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院 科系所 年級 班級 課程名稱 教師 上課時間 原教室 2/23(六)補上課教室

規院 北四技土木系 1 A 工程力學 謝青峰[專] (五) 06 07 08 光301 光301
規院 北四技土木系 1 A 體適能與保健(二) 彭詠昭[兼] (五) 01 02 光301 光301
規院 北四技土木系 2 A 施工安全 田耀遠[專] (五) 01 02 格411 格406
規院 北四技土木系 2 A 從遊戲學程式設計 李村林[專] (五) 03 04 光501 光501
規院 北四技土木系 2 A 創新與創業 陳建勳[專] (五) 03 04 格609 格609
規院 北四技室設系 1 A 室內設計(二) 陳子淳[專] (五) 06 07 08 09 懷604 安排調補課

規院 北四技室設系 1 A 室內設計(二) 陳建華[兼] (五) 06 07 08 09 懷604 安排調補課

規院 北四技室設系 1 A 室內設計(二) 陳致和[兼] (五) 06 07 08 09 懷604 安排調補課

規院 北四技室設系 1 A 室內設計(二) 郭威君[兼] (五) 06 07 08 09 懷604 安排調補課

規院 北四技室設系 1 A 結構概論 王曉磊[專] (五) 01 02 格306 格306
規院 北四技室設系 1 B 室內設計(二) 陳逸群[兼] (五) 06 07 08 09 懷605 安排調補課

規院 北四技室設系 1 B 室內設計(二) 鍾馥如[兼] (五) 06 07 08 09 懷605 安排調補課

規院 北四技室設系 1 B 室內設計(二) 葉意雯[兼] (五) 06 07 08 09 懷605 安排調補課

規院 北四技室設系 1 B 室內設計(二) 鄭鴻銘[專] (五) 06 07 08 09 懷605 安排調補課

規院 北四技室設系 1 C 室內設計(二) 江欣政[兼] (五) 06 07 08 09 懷702 安排調補課

規院 北四技室設系 1 C 室內設計(二) 林依潔[兼] (五) 06 07 08 09 懷702 安排調補課

規院 北四技室設系 1 C 室內設計(二) 劉貴美[兼] (五) 06 07 08 09 懷702 安排調補課

規院 北四技室設系 1 C 室內設計(二) 李斯緯[兼] (五) 06 07 08 09 懷702 安排調補課

規院 北四技室設系 1 C 結構概論 王曉磊[專] (五) 03 04 格306 格306
規院 北四技室設系 2 A 表演藝術賞析 廖鈺芬[兼] (五) 03 04 格305 格305
規院 北四技室設系 2 A 數字與生活 徐惠莉[專] (五) 03 04 格405 格405
規院 北四技室設系 2 B 施工圖(二) 黃素華[兼] (五) 06 07 08 懷801 懷604
規院 北四技室設系 2 B 綠色科技概論 歐仁信[兼] (五) 03 04 格407 格407
規院 北四技室設系 2 C 營養與健康 蔡明容[兼] (五) 03 04 格406 格406
規院 北四技室設系 3 A 室內設計法規 鄭慶麟[兼] (五) 01 02 格407 格407
規院 北四技室設系 3 A 展演空間設計 陳淑美[專] (五) 08 09 格407 格407
規院 北四技室設系 3 A 通用設計 謝堯宏[專] (五) 06 07 格606 格606
規院 北四技室設系 3 B 室內設計法規 楊松裕[專] (五) 06 07 格408 格408
規院 北四技室設系 3 B 通用設計 楊松裕[專] (五) 03 04 格304 格304
規院 北四技室設系 3 C 室內設計法規 鄭慶麟[兼] (五) 03 04 格408 格408
規院 北四技室設系 3 C 通用設計 楊松裕[專] (五) 01 02 格408 格408
規院 北四技建築系 1 A 建築表現法 銀曉路[兼] (五) 06 07 懷304 懷304
規院 北四技建築系 1 A 電腦繪圖實作 楊立明[專] (五) 01 02 懷502 懷502
規院 北四技建築系 1 A 體適能與保健(二) 李志雄[專] (五) 03 04 懷504 體育課不使用教室

規院 北四技建築系 1 B 建築表現法 銀曉路[兼] (五) 08 09 懷304 懷304
規院 北四技建築系 1 B 電腦繪圖實作 楊立明[專] (五) 03 04 懷502 懷502
規院 北四技建築系 1 B 體適能與保健(二) 李志雄[專] (五) 01 02 懷504 體育課不使用教室

規院 北四技建築系 2 A 理財與生活 段渺芬[兼] (五) 03 04 格409 格409
規院 北四技建築系 2 A 電影與音樂的對話 李慧玫[專] (五) 03 04 格104 格104
規院 北四技建築系 2 B 科技與生活 林志輝[兼] (五) 03 04 格410 格602
規院 北四技建築系 3 A 建築設計(六) 呂孟儒[專] (五) 02 03 04 06 07 08 09 10 懷602 校外參訪

規院 北四技建築系 3 A 建築設計(六) 王志祥[兼] (五) 02 03 04 06 07 08 09 10 懷602 校外參訪

規院 北四技建築系 3 A 建築設計(六) 廖春生[兼] (五) 02 03 04 06 07 08 09 10 懷602 校外參訪

規院 北四技建築系 3 A 建築設計(六) 王祐凱[兼] (五) 02 03 04 06 07 08 09 10 懷602 校外參訪

規院 北四技建築系 3 B 建築設計(六) 黃天浩[專] (五) 02 03 04 06 07 08 09 10 懷603 校外參訪

規院 北四技建築系 3 B 建築設計(六) 李京翰[兼] (五) 02 03 04 06 07 08 09 10 懷603 校外參訪

規院 北四技建築系 3 B 建築設計(六) 駱又誠[兼] (五) 02 03 04 06 07 08 09 10 懷603 校外參訪

規院 北四技視傳系 1 A 全民國防教育-防衛動員 陳國正[專] (五) 03 04 格511 格511
規院 北四技視傳系 2 A 智慧財產權導論 呂豐真[專] (五) 03 04 格502 格502
規院 北四技視傳系 2 B 飲食文學與禮俗 吳姝蒨[專] (五) 03 04 格503 忠402
規院 北四技影視系 1 A 數位剪輯(一) 黃文龍[專] (五) 01 02 中303 中303
規院 北四技影視系 1 A 體適能與保健(二) 彭詠昭[兼] (五) 03 04 格507 光301
規院 北四技影視系 2 A 韓國社會與文化 劉恩英[兼] (五) 03 04 格508 忠502
規院 北四技影視系 2 A 攝影棚實務 黃文龍[專] (五) 06 07 08 格508 格508
規院 北四技數媒系 1 A 2D電腦動畫 陳奕宏[專] (五) 02 03 04 格703 格703
規院 北四技數媒系 1 B 2D電腦動畫 陳奕宏[專] (五) 06 07 08 格703 格703
規院 北四技數媒系 2 A 性別關係與思考 黃曉瑜[專] (五) 03 04 格504 格504

※因3/1(五)調整放假，2/23(六)補上課

※黃底為教室衝堂課程，請注意當日補課教室

107-2教室調整暨補課班級（臺北日間部）



規院 北四技數媒系 2 A 旅遊與藝術欣賞 姚炳煊[兼] (五) 03 04 格411 格603
規院 北四技數媒系 2 A 數媒專題製作(二) 廖逸群[專] (五) 06 07 中501 中501
規院 北四技數媒系 2 B 創意日本 羅素娟[專] (五) 03 04 格505 格505
規院 北四技數媒系 2 B 數媒專題製作(二) 葉瓊霞[專] (五) 06 07 中502 中502
規院 北四技數媒系 3 A 專案管理 陳智昌[兼] (五) 03 04 格506 格506
規院 北四技數媒系 3 B 專案管理 許智期[專] (五) 06 07 格506 格406
規院 北四技數媒系 3 B 影像配樂與成音工程 謝宗翰[專] (五) 02 03 04 中503 安排調補課

資院 北四技資工系 1 A UML系統分析與設計 莊明晉[專] (五) 02 03 04 格707 安排調補課

資院 北四技資工系 1 A 物聯網感測技術 邱又予[兼] (五) 06 07 08 格707 安排調補課

資院 北四技資管系 1 A 電腦繪圖 王祖顯[兼] (五) 06 07 格709 光407
資院 北四技資管系 1 B 資料庫設計 梅元華[兼] (五) 01 02 格708 格707
資院 北四技資管系 1 B 網路直播與微電影 沈道康[兼] (五) 08 09 格709 光407
資院 北四技資管系 2 A 經濟與人生 曹友賓[專] (五) 03 04 格509 格509
資院 北四技資管系 2 B 多元文化與人權 張淳翔[專] (五) 03 04 格510 格510
資院 北四技資管系 3 B 企業資訊安全實務 陳信宏1[專] (五) 08 09 10 格708 格707
資院 北四技資管系 3 B 微電影製作 沈道康[兼] (五) 06 07 格708 格707
資院 北四技資管系 3 B 數量方法應用 邱裕賓[專] (五) 02 03 04 格709 安排調補課

管院 北四技企管系 2 B 性別關係與思考 黃曉瑜[專] (五) 01 02 格302 格302
管院 北四技企管系 4 A 文化創意產業 董蕙芳[兼] (五) 06 07 08 格301 格301
管院 北四技企管系 4 A 企業策略管理 丁煌裕[兼] (五) 02 03 04 格301 格301
管院 北四技行管系 2 A 顧客關係管理 陳俊中[兼] (五) 03 04 自504 自504
管院 北四技行管系 2 B 旅遊與藝術欣賞 姚炳煊[兼] (五) 01 02 忠402 忠402
管院 北四技行管系 2 C 表演藝術賞析 廖鈺芬[兼] (五) 01 02 格304 格304
管院 北四技行管系 3 D 商店規劃與設計 陳俊中[兼] (五) 06 07 08 自302 自302
管院 北四技行管系 3 D 連鎖業人力資源管理 戴裕家[兼] (五) 02 03 04 自301 自301
管院 北四技行管系 4 D 流通情報分析與管理 楊聰豪[兼] (五) 03 04 自302 自302
管院 北四技財金系 1 A 行銷實務 阮明燦[專] (五) 08 09 格711 格711
管院 北四技財金系 1 A 證券金融法規 朱春美[兼] (五) 06 07 格607 格607
管院 北四技財金系 1 A 體適能與保健(二) 陳一凡[兼] (五) 03 04 忠502 體育課不使用教室

管院 北四技財金系 1 B 證券金融法規 朱春美[兼] (五) 03 04 格608 格608
管院 北四技財金系 1 B 體適能與保健(二) 陳一凡[兼] (五) 01 02 忠502 體育課不使用教室

管院 北四技財金系 2 A 財金軟體應用(二) 阮明燦[專] (五) 06 07 格711 格711
管院 北四技財金系 2 A 綠色科技概論 歐仁信[兼] (五) 01 02 格607 格607
管院 北四技財金系 2 B 創意日本 羅素娟[專] (五) 01 02 格505 格505
管院 北四技財金系 2 B 證券交易實務 黃世祿[兼] (五) 03 04 格607 格607
管院 北四技財金系 3 B 金融風險管理 黃世祿[兼] (五) 06 07 格608 格608
管院 北四技財金系 3 B 期貨與選擇權 劉誌堯[專] (五) 02 03 04 格711 格711
管院 北四技財稅系 1 A 職涯探索-商院 李玉鳳[專] (五) 03 04 格610 格610
管院 北四技財稅系 2 A 從遊戲學程式設計 游政憲[專] (五) 01 02 光501 光501
管院 北四技財稅系 3 A 財務管理(二) 許志民[專] (五) 01 02 格602 安排調補課

管院 北四技財稅系 3 A 財稅大數據 張清模[專] (五) 03 04 格701 安排調補課

管院 北四技商務系 1 A 英語聽力練習(二) 黃慶元[兼] (五) 01 02 格710 安排調補課

管院 北四技商務系 1 A 體適能與保健(二) 陳奐杰[兼] (五) 03 04 格603 體育課不使用教室

管院 北四技商務系 1 B 進階日語(二) 陳金順[專] (五) 03 04 格604 格604
管院 北四技商務系 1 B 體適能與保健(二) 陳奐杰[兼] (五) 01 02 格604 體育課不使用教室

管院 北四技商務系 2 A 國際金融與匯兌 張隆宏[專] (五) 03 04 格501 格501
管院 北四技商務系 2 A 歐洲社會與文化 蔣海明[兼] (五) 01 02 格603 格603
管院 北四技商務系 2 B 兩岸市場創新創業研討 林莉莉[專] (五) 06 07 08 格603 安排調補課

管院 北四技商務系 2 B 兩岸市場創新創業研討 侯啟娉[專] (五) 06 07 08 格603 安排調補課

管院 北四技商務系 2 B 兩岸市場創新創業研討 劉明德[專] (五) 06 07 08 格603 安排調補課

管院 北四技商務系 2 B 營養與健康 蔡明容[兼] (五) 01 02 格501 格501
管院 北四技商務系 4 A 全球產業分析 黃國賢[專] (五) 03 04 忠501 忠501
管院 北四技商務系 4 A 國際商務談判 陳秋玉[專] (五) 06 07 格604 格604
管院 北四技商務系 4 B 全球產業分析 黃國賢[專] (五) 06 07 格602 格602
管院 北四技商務系 4 B 國際商務談判 姜惠璇[專] (五) 03 04 格602 安排調補課

管院 北四技會計系 1 A 管理學 廖麗敏[專] (五) 03 04 格605 格605
管院 北四技會計系 1 A 職涯探索-商院 黃祖明[專] (五) 01 02 格610 格610
管院 北四技會計系 2 A 韓國社會與文化 劉恩英[兼] (五) 01 02 格605 格605
管院 北四技應英系 1 A 英文文法與習作(二) 張源勤[專] (五) 08 09 格602 格602
管院 北四技應英系 1 A 英語會話(二) 林凱睿[專] (五) 06 07 格403 格405
管院 北四技應英系 1 A 英語會話(二) 潘根鴻[專] (五) 06 07 格404 格404
管院 北四技應英系 1 A 管理數據應用概論 廖佳雯[專] (五) 03 04 自603 自603
管院 北四技應英系 1 A 體適能與保健(二) 黃明雪[兼] (五) 01 02 格403 格303
管院 北四技應英系 1 B 英語會話(二) 林凱睿[專] (五) 08 09 格403 格405



管院 北四技應英系 1 B 英語會話(二) 潘根鴻[專] (五) 08 09 格404 格404
管院 北四技應英系 1 B 管理數據應用概論 廖佳雯[專] (五) 01 02 自603 自603
管院 北四技應英系 1 B 體適能與保健(二) 黃明雪[兼] (五) 03 04 格403 格303
管院 北四技應英系 2 A 航空旅運實務英語 潘根鴻[專] (五) 03 04 忠301 忠301
管院 北四技應英系 2 A 電影與音樂的對話 李慧玫[專] (五) 01 02 格104 格104
管院 北四技應英系 2 A 職場英文 范秀嬌[專] (五) 08 09 自603 安排調補課

管院 北四技應英系 2 B 中級英語聽力訓練(四) 林凱睿[專] (五) 03 04 格404 格404
管院 北四技應英系 2 B 兒童文學 張源勤[專] (五) 06 07 自603 自603
管院 北四技應英系 2 B 飲食文學與禮俗 吳姝蒨[專] (五) 01 02 格404 格404
管院 北四技觀管系 1 B 管理數據應用概論 梅元華[兼] (五) 03 04 自503 自503
管院 北四技觀管系 1 B 管理學(二) 郭娟君[專] (五) 01 02 格503 格503
管院 北四技觀管系 2 A 多元文化與人權 張淳翔[專] (五) 01 02 格307 自502
管院 北四技觀管系 2 A 菜單設計 郭婕[專] (五) 03 04 格307 自502
管院 北四技觀管系 2 A 傷害急救與防護 陳麗娥[專] (五) 06 07 格401 自304
管院 北四技觀管系 2 B 法律與生活 呂豐真[專] (五) 01 02 格401 格405
管院 北四技觀管系 2 B 餐飲管理 韓昌弘[兼] (五) 06 07 自303 自303
管院 北四技觀管系 2 C 全民國防教育-國防政策 王秋淑[專] (五) 01 02 格402 格402
管院 北四技觀管系 2 C 菜單設計 郭婕[專] (五) 06 07 格307 自502
管院 北四技觀管系 2 C 傷害急救與防護 陳麗娥[專] (五) 03 04 格402 格402
管院 北四技觀管系 3 B 消費者行為 黃廷合[專] (五) 02 03 04 忠401 忠401
管院 北四技觀管系 3 B 航空客運與票務 王再生[專] (五) 06 07 自503 自503
管院 北四技觀管系 4 A 溫泉資源管理 林月枝[兼] (五) 01 02 自304 自304
管院 北四技觀管系 4 A 觀光休閒趨勢與創新 左承偉[兼] (五) 03 04 自304 自3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