程 2 243 普通教室 051 052 星期四-3~4

217832 日旅展110孝 旅展 日四技 會展產業概論 必修 王叔瑜 2 233 普通教室 051 052 星期一-3~4

217833 日旅展110孝 旅展 日四技 體育 必修 2 星期一-5~6

217834 日旅展110孝 旅展 日四技 觀光外語溝通(一) 必修 王芸閣 2 33 普通教室 051 052 星期三-7~8

217835 日旅展110孝 旅展 日四技 觀光產業概論 必修 林政憲 2 243 普通教室 051 052 星期二-3~4

217836 日旅展110孝 旅展 日四技 勞作教育 必修 林政憲 1 343 普通教室 051 052 星期三-6

217837 日旅展110孝 旅展 日四技 管理學 必修 施雪切 2 233 普通教室 051 052 星期五-5~6

217838 日旅展110孝 旅展 日四技 懿德講堂 必修 石櫻櫻 2 934 專業教室 051 052 星期一-7~8

218071 日旅展110孝 旅展 日四技 餐飲管理 選修 林政憲 2 343 普通教室 051 052 星期三-3~4

217817 日旅展110忠 旅展 日四技 大一英文 必修 胡學昭 2 25 普通教室 025 026 非同步遠距教學 星期四-1~2

217818 日旅展110忠 旅展 日四技 有品教育時間 選修 陳瑛珣 2 253 普通教室 025 026 星期三-5

217819 日旅展110忠 旅展 日四技 旅館管理 必修 屈妃容 2 243 普通教室 025 026 星期五-1~2

217820 日旅展110忠 旅展 日四技 國文 必修 石櫻櫻 2 253 普通教室 025 026 星期四-3~4

217821 日旅展110忠 旅展 日四技 會展產業概論 必修 陳瑛珣 2 253 普通教室 025 026 星期三-3~4

217822 日旅展110忠 旅展 日四技 體育 必修 2 星期一-5~6

217823 日旅展110忠 旅展 日四技 觀光外語溝通(一) 必修 王文蔚 2 33 普通教室 025 026 星期一-3~4

217824 日旅展110忠 旅展 日四技 觀光產業概論 必修 林政憲 2 244 普通教室 025 026 星期二-5~6

217825 日旅展110忠 旅展 日四技 勞作教育 必修 陳瑛珣 1 253 普通教室 025 026 星期三-6

217826 日旅展110忠 旅展 日四技 管理學 必修 施雪切 2 243 普通教室 025 026 星期五-3~4

217827 日旅展110忠 旅展 日四技 懿德講堂 必修 蔡振璋 2 936 專業教室 025 026 星期一-7~8

218070 日旅展110忠 旅展 日四技 餐飲管理 選修 林政憲 2 253 普通教室 025 026 星期四-5~6

218812 日財法110孝 財法 日四技 體育 必修 2 星期二-7~8

218813 日財法110孝 財法 日四技 國文 必修 翁志宗 2 34 普通教室 047 048 星期四-3~4

218814 日財法110孝 財法 日四技 大一英文 必修 鄭巧莉 2 51 普通教室 047 048 非同步遠距教學 星期二-1~2

218815 日財法110孝 財法 日四技 服務學習 必修 楊東連 1 51 普通教室 047 048 星期三-6

218816 日財法110孝 財法 日四技 有品教育時間 選修 2 51 普通教室 047 048 星期三-5

218817 日財法110孝 財法 日四技 資訊軟體應用(W) 必修 胡維新 2 8418A 電腦教室 8418A 048 星期二-5~6

218818 日財法110孝 財法 日四技 刑法總則 必修 韓政道 2 51 普通教室 047 048 星期三-3~4

218819 日財法110孝 財法 日四技 會計學 必修 邱文松 2 924 專業教室 047 048 星期一-7~8

218820 日財法110孝 財法 日四技 經濟學 必修 陳顥勻 2 51 普通教室 047 048 星期三-7~8

218821 日財法110孝 財法 日四技 民法總則 必修 楊東連 2 51 普通教室 047 048 星期二-3~4

218822 日財法110孝 財法 日四技 法學緒論 選修 翁志宗 2 924 專業教室 047 048 星期一-5~6

218801 日財法110忠 財法 日四技 體育 必修 2 星期二-7~8

218802 日財法110忠 財法 日四技 國文 必修 翁志宗 2 36 普通教室 035 036 星期四-1~2

218803 日財法110忠 財法 日四技 大一英文 必修 江盈潔 2 34 普通教室 035 036 非同步遠距教學 星期二-1~2

218804 日財法110忠 財法 日四技 服務學習 必修 沈靜萍 1 34 普通教室 035 036 星期三-6

218805 日財法110忠 財法 日四技 有品教育時間 選修 2 34 普通教室 035 036 星期三-5

218806 日財法110忠 財法 日四技 資訊軟體應用(W) 必修 陳政信 2 8508 電腦教室 8508 036 星期二-5~6

218807 日財法110忠 財法 日四技 刑法總則 必修 韓政道 2 36 普通教室 035 036 星期四-3~4

218808 日財法110忠 財法 日四技 會計學 必修 陳介玉 2 48 普通教室 035 036 星期一-7~8

218809 日財法110忠 財法 日四技 經濟學 必修 翁逸群 2 48 普通教室 035 036 星期一-5~6

218810 日財法110忠 財法 日四技 民法總則 必修 沈靜萍 2 34 普通教室 035 036 星期三-3~4

218811 日財法110忠 財法 日四技 法學緒論 選修 翁志宗 2 34 普通教室 035 036 星期一-3~4

219381 日財金110孝 財金 日四技 體育 必修 2 星期一-7~8

219382 日財金110孝 財金 日四技 國文 必修 廖慧美 2 242 普通教室 8522 星期四-1~2

219383 日財金110孝 財金 日四技 大一英文 必修 葉庭凡 2 242 普通教室 8522 非同步遠距教學 星期四-3~4

219384 日財金110孝 財金 日四技 服務學習 必修 葉金標 1 143 普通教室 8507 8508 星期三-6

219385 日財金110孝 財金 日四技 有品教育時間 選修 2 143 普通教室 8507 8508 星期三-5

219386 日財金110孝 財金 日四技 懿德講堂 必修 洪碧芳 2 26 普通教室 8507 8508 星期一-5~6

219727 日財金110孝 財金 日四技 商業倫理 必修 陳志標 2 53 普通教室 8505 8506 星期二-5~6

219728 日財金110孝 財金 日四技 財務基礎 必修 洪碧芳 2 143 普通教室 8507 8508 星期三-7~8

219729 日財金110孝 財金 日四技 金融講堂 選修 莊淑婷 2 28 普通教室 8505 8506 星期二-3~4

219894 日財金110孝 財金 日四技 經濟學(一) 必修 葉金標 3 143 普通教室 8507 8508 星期三-2~4

219895 日財金110孝 財金 日四技 管理學 必修 鍾緯世 3 48 普通教室 8507 8508 星期一-2~4

219896 日財金110孝 財金 日四技 會計學(一) 必修 林秀柑 3 25 普通教室 8522 星期五-2~4

219375 日財金110忠 財金 日四技 體育 必修 2 星期一-7~8

219376 日財金110忠 財金 日四技 國文 必修 劉素玲 2 143 普通教室 8506 8507 星期四-1~2

219377 日財金110忠 財金 日四技 大一英文 必修 顧意如 2 145 普通教室 8506 8507 非同步遠距教學 星期四-3~4

219378 日財金110忠 財金 日四技 服務學習 必修 孫而音 1 242 普通教室 8522 星期三-6

219379 日財金110忠 財金 日四技 有品教育時間 選修 2 242 普通教室 8522 星期三-5

219380 日財金110忠 財金 日四技 懿德講堂 必修 簡秀娟 2 934 專業教室 8522 星期一-5~6

219721 日財金110忠 財金 日四技 商業倫理 必修 黃意文 2 8506 電腦教室 8507 8508 星期二-5~6

219722 日財金110忠 財金 日四技 財務基礎 必修 林家樑 2 242 普通教室 8522 星期三-7~8

219723 日財金110忠 財金 日四技 金融講堂 選修 徐義雄 2 53 普通教室 8507 8508 星期二-3~4

219891 日財金110忠 財金 日四技 經濟學(一) 必修 王冠閔 3 8522 專業教室 8522 星期三-2~4

219892 日財金110忠 財金 日四技 管理學 必修 鍾緯世 3 242 普通教室 8506 8507 星期五-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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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893 日財金110忠 財金 日四技 會計學(一) 必修 黃莉盈 3 52 普通教室 8522 星期一-2~4

218904 日國貿110孝 國貿 日四技 體育 必修 2 星期一-5~6

218906 日國貿110孝 國貿 日四技 大一英文 必修 吳子芬 2 154 普通教室 041 042 非同步遠距教學 星期四-3~4

218907 日國貿110孝 國貿 日四技 國文 必修 簡秀娟 2 45 普通教室 041 042 星期四-1~2

218908 日國貿110孝 國貿 日四技 有品教育時間 選修 黃素珍 2 153 普通教室 041 042 星期三-5

218909 日國貿110孝 國貿 日四技 服務學習 必修 黃素珍 1 153 普通教室 041 042 星期三-6

218911 日國貿110孝 國貿 日四技 統計學(一) 必修 胡維新 2 8407 專業教室 041 042 星期一-3~4

218914 日國貿110孝 國貿 日四技 懿德講堂 必修 洪碧芳 2 34 普通教室 041 042 星期一-7~8

218915 日國貿110孝 國貿 日四技 會計學(一) 必修 田麗珠 2 8407 專業教室 041 042 星期二-3~4

218916 日國貿110孝 國貿 日四技 電子商務概論 選修 陳顥勻 2 45 普通教室 041 042 星期五-3~4

219866 日國貿110孝 國貿 日四技 經濟學(一) 必修 黃素珍 3 8420 專業教室 041 042 星期二-5~7

219867 日國貿110孝 國貿 日四技 管理學 必修 夏福樂 3 153 普通教室 041 042 星期三-2~4

219868 日國貿110孝 國貿 日四技 國際貿易概論 必修 王喆 2 31 普通教室 041 042 星期四-5~6

219885 日國貿110孝 國貿 日四技 初級日文（一） 選修 王喆 2 31 普通教室 041 042 星期四-7~8

218893 日國貿110忠 國貿 日四技 體育 必修 2 星期一-5~6

218895 日國貿110忠 國貿 日四技 大一英文 必修 胡學昭 2 25 普通教室 027 028 非同步遠距教學 星期四-3~4

218896 日國貿110忠 國貿 日四技 國文 必修 廖秀春 2 31 普通教室 027 028 星期四-1~2

218897 日國貿110忠 國貿 日四技 有品教育時間 選修 田麗珠 2 24 普通教室 027 028 星期三-5

218898 日國貿110忠 國貿 日四技 服務學習 必修 田麗珠 1 24 普通教室 027 028 星期三-6

218900 日國貿110忠 國貿 日四技 統計學(一) 必修 葉春淵 2 8420 專業教室 027 028 星期一-3~4

218902 日國貿110忠 國貿 日四技 初級日文（一） 選修 周明佑 2 24 普通教室 027 028 星期五-3~4

218903 日國貿110忠 國貿 日四技 懿德講堂 必修 黃騰萱 2 42 普通教室 027 028 星期一-7~8

218919 日國貿110忠 國貿 日四技 會計學(一) 必修 田麗珠 2 24 普通教室 027 028 星期二-5~6

219863 日國貿110忠 國貿 日四技 經濟學(一) 必修 黃哲悠 3 8420 專業教室 027 028 星期二-2~4

219864 日國貿110忠 國貿 日四技 管理學 必修 田麗珠 3 8420 專業教室 027 028 星期三-2~4

219865 日國貿110忠 國貿 日四技 國際貿易概論 必修 翁正忞 2 45 普通教室 027 028 星期四-5~6

218482 日創設110孝 創設 日四技 創新產業概論 選修 陳惠美 2 142 普通教室 153 154 星期四-5~6

218483 日創設110孝 創設 日四技 資訊軟體應用 必修 陳建良 2 122 電腦教室 122 152 星期一-3~4

218484 日創設110孝 創設 日四技 勞作教育 必修 潘芳茗 1 132 專業教室 132 152 星期三-6

218485 日創設110孝 創設 日四技 國文 必修 蔡振璋 2 943 專業教室 153 154 星期二-3~4

218486 日創設110孝 創設 日四技 大一英文 必修 唐嘉憶 2 35 普通教室 153 154 非同步遠距教學 星期二-1~2

218487 日創設110孝 創設 日四技 體育 必修 2 星期二-5~6

218488 日創設110孝 創設 日四技 電腦繪圖 必修 王翠蘭 2 122 電腦教室 122 152 星期二-7~8

218489 日創設110孝 創設 日四技 設計素描 必修 林明男 2 155 專業教室 155 152 星期四-3~4

218490 日創設110孝 創設 日四技 有品教育時間 選修 潘芳茗 2 132 專業教室 132 152 星期三-5

218491 日創設110孝 創設 日四技 色彩與生活 必修 施文瑛 2 131 專業教室 131 152 星期三-3~4

218492 日創設110孝 創設 日四技 基本設計(一) 必修 潘芳茗 3 131 專業教室 131 152 星期一-5~7

218493 日創設110孝 創設 日四技 創意思考 必修 廖慧美 2 551 電腦教室 551 152 星期三-1~2

218494 日創設110孝 創設 日四技 設計概論 必修 潘芳茗 2 132 專業教室 132 152 星期三-7~8

218469 日創設110忠 創設 日四技 資訊軟體應用 必修 陳建良 2 122 電腦教室 122 151 星期一-5~6

218470 日創設110忠 創設 日四技 勞作教育 必修 林宸漩 1 131 專業教室 131 151 星期三-6

218471 日創設110忠 創設 日四技 國文 必修 陳惠美 2 145 普通教室 151 152 星期二-3~4

218472 日創設110忠 創設 日四技 大一英文 必修 許志龍 2 145 普通教室 151 152 非同步遠距教學 星期二-1~2

218473 日創設110忠 創設 日四技 體育 必修 2 星期二-7~8

218474 日創設110忠 創設 日四技 電腦繪圖 必修 王翠蘭 2 122 電腦教室 122 151 星期二-5~6

218475 日創設110忠 創設 日四技 設計素描 必修 林明男 2 155 專業教室 155 151 星期四-7~8

218476 日創設110忠 創設 日四技 有品教育時間 選修 林宸漩 2 131 專業教室 131 151 星期三-5

218477 日創設110忠 創設 日四技 色彩與生活 必修 施文瑛 2 131 專業教室 131 151 星期三-7~8

218478 日創設110忠 創設 日四技 基本設計(一) 必修 林宸漩 3 512 實習工廠 512 151 星期一-2~4

218479 日創設110忠 創設 日四技 創意思考 必修 廖慧美 2 551 電腦教室 551 151 星期三-3~4

218480 日創設110忠 創設 日四技 設計概論 必修 林宸漩 2 134 專業教室 134 151 星期一-7~8

218481 日創設110忠 創設 日四技 設計圖學 選修 林宸漩 2 551 電腦教室 551 151 星期四-5~6

218218 日資科110仁 資科 日四技 國文 必修 廖慧美 2 42 普通教室 235 (原班23人) 星期四-3~4

218219 日資科110仁 資科 日四技 大一英文 必修 劉宜蕙 2 235 普通教室 235 非同步遠距教學 星期四-1~2

218220 日資科110仁 資科 日四技 體育 必修 2 星期一-7~8

218221 日資科110仁 資科 日四技 有品教育時間 選修 陳紀翰 2 8908 電腦教室 8908 (原班23人) 星期三-5

218222 日資科110仁 資科 日四技 數位系統導論 必修 謝永賢 2 8908 電腦教室 8808 (原班23人) 星期二-5~6

218223 日資科110仁 資科 日四技 服務學習 必修 陳紀翰 1 8908 電腦教室 8909 (原班23人) 星期三-6

218224 日資科110仁 資科 日四技 資料處理與分析 必修 高文星 2 8908 電腦教室 8808 (原班23人) 星期二-7~8

218225 日資科110仁 資科 日四技 計算機概論與資訊倫理必修 程榮祥 2 8708 電腦教室 8906 (原班23人) 星期三-3~4

218226 日資科110仁 資科 日四技 運算思維與程式設計 必修 林金成 2 8908 電腦教室 8908 (原班23人) 星期三-7~8

218227 日資科110仁 資科 日四技 設計概論 必修 陳紀翰 2 42 普通教室 235 (原班23人) 星期三-1~2

218228 日資科110仁 資科 日四技 懿德講堂 必修 劉素玲 2 43 普通教室 235 (原班23人) 星期一-5~6

218229 日資科110仁 資科 日四技 C++程式設計 必修 嚴礽麒 3 8907 電腦教室 8907 (原班23人) 星期二-2~4

218230 日資科110仁 資科 日四技 專業證照實作(一) 選修 陳紀翰 3 8908 電腦教室 8908 (原班23人) 星期四-5~7

218205 日資科110孝 資科 日四技 國文 必修 賴崇仁 2 245 普通教室 251 252 星期四-3~4

218206 日資科110孝 資科 日四技 大一英文 必修 葉庭凡 2 245 普通教室 251 252 非同步遠距教學 星期四-1~2

218207 日資科110孝 資科 日四技 體育 必修 2 星期一-7~8

218208 日資科110孝 資科 日四技 有品教育時間 選修 劉柏伸 2 8819 電腦教室 8819 8808 星期三-5

218209 日資科110孝 資科 日四技 數位系統導論 必修 沈文祥 2 8908 電腦教室 8908 8918 星期三-3~4

218210 日資科110孝 資科 日四技 服務學習 必修 劉柏伸 1 8819 電腦教室 8819 8808 星期三-6

218211 日資科110孝 資科 日四技 資料處理與分析 必修 高文星 2 8907 電腦教室 8908 8918 星期二-5~6

218212 日資科110孝 資科 日四技 計算機概論與資訊倫理必修 程榮祥 2 8908 電腦教室 8908 8918 星期三-1~2

218213 日資科110孝 資科 日四技 運算思維與程式設計 必修 沈文祥 2 8906 電腦教室 8906 8907 星期一-3~4

218214 日資科110孝 資科 日四技 設計概論 必修 周文琪 2 245 普通教室 251 252 星期四-5~6

218215 日資科110孝 資科 日四技 數值分析 選修 陳紀翰 2 8907 電腦教室 8908 8918 星期二-7~8

218216 日資科110孝 資科 日四技 懿德講堂 必修 黃騰萱 2 22 普通教室 251 252 星期一-5~6

218217 日資科110孝 資科 日四技 C++程式設計 必修 劉柏伸 3 8819 電腦教室 8819 8808 星期二-2~4

218192 日資科110忠 資科 日四技 國文 必修 劉素玲 2 235 普通教室 143 144 星期四-3~4

218193 日資科110忠 資科 日四技 大一英文 必修 吳子芬 2 154 普通教室 143 144 非同步遠距教學 星期四-1~2

218194 日資科110忠 資科 日四技 體育 必修 2 星期一-7~8

218195 日資科110忠 資科 日四技 有品教育時間 選修 楊順評 2 8907 電腦教室 8906 8907 星期三-5

218196 日資科110忠 資科 日四技 數位系統導論 必修 謝永賢 2 8906 電腦教室 8906 8907 星期二-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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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197 日資科110忠 資科 日四技 服務學習 必修 楊順評 1 8907 電腦教室 8906 8907 星期三-6

218198 日資科110忠 資科 日四技 資料處理與分析 必修 高文星 2 8819 電腦教室 8906 8907 星期三-1~2

218199 日資科110忠 資科 日四技 計算機概論與資訊倫理必修 程榮祥 2 8908 電腦教室 8908 8918 星期二-3~4

218200 日資科110忠 資科 日四技 運算思維與程式設計 必修 楊順評 2 8907 電腦教室 8906 8907 星期三-7~8

218201 日資科110忠 資科 日四技 設計概論 必修 周文琪 2 42 普通教室 143 144 星期三-3~4

218202 日資科110忠 資科 日四技 數值分析 選修 陳紀翰 2 8906 電腦教室 8906 8907 星期二-5~6

218203 日資科110忠 資科 日四技 懿德講堂 必修 賴德欣 2 44 普通教室 143 144 星期一-5~6

218204 日資科110忠 資科 日四技 C++程式設計 必修 楊順評 3 8908 電腦教室 8908 8918 星期一-2~4

217778 日餐管110仁 餐管 日四技 國文 必修 劉素玲 2 142 普通教室 243 244 星期二-1~2

217779 日餐管110仁 餐管 日四技 大一英文 必修 許志龍 2 142 普通教室 243 244 非同步遠距教學 星期二-3~4

217780 日餐管110仁 餐管 日四技 體育 必修 2 星期二-5~6

217781 日餐管110仁 餐管 日四技 資訊軟體應用(W) 必修 陳政信 2 8819 電腦教室 8819 243 星期二-7~8

217782 日餐管110仁 餐管 日四技 觀光外語溝通(一) 必修 胡學昭 2 26 普通教室 CB133 星期三-3~4

217783 日餐管110仁 餐管 日四技 管理學 必修 莊淑婷 2 26 普通教室 CB133 星期一-3~4

217784 日餐管110仁 餐管 日四技 食物製備原理 必修 張惠琴 2 26 普通教室 CB133 星期四-1~2

217785 日餐管110仁 餐管 日四技 中式烹調與實習(一) 必修 李阿金 4 CB111 專業教室 CB111 CB106 星期一-5~8

217786 日餐管110仁 餐管 日四技 有品教育時間 選修 張惠琴 2 26 普通教室 CB138 星期三-5

217787 日餐管110仁 餐管 日四技 觀光產業概論 必修 劉金英 2 26 普通教室 CB133 星期三-1~2

217788 日餐管110仁 餐管 日四技 專業刀工技術 必修 洪文發 3 CB111 專業教室 CB111 CB106 星期五-2~4

217789 日餐管110仁 餐管 日四技 勞作教育 必修 張惠琴 1 26 普通教室 CB138 星期三-6

217790 日餐管110仁 餐管 日四技 餐飲服務實務 必修 劉金英 2 26 普通教室 CB133 星期四-3~4

217765 日餐管110孝 餐管 日四技 國文 必修 簡秀娟 2 43 普通教室 CB133 星期二-1~2

217766 日餐管110孝 餐管 日四技 大一英文 必修 唐嘉憶 2 43 普通教室 CB133 非同步遠距教學 星期二-3~4

217767 日餐管110孝 餐管 日四技 體育 必修 2 星期二-5~6

217768 日餐管110孝 餐管 日四技 資訊軟體應用(W) 必修 李玟瑨 2 8621 電腦教室 8621 241 星期二-7~8

217769 日餐管110孝 餐管 日四技 觀光外語溝通(一) 必修 黃雅琳 2 142 普通教室 241 242 星期三-3~4

217770 日餐管110孝 餐管 日四技 管理學 必修 莊淑婷 2 26 普通教室 CB138 星期五-3~4

217771 日餐管110孝 餐管 日四技 食物製備原理 必修 張惠琴 2 26 普通教室 CB138 星期五-1~2

217772 日餐管110孝 餐管 日四技 中式烹調與實習(一) 必修 李阿祿 4 CB111 專業教室 CB111 CB106 星期五-5~8

217773 日餐管110孝 餐管 日四技 有品教育時間 選修 王昭雄 2 232 普通教室 CB133 星期三-5

217774 日餐管110孝 餐管 日四技 觀光產業概論 必修 王神寶 2 27 普通教室 CB133 星期一-5~6

217775 日餐管110孝 餐管 日四技 專業刀工技術 必修 洪文發 3 CB111 專業教室 CB111 CB106 星期四-2~4

217776 日餐管110孝 餐管 日四技 勞作教育 必修 王昭雄 1 232 普通教室 CB133 星期三-6

217777 日餐管110孝 餐管 日四技 餐飲服務實務 必修 劉金英 2 27 普通教室 CB138 CB138 星期一-7~8

217752 日餐管110忠 餐管 日四技 國文 必修 陳惠美 2 42 普通教室 CB138 星期二-1~2

217753 日餐管110忠 餐管 日四技 大一英文 必修 黃雅琳 2 42 普通教室 CB138 非同步遠距教學 星期二-3~4

217754 日餐管110忠 餐管 日四技 體育 必修 2 星期二-5~6

217755 日餐管110忠 餐管 日四技 資訊軟體應用(W) 必修 陳韋翔 2 8418A 電腦教室 8418A 244 星期二-7~8

217756 日餐管110忠 餐管 日四技 觀光外語溝通(一) 必修 黃雅琳 2 47 普通教室 CB138 星期三-1~2

217757 日餐管110忠 餐管 日四技 管理學 必修 莊淑婷 2 47 普通教室 CB133 星期五-1~2

217758 日餐管110忠 餐管 日四技 食物製備原理 必修 張惠琴 2 47 普通教室 CB133 星期五-3~4

217759 日餐管110忠 餐管 日四技 中式烹調與實習(一) 必修 李阿金 4 CB111 專業教室 CB111 CB106 星期四-5~8

217760 日餐管110忠 餐管 日四技 有品教育時間 選修 黃雅琳 2 47 普通教室 243 244 星期三-5

217761 日餐管110忠 餐管 日四技 觀光產業概論 必修 劉金英 2 47 普通教室 CB138 星期三-3~4

217762 日餐管110忠 餐管 日四技 專業刀工技術 必修 李阿祿 3 CB111 專業教室 CB111 CB106 星期一-2~4

217763 日餐管110忠 餐管 日四技 勞作教育 必修 黃雅琳 1 47 普通教室 243 244 星期三-6

217764 日餐管110忠 餐管 日四技 餐飲服務實務 必修 劉金英 2 47 普通教室 CB138 星期一-5~6

217643 日應英110孝 應英 日四技 國文 必修 洪銘吉 2 934 專業教室 715 星期四-1~2

217644 日應英110孝 應英 日四技 觀光外語溝通(一) 必修 林雅芬 2 8418A 電腦教室 8418A 8418B 星期二-3~4

217645 日應英110孝 應英 日四技 體育 必修 2 星期一-5~6

217646 日應英110孝 應英 日四技 勞作教育 必修 歐汝君 1 704 電腦教室 704 星期三-6

217647 日應英110孝 應英 日四技 聽講練習 必修 安德魯 2 715 專業教室 715 704 星期三-7~8

217648 日應英110孝 應英 日四技 英文文法習作 必修 吳幸玲 2 27 普通教室 715 星期二-1~2

217649 日應英110孝 應英 日四技 句子與段落寫作 必修 梅泰勒 2 704 電腦教室 703 704 星期一-3~4

217650 日應英110孝 應英 日四技 有品教育時間 選修 2 704 電腦教室 704 星期三-5

217651 日應英110孝 應英 日四技 大一英文 必修 歐汝君 2 715 專業教室 715 非同步遠距教學 星期四-3~4

217652 日應英110孝 應英 日四技 懿德講堂 必修 胡學昭 2 931 專業教室 715 星期一-7~8

217653 日應英110孝 應英 日四技 字彙與閱讀 必修 吳季達 2 715 專業教室 715 星期三-3~4

218706 日應英110孝 應英 日四技 管理學 選修 孟一文 2 704 電腦教室 715 星期二-5~6

217632 日應英110忠 應英 日四技 國文 必修 洪銘吉 2 241 普通教室 703 704 星期四-3~4

217633 日應英110忠 應英 日四技 觀光外語溝通(一) 必修 林雅芬 2 8418A 電腦教室 8418A 8418B 星期三-3~4

217634 日應英110忠 應英 日四技 體育 必修 2 星期一-7~8

217635 日應英110忠 應英 日四技 勞作教育 必修 林雅芬 1 715 專業教室 715 星期三-6

217636 日應英110忠 應英 日四技 聽講練習 必修 安德魯 2 703 專業教室 703 704 星期二-3~4

217637 日應英110忠 應英 日四技 英文文法習作 必修 吳幸玲 2 715 專業教室 715 716A 星期一-1~2

217638 日應英110忠 應英 日四技 句子與段落寫作 必修 梅泰勒 2 704 電腦教室 715 星期二-7~8

217639 日應英110忠 應英 日四技 有品教育時間 選修 林雅芬 2 715 專業教室 715 星期三-5

217640 日應英110忠 應英 日四技 大一英文 必修 吳幸玲 2 241 普通教室 703 704 非同步遠距教學 星期四-1~2

217641 日應英110忠 應英 日四技 懿德講堂 必修 邊雲花 2 715 專業教室 715 星期一-5~6

217642 日應英110忠 應英 日四技 字彙與閱讀 必修 吳季達 2 715 專業教室 715 星期一-3~4

218702 日應英110忠 應英 日四技 外語導遊領隊技巧與實務選修 唐受衡 2 715 專業教室 715 星期四-7~8

218703 日應英110忠 應英 日四技 英語發音 選修 歐汝君 2 715 專業教室 715 704 星期四-5~6

217686 日觀光110孝 觀光 日四技 觀光行政與法規 必修 張光宇 2 251 普通教室 341 342 星期三-3~4

217687 日觀光110孝 觀光 日四技 大一英文 必修 黃雅琳 2 231 普通教室 341 342 非同步遠距教學 星期二-1~2

217688 日觀光110孝 觀光 日四技 有品教育時間 選修 劉禪穎 2 141 普通教室 341 342 星期三-5

217689 日觀光110孝 觀光 日四技 服務學習 必修 劉禪穎 1 141 普通教室 341 342 星期三-6

217690 日觀光110孝 觀光 日四技 航空服務 必修 陳凱玲 2 727 專業教室 726 727 星期一-5~6

217691 日觀光110孝 觀光 日四技 國文 必修 簡秀娟 2 231 普通教室 341 342 星期二-3~4

217692 日觀光110孝 觀光 日四技 管理學 必修 劉禪穎 2 141 普通教室 341 342 星期四-5~6

217693 日觀光110孝 觀光 日四技 領隊導遊實務 必修 楊朋振 2 314 普通教室 341 342 星期一-3~4

217694 日觀光110孝 觀光 日四技 體育 必修 2 星期二-7~8

217695 日觀光110孝 觀光 日四技 觀光外語溝通(一) 必修 葉語蓁 2 314 普通教室 341 342 星期一-1~2

217696 日觀光110孝 觀光 日四技 觀光產業概論 必修 王耀明 2 314 普通教室 341 342 星期四-3~4

217697 日觀光110孝 觀光 日四技 資訊軟體應用(W) 必修 李玟瑨 2 8819 電腦教室 8819 342 星期二-5~6

217674 日觀光110忠 觀光 日四技 觀光行政與法規 必修 楊朋振 2 314 普通教室 231 232 星期五-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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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675 日觀光110忠 觀光 日四技 大一英文 必修 鐘偉立 2 314 普通教室 231 232 非同步遠距教學 星期二-1~2

217676 日觀光110忠 觀光 日四技 有品教育時間 選修 唐受衡 2 231 普通教室 231 232 星期三-5

217677 日觀光110忠 觀光 日四技 服務學習 必修 唐受衡 1 231 普通教室 231 232 星期三-6

217678 日觀光110忠 觀光 日四技 航空服務 必修 陳凱玲 2 727 專業教室 726 727 星期五-5~6

217679 日觀光110忠 觀光 日四技 國文 必修 劉素玲 2 314 普通教室 231 232 星期二-3~4

217680 日觀光110忠 觀光 日四技 管理學 必修 鄭殷立 2 314 普通教室 231 232 星期三-3~4

217681 日觀光110忠 觀光 日四技 領隊導遊實務 必修 唐受衡 2 141 普通教室 231 232 星期一-3~4

217682 日觀光110忠 觀光 日四技 體育 必修 2 星期二-7~8

217683 日觀光110忠 觀光 日四技 觀光外語溝通(一) 必修 鐘偉立 2 314 普通教室 231 232 星期三-1~2

217684 日觀光110忠 觀光 日四技 觀光產業概論 必修 劉禪穎 2 314 普通教室 231 232 星期一-5~6

217685 日觀光110忠 觀光 日四技 資訊軟體應用(W) 必修 陳韋翔 2 8621 電腦教室 8621 232 星期二-5~6

219340 企管碩110 企管 研究所 研究方法 必修 李淑芳 3 8708 電腦教室 8708 原班15人 星期二-12~14

219341 企管碩110 企管 研究所 學術倫理及智慧財產權必修 李淑芳 1 8708 電腦教室 8708 原班15人 星期二-9

219342 企管碩110 企管 研究所 企業管理專題研究(1) 必修 蔡炳輝 2 8706 電腦教室 8706 原班15人 星期五-12~13

219343 企管碩110 企管 研究所 商業智慧專題 選修 高文星 2 8706 電腦教室 8706 原班15人 星期五-14~15

219345 企管碩110 企管 研究所 行銷管理專題 選修 余致力 2 8706 電腦教室 8706 原班15人 星期四-8~9

219346 企管碩專110 企管 夜研究所 研究方法 必修 李淑芳 3 211 專業教室 211 原班12人 星期六-2~4

219347 企管碩專110 企管 夜研究所 企業管理專題研究(1) 必修 謝金靜 2 211 專業教室 211 原班12人 星期六-5~6

219348 企管碩專110 企管 夜研究所 企業倫理與公司治理 選修 賴永裕 2 211 專業教室 211 原班12人 星期六-7~8

219349 企管碩專110 企管 夜研究所 學術倫理及智慧財產權必修 李淑芳 1 211 專業教室 211 原班12人 星期六-1

219350 企管碩專110 企管 夜研究所 企業個案專題研究 選修 余致力 2 8706 電腦教室 8706 原班12人 星期四-12~13

218675 夜工設110和 工設 產學四技 國文(一) 必修 陳惠美 2 231 普通教室 212 星期一-14~15

218676 夜工設110和 工設 產學四技 體育(一) 必修 翁旭昇 2 星期二-12~13

218677 夜工設110和 工設 產學四技 基礎電腦輔助設計(一)必修 羅興煥 2 708 電腦教室 708 原班人數26人 星期一-12~13

218678 夜工設110和 工設 產學四技 產業實務實習I 必修 楊健炘 4 星期六-12~15

218679 夜工設110和 工設 產學四技 機械加工程序 必修 王聰榮 2 33 普通教室 212 星期三-14~15

218680 夜工設110和 工設 產學四技 工業產品英文 選修 楊健炘 2 121 專業教室 211 星期四-12~13

218681 夜工設110和 工設 產學四技 英文(一) 必修 黃振章 2 232 普通教室 212 星期五-12~13

218682 夜工設110和 工設 產學四技 生涯與職能規劃 必修 李勝茂 2 33 普通教室 212 星期三-12~13

218586 夜工設110忠 工設 夜四技 國文 必修 馬偉成 2 934 專業教室 702 708 星期一-14~15

218587 夜工設110忠 工設 夜四技 設計概論 必修 謝菁樺 2 702 專業教室 702 708 星期三-12~13

218588 夜工設110忠 工設 夜四技 體育 必修 2 星期一-12~13

218589 夜工設110忠 工設 夜四技 工廠實作 必修 林育材 2 511 實習工廠 511 521 星期四-12~13

218590 夜工設110忠 工設 夜四技 資訊概論 必修 鄭淳詩 2 708 電腦教室 708 553 星期五-12~13

218591 夜工設110忠 工設 夜四技 設計圖學 必修 邱照義 2 553 電腦教室 553 708 星期四-14~15

218592 夜工設110忠 工設 夜四技 電腦繪圖 必修 謝菁樺 2 708 電腦教室 708 553 星期二-12~13

218593 夜工設110忠 工設 夜四技 基礎設計 必修 張智超 2 521 專業教室 521 511 星期五-14~15

219649 夜四技110級 夜四技 夜四技 體育-羽球 選修 稅尚雪 2 星期一-14~15

219650 夜四技110級 夜四技 夜四技 體育-羽球 選修 廖誼印 2 星期三-14~15

219651 夜四技110級 夜四技 夜四技 體育-桌球 選修 吳喜松 2 星期一-12~13

219652 夜四技110級 夜四技 夜四技 體育-桌球 選修 馬君萍 2 星期一-14~15

219653 夜四技110級 夜四技 夜四技 體育-桌球 選修 梁美美 2 星期三-12~13

219654 夜四技110級 夜四技 夜四技 體育-桌球 選修 梁美美 2 星期三-14~15

219655 夜四技110級 夜四技 夜四技 體育-網球 選修 翁旭昇 2 星期一-12~13

219657 夜四技110級 夜四技 夜四技 體育-網球 選修 詹岱倫 2 星期三-12~13

219658 夜四技110級 夜四技 夜四技 體育-撞球 選修 謝武進 2 星期一-12~13

219659 夜四技110級 夜四技 夜四技 體育-撞球 選修 吳喜松 2 星期一-14~15

219660 夜四技110級 夜四技 夜四技 體育-撞球 選修 陳弘順 2 星期三-12~13

219661 夜四技110級 夜四技 夜四技 體育-撞球 選修 詹岱倫 2 星期三-14~15

219662 夜四技110級 夜四技 夜四技 體育-籃球 選修 周辰芳 2 星期一-12~13

219663 夜四技110級 夜四技 夜四技 體育-籃球 選修 周辰芳 2 星期一-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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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664 夜四技110級 夜四技 夜四技 體育-籃球 選修 陳嘉康 2 星期二-12~13

219665 夜四技110級 夜四技 夜四技 體育-籃球 選修 陳盈吉 2 星期三-14~15

219666 夜四技110級 夜四技 夜四技 體育-籃球 選修 陳盈吉 2 星期三-12~13

219671 夜四技110級 夜四技 夜四技 體育-體適能 選修 馬君萍 2 星期一-12~13

219673 夜四技110級 夜四技 夜四技 體育-體適能 選修 張淑玲 2 星期三-12~13

219674 夜四技110級 夜四技 夜四技 體育-體適能 選修 張淑玲 2 星期三-14~15

219284 夜企管110孝 企管 夜四技 國文 必修 洪鵬程 2 32 普通教室 043 044 星期一-14~15

219285 夜企管110孝 企管 夜四技 體育 必修 2 星期一-12~13

219286 夜企管110孝 企管 夜四技 經濟學 必修 丘添富 2 235 普通教室 043 044 星期二-12~13

219287 夜企管110孝 企管 夜四技 行銷學 必修 許銘福 2 142 普通教室 043 044 星期五-12~13

219288 夜企管110孝 企管 夜四技 管理學(一) 必修 何舒毅 2 54 普通教室 043 044 星期三-12~13

219289 夜企管110孝 企管 夜四技 觀光概論 選修 陳首志 2 54 普通教室 043 044 星期三-14~15

219290 夜企管110孝 企管 夜四技 企業新知導讀 選修 黃洲海 2 142 普通教室 043 044 星期五-14~15

219291 夜企管110孝 企管 夜四技 商業倫理 必修 徐慶霖 2 235 普通教室 043 044 星期二-14~15

219276 夜企管110忠 企管 夜四技 國文 必修 趙惠芬 2 35 普通教室 021 022 星期一-12~13

219277 夜企管110忠 企管 夜四技 體育 必修 2 星期一-14~15

219278 夜企管110忠 企管 夜四技 經濟學 必修 翁逸群 2 151 普通教室 021 022 星期二-14~15

219279 夜企管110忠 企管 夜四技 行銷學 必修 許銘福 2 145 普通教室 021 022 星期五-14~15

219280 夜企管110忠 企管 夜四技 管理學(一) 必修 何舒毅 2 32 普通教室 021 022 星期三-14~15

219281 夜企管110忠 企管 夜四技 觀光概論 選修 陳首志 2 32 普通教室 021 022 星期三-12~13

219282 夜企管110忠 企管 夜四技 企業新知導讀 選修 黃洲海 2 145 普通教室 021 022 星期五-12~13

219283 夜企管110忠 企管 夜四技 商業倫理 必修 徐慶霖 2 151 普通教室 021 022 星期二-12~13

218405 夜多遊110忠 多遊 夜四技 國文 必修 曾愛玲 2 242 普通教室 141 142 星期三-14~15

218406 夜多遊110忠 多遊 夜四技 體育 必修 2 星期三-12~13

218407 夜多遊110忠 多遊 夜四技 設計概論 必修 嚴玟鑠 2 113 專業教室 113 142 星期一-14~15

218408 夜多遊110忠 多遊 夜四技 基礎素描 必修 俞定華 2 114 專業教室 114 142 星期五-14~15

218409 夜多遊110忠 多遊 夜四技 平面攝影實務 必修 鄭瓊芬 2 113 專業教室 113 142 星期一-12~13

218410 夜多遊110忠 多遊 夜四技 遊戲設計導論 必修 簡裕南 2 541 電腦教室 541 542 星期四-14~15

218411 夜多遊110忠 多遊 夜四技 角色設計 選修 吳松翰 2 541 電腦教室 541 542 星期二-12~13

218412 夜多遊110忠 多遊 夜四技 運算思維與程式設計 必修 張力偉 2 532 電腦教室 532 533 星期四-12~13

218413 夜多遊110忠 多遊 夜四技 資訊概論 必修 詹宏章 2 541 電腦教室 541 542 星期二-14~15

219104 夜行銷110仁 行銷 夜四技 國文 必修 蔡振璋 2 55 普通教室 033 034 星期四-5~6

219105 夜行銷110仁 行銷 夜四技 體育 必修 陳嘉康 2 星期四-3~4

219106 夜行銷110仁 行銷 夜四技 行銷學 必修 賴崇仁 2 55 普通教室 033 034 星期一-3~4

219107 夜行銷110仁 行銷 夜四技 管理學 必修 王仁博 2 46 普通教室 033 034 星期二-3~4

219108 夜行銷110仁 行銷 夜四技 運動管理學 選修 屈生東 2 55 普通教室 033 034 星期二-5~6

219109 夜行銷110仁 行銷 夜四技 經濟學 必修 蔡連祥 2 55 普通教室 033 034 星期一-5~6

219110 夜行銷110仁 行銷 夜四技 商業倫理 必修 魏季宏 2 23 普通教室 033 034 星期五-5~6

219111 夜行銷110仁 行銷 夜四技 運動媒體應用 選修 廖誼印 2 735 專業教室 033 034 星期五-12~13

219112 夜行銷110仁 行銷 夜四技 運動傷害管理-貼紮 選修 陳弘順 2 55 普通教室 033 034 星期三-3~4

219094 夜行銷110孝 行銷 夜四技 國文 必修 張鳳玲 2 55 普通教室 045 046 星期一-12~13

219095 夜行銷110孝 行銷 夜四技 體育 必修 2 星期一-14~15

219096 夜行銷110孝 行銷 夜四技 行銷學 必修 黃上晏 2 255 普通教室 045 046 星期二-12~13

219097 夜行銷110孝 行銷 夜四技 管理學 必修 魏季宏 2 255 普通教室 045 046 星期二-14~15

219098 夜行銷110孝 行銷 夜四技 流通管理概論 選修 楊生旭 2 255 普通教室 045 046 星期五-12~13

219099 夜行銷110孝 行銷 夜四技 人際關係與溝通 選修 曾祥琳 2 255 普通教室 045 046 星期四-14~15

219100 夜行銷110孝 行銷 夜四技 會計學 選修 陳美杏 2 55 普通教室 045 046 星期三-12~13

219101 夜行銷110孝 行銷 夜四技 經濟學 必修 陳智凰 2 255 普通教室 045 046 星期四-12~13

219102 夜行銷110孝 行銷 夜四技 商業倫理 必修 蔡忠賢 2 52 普通教室 045 046 星期三-14~15

219717 夜行銷110孝 行銷 夜四技 行銷溝通 選修 范垂爐 2 254 普通教室 045 046 星期五-14~15

219080 夜行銷110忠 行銷 夜四技 國文 必修 張鳳玲 2 55 普通教室 023 024 星期一-14~15

219081 夜行銷110忠 行銷 夜四技 體育 必修 2 星期一-12~13

219082 夜行銷110忠 行銷 夜四技 行銷學 必修 賴俊文 2 254 普通教室 023 024 星期二-14~15

219083 夜行銷110忠 行銷 夜四技 管理學 必修 陳經政 2 254 普通教室 023 024 星期五-12~13

219084 夜行銷110忠 行銷 夜四技 流通管理概論 選修 楊生旭 2 255 普通教室 023 024 星期五-14~15

219085 夜行銷110忠 行銷 夜四技 人際關係與溝通 選修 曾祥琳 2 254 普通教室 023 024 星期四-12~13

219086 夜行銷110忠 行銷 夜四技 會計學 選修 陳美杏 2 55 普通教室 023 024 星期三-14~15

219087 夜行銷110忠 行銷 夜四技 經濟學 必修 李宏安 2 52 普通教室 023 024 星期三-12~13

219088 夜行銷110忠 行銷 夜四技 商業倫理 必修 賴麗香 2 254 普通教室 023 024 星期二-12~13

219716 夜行銷110忠 行銷 夜四技 行銷溝通 選修 徐牧群 2 254 普通教室 023 024 星期四-14~15

217864 夜旅展110忠 旅展 夜四技 國文 必修 簡秀娟 2 231 普通教室 037 038 星期三-12~13

217865 夜旅展110忠 旅展 夜四技 體育 必修 2 星期三-14~15

217866 夜旅展110忠 旅展 夜四技 觀光產業概論 必修 林政憲 2 343 普通教室 037 038 星期一-12~13

217867 夜旅展110忠 旅展 夜四技 管理學 必修 王叔瑜 2 343 普通教室 037 038 星期四-14~15

217868 夜旅展110忠 旅展 夜四技 觀光外語溝通(一) 必修 王芸閣 2 253 普通教室 CB101 星期五-14~15

218072 夜旅展110忠 旅展 夜四技 旅館管理 選修 龍淑真 2 CB101 專業教室 CB101 星期五-12~13

218073 夜旅展110忠 旅展 夜四技 餐旅服務技術 選修 龍淑真 2 CB101 專業教室 CB101 星期二-14~15

218074 夜旅展110忠 旅展 夜四技 會展產業概論 選修 王叔瑜 2 343 普通教室 037 038 星期四-12~13

218828 夜財法110忠 財法 夜四技 國文 必修 吳賢俊 2 34 普通教室 921 924 星期三-14~15

218829 夜財法110忠 財法 夜四技 體育 必修 2 星期三-12~13

218830 夜財法110忠 財法 夜四技 經濟學 必修 徐孟堅 2 924 專業教室 921 924 星期二-14~15

218831 夜財法110忠 財法 夜四技 會計學 選修 邱文松 2 915 專業教室 921 924 星期一-12~13

218832 夜財法110忠 財法 夜四技 中華民國憲法 必修 楊東連 2 924 專業教室 921 924 星期四-14~15

218833 夜財法110忠 財法 夜四技 刑法總則 必修 江玉女 2 936 專業教室 921 924 星期四-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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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834 夜財法110忠 財法 夜四技 民法總則 必修 邱昀潔 2 934 專業教室 921 924 星期二-12~13

218835 夜財法110忠 財法 夜四技 法學緒論 必修 鄢若凡 2 915 專業教室 921 924 星期一-14~15

219389 夜財金110忠 財金 夜四技 國文 必修 賴昭君 2 35 普通教室 8522 星期一-14~15

219390 夜財金110忠 財金 夜四技 體育 必修 2 星期一-12~13

219767 夜財金110忠 財金 夜四技 管理學 必修 鍾緯世 2 143 普通教室 8522 星期二-14~15

219768 夜財金110忠 財金 夜四技 經濟學 必修 陳志標 2 143 普通教室 8522 星期五-12~13

219769 夜財金110忠 財金 夜四技 商業倫理 必修 洪碧芳 2 143 普通教室 8522 星期二-12~13

219770 夜財金110忠 財金 夜四技 生活與會計(一) 選修 林秀柑 2 25 普通教室 8522 星期三-12~13

219771 夜財金110忠 財金 夜四技 股票投資實務 選修 陳志標 2 143 普通教室 8522 星期五-14~15

219772 夜財金110忠 財金 夜四技 保險學 選修 謝武龍 2 25 普通教室 8522 星期三-14~15

219773 夜財金110忠 財金 夜四技 服務業管理 選修 趙姿婷 2 143 普通教室 8522 星期四-12~13

218922 夜國貿110忠 國貿 夜四技 國文 必修 陳蘭行 2 24 普通教室 027 028 星期三-12~13

218923 夜國貿110忠 國貿 夜四技 體育 必修 2 星期三-14~15

218924 夜國貿110忠 國貿 夜四技 經濟學 必修 黃哲悠 2 8420 專業教室 027 028 星期五-12~13

218925 夜國貿110忠 國貿 夜四技 管理學 必修 田麗珠 2 24 普通教室 027 028 星期一-14~15

218926 夜國貿110忠 國貿 夜四技 行銷學 必修 夏福樂 2 153 普通教室 027 028 星期四-12~13

218928 夜國貿110忠 國貿 夜四技 商務溝通技巧 選修 吳茂德 2 153 普通教室 027 028 星期四-14~15

218929 夜國貿110忠 國貿 夜四技 商業倫理 必修 陳顥勻 2 153 普通教室 027 028 星期二-12~13

218930 夜國貿110忠 國貿 夜四技 會計學(一) 選修 王詩宜 2 153 普通教室 027 028 星期二-14~15

219884 夜國貿110忠 國貿 夜四技 電子商務概論 選修 林惟柔 2 24 普通教室 027 028 星期一-12~13

218542 夜創設110忠 創設 夜四技 國文 必修 廖慧美 2 32 普通教室 151 152 星期一-12~13

218543 夜創設110忠 創設 夜四技 體育 必修 2 星期一-14~15

218544 夜創設110忠 創設 夜四技 創新產業概論 選修 李世珍 2 132 專業教室 132 151 星期二-12~13

218545 夜創設110忠 創設 夜四技 設計概論 必修 陳宏瑋 2 551 電腦教室 551 151 星期三-14~15

218546 夜創設110忠 創設 夜四技 運算思維與程式設計 必修 陳建良 2 122 電腦教室 122 151 星期三-12~13

218547 夜創設110忠 創設 夜四技 設計觀察 選修 施文瑛 2 155 專業教室 155 151 星期五-12~13

218548 夜創設110忠 創設 夜四技 設計圖學 選修 黃俊賀 2 132 專業教室 132 151 星期四-14~15

218549 夜創設110忠 創設 夜四技 資訊概論 必修 周文琪 2 122 電腦教室 122 151 星期四-12~13

218550 夜創設110忠 創設 夜四技 表現技法 選修 廖建順 2 155 專業教室 155 151 星期二-14~15

218282 夜資科110孝 資科 夜四技 物聯網概論 選修 易昶霈 2 8819 電腦教室 8908 8918 星期五-14~15

218283 夜資科110孝 資科 夜四技 國文 必修 賴昭君 2 234 普通教室 251 252 星期一-12~13

218284 夜資科110孝 資科 夜四技 體育 必修 2 星期一-14~15

218285 夜資科110孝 資科 夜四技 資訊軟體應用(一) 必修 林岳賢 2 8908 電腦教室 8906 8907 星期四-12~13

218286 夜資科110孝 資科 夜四技 電競產業識讀 選修 許相瑄 2 334 電腦教室 8908 8918 星期四-14~15

218287 夜資科110孝 資科 夜四技 設計概論 必修 李萬國 2 48 普通教室 251 252 星期三-14~15

218288 夜資科110孝 資科 夜四技 運算思維與程式設計 必修 林金成 2 8819 電腦教室 8906 8907 星期二-12~13

218289 夜資科110孝 資科 夜四技 資訊概論 必修 許耀東 2 48 普通教室 251 252 星期三-12~13

218290 夜資科110孝 資科 夜四技 電腦繪圖 必修 張桂祥 2 8906 電腦教室 8906 8907 星期五-12~13

218273 夜資科110忠 資科 夜四技 物聯網概論 選修 易昶霈 2 8819 電腦教室 8908 8918 星期五-12~13

218274 夜資科110忠 資科 夜四技 國文 必修 廖慧美 2 234 普通教室 143 144 星期一-14~15

218275 夜資科110忠 資科 夜四技 體育 必修 2 星期一-12~13

218276 夜資科110忠 資科 夜四技 資訊軟體應用(一) 必修 林岳賢 2 8908 電腦教室 8906 8907 星期四-14~15

218277 夜資科110忠 資科 夜四技 電競產業識讀 選修 許相瑄 2 334 電腦教室 8908 8918 星期四-12~13

218278 夜資科110忠 資科 夜四技 設計概論 必修 李萬國 2 43 普通教室 143 144 星期三-12~13

218279 夜資科110忠 資科 夜四技 運算思維與程式設計 必修 秦慧馨 2 8908 電腦教室 8908 8918 星期二-12~13

218280 夜資科110忠 資科 夜四技 資訊概論 必修 許耀東 2 43 普通教室 143 144 星期三-14~15

218281 夜資科110忠 資科 夜四技 電腦繪圖 必修 黃國峯 2 8908 電腦教室 8908 8918 星期二-14~15

217992 夜餐管110仁 餐管 夜四技 國文 必修 陳蘭行 2 231 普通教室 CB133 星期三-14~15

217993 夜餐管110仁 餐管 夜四技 體育 必修 2 星期三-12~13

217994 夜餐管110仁 餐管 夜四技 食物製備原理 必修 張惠琴 2 26 普通教室 CB138 星期一-12~13

217995 夜餐管110仁 餐管 夜四技 觀光產業概論 必修 葉乃菁 2 232 普通教室 CB133 星期二-14~15

217996 夜餐管110仁 餐管 夜四技 專業刀工技術 必修 洪文發 2 CB111 專業教室 CB111 CB106 星期二-12~13

218771 夜餐管110仁 餐管 夜四技 消費者行為 選修 黃國亮 2 26 普通教室 CB138 星期一-14~15

218772 夜餐管110仁 餐管 夜四技 中式點心與實習 選修 李麗君 4 CB139 專業教室 CB139 CB121 星期五-12~15

217987 夜餐管110孝 餐管 夜四技 國文 必修 曾愛玲 2 34 普通教室 CB138 星期三-12~13

217988 夜餐管110孝 餐管 夜四技 體育 必修 2 星期三-14~15

217989 夜餐管110孝 餐管 夜四技 食物製備原理 必修 張惠琴 2 31 普通教室 CB133 星期一-14~15

217990 夜餐管110孝 餐管 夜四技 觀光產業概論 必修 葉乃菁 2 232 普通教室 CB133 星期二-12~13

217991 夜餐管110孝 餐管 夜四技 專業刀工技術 必修 洪文發 2 CB111 專業教室 CB111 CB106 星期二-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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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769 夜餐管110孝 餐管 夜四技 消費者行為 選修 黃國亮 2 31 普通教室 CB133 星期一-12~13

218770 夜餐管110孝 餐管 夜四技 中式點心與實習 選修 宋榮凌 4 CB139 專業教室 CB139 CB121 星期四-12~15

217982 夜餐管110忠 餐管 夜四技 國文 必修 劉素玲 2 26 普通教室 CB133 星期三-12~13

217983 夜餐管110忠 餐管 夜四技 體育 必修 2 星期三-14~15

217984 夜餐管110忠 餐管 夜四技 食物製備原理 必修 張惠琴 2 232 普通教室 CB138 星期四-12~13

217985 夜餐管110忠 餐管 夜四技 觀光產業概論 必修 葉乃菁 2 232 普通教室 CB133 星期五-14~15

217986 夜餐管110忠 餐管 夜四技 專業刀工技術 必修 李阿金 2 CB111 專業教室 CB111 CB106 星期五-12~13

218767 夜餐管110忠 餐管 夜四技 消費者行為 選修 黃國亮 2 232 普通教室 CB138 星期四-14~15

218768 夜餐管110忠 餐管 夜四技 中式點心與實習 選修 梁竹軒 4 CB139 專業教室 CB139 CB121 星期一-12~15

217881 夜應英110忠 應英 夜四技 國文 必修 吳賢俊 2 232 普通教室 715 星期三-12~13

217882 夜應英110忠 應英 夜四技 體育 必修 2 星期三-14~15

217883 夜應英110忠 應英 夜四技 觀光產業概論 必修 劉禪穎 2 715 專業教室 715 星期五-12~13

217884 夜應英110忠 應英 夜四技 管理學 必修 孟一文 2 715 專業教室 715 星期四-12~13

217885 夜應英110忠 應英 夜四技 觀光外語溝通(一) 必修 張婉珍 2 715 專業教室 715 星期二-12~13

218729 夜應英110忠 應英 夜四技 國際禮儀 選修 黃振章 2 715 專業教室 715 星期二-14~15

218730 夜應英110忠 應英 夜四技 描述文閱讀(一) 選修 劉文榮 2 715 專業教室 715 星期五-14~15

218731 夜應英110忠 應英 夜四技 英文文法習作(一) 選修 洪媖媖 2 715 專業教室 715 星期一-12~13

218732 夜應英110忠 應英 夜四技 觀光導覽英語(一) 選修 劉純秀 2 715 專業教室 715 星期四-14~15

218733 夜應英110忠 應英 夜四技 英語聽講練習(一) 選修 洪麗洋 2 715 專業教室 715 星期一-14~15

217939 夜觀光110仁 觀光 夜四技 地勤服務 選修 葉語蓁 2 37 普通教室 343 344 星期一-12~13

217940 夜觀光110仁 觀光 夜四技 領隊導遊實務 選修 劉禪穎 2 37 普通教室 343 344 星期一-14~15

217951 夜觀光110仁 觀光 夜四技 國文 必修 蔡振璋 2 344 普通教室 343 344 星期四-2~3

217952 夜觀光110仁 觀光 夜四技 體育 必修 謝武進 2 星期四-4~5

217953 夜觀光110仁 觀光 夜四技 管理學 必修 邊雲花 2 344 普通教室 343 344 星期四-11~12

217954 夜觀光110仁 觀光 夜四技 觀光外語溝通(一) 必修 葉語蓁 2 344 普通教室 343 344 星期四-9~10

217955 夜觀光110仁 觀光 夜四技 觀光產業概論 必修 王耀明 2 344 普通教室 343 344 星期四-7~8

217935 夜觀光110孝 觀光 夜四技 消費者行為 選修 黃嘉玲 2 28 普通教室 253 254 星期一-14~15

217936 夜觀光110孝 觀光 夜四技 地勤服務 選修 周儀婷 2 231 普通教室 253 254 星期五-12~13

217937 夜觀光110孝 觀光 夜四技 領隊導遊實務 選修 賴燿村 2 915 專業教室 253 254 一般課程改在普通教室 星期四-12~13

217946 夜觀光110孝 觀光 夜四技 國文 必修 譚立忠 2 26 普通教室 253 254 星期三-14~15

217947 夜觀光110孝 觀光 夜四技 體育 必修 2 星期三-12~13

217948 夜觀光110孝 觀光 夜四技 管理學 必修 周念偉 2 915 專業教室 253 254 一般課程改在普通教室 星期四-14~15

217949 夜觀光110孝 觀光 夜四技 觀光產業概論 必修 劉禪穎 2 28 普通教室 253 254 星期一-12~13

217950 夜觀光110孝 觀光 夜四技 觀光外語溝通(一) 必修 葉語蓁 2 231 普通教室 253 254 星期五-14~15

217932 夜觀光110忠 觀光 夜四技 消費者行為 選修 李麗雲 2 314 普通教室 231 232 星期一-12~13

217933 夜觀光110忠 觀光 夜四技 地勤服務 選修 周儀婷 2 344 普通教室 231 232 星期五-14~15

217934 夜觀光110忠 觀光 夜四技 領隊導遊實務 選修 賴燿村 2 314 普通教室 231 232 星期四-14~15

217941 夜觀光110忠 觀光 夜四技 國文 必修 馬偉成 2 934 專業教室 231 232 星期三-14~15

217942 夜觀光110忠 觀光 夜四技 體育 必修 2 星期三-12~13

217943 夜觀光110忠 觀光 夜四技 管理學 必修 周念偉 2 314 普通教室 231 232 星期四-12~13

217944 夜觀光110忠 觀光 夜四技 觀光產業概論 必修 楊仙維 2 344 普通教室 231 232 星期五-12~13

217945 夜觀光110忠 觀光 夜四技 觀光外語溝通(一) 必修 鐘偉立 2 314 普通教室 231 232 星期二-12~13

219797 財金碩110 財金 研究所 計量經濟學 必修 孫而音 3 8506 電腦教室 8506 原班12人 星期二-12~14

219798 財金碩110 財金 研究所 衍生性金融商品 選修 鄭廳宜 3 8505 專業教室 8505 原班12人 星期五-12~14

219799 財金碩110 財金 研究所 論文寫作與學術倫理 必修 葉金標 3 8505 專業教室 8505 原班12人 星期一-9~11

219800 財金碩110 財金 研究所 財務理論與決策 必修 林家樑 3 8505 專業教室 8505 原班12人 星期三-12~14

219594 日四技 日四技 國文 必修 吳賢俊 2 41 普通教室 031 境外生專班 星期四-7~8

219194 日四技 日四技 大一英文 必修 何桂芬 2 25 普通教室 031 星期四-5~6

219359 日四技 日四技 資訊軟體應用(W) 必修 賴德欣 2 8819 電腦教室 8819 星期四-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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