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授課時間 星期 節次 大樓 原授課教室 異動後時間 星期 節次 大樓 異動後教室 班級 科目 授課教師
整學期 四 2.3.4 仙庭樓 HT402 整學期 四 2.3.4 仙庭樓 HT402 資科大三 智慧機器人軟體設計 張士勳
整學期 三 2.3.4 仙庭樓 HT503 整學期 三 2.3.4 昌雲樓 CYB04 資科碩一 雲端運算 張士勳

9/6 一 1.2.3 知源大樓 JY309 9/6 一 1.2.3 知源大樓 JY304 企管大三 投資學 鍾益仔
整學期 三 1.2.3 仙庭樓 HT301 整學期 三 1.2.3 昌雲樓 CYB03 資科1A 計算機程式設計 謝景順
整學期 三 5.6.7 仙庭樓 HT406 整學期 三 5.6.7 昌雲樓 CYB01 資科1C 計算機程式設計 謝景順
整學期 二 5.6.7 仙庭樓 HT503 整學期 二 5.6.7 昌雲樓 CYB03 碩資科2A 網路系統與安全 謝景順
整學期 二 A 知源大樓 JY310 整學期 二 A 昌雲樓 CY304 企管4B 班會 林修德

9/10~9/24 五 1.2.3 寶文大樓 BW425 9/10~9/24 五 1.2.3 寶文大樓 BW303 碩國企2A 國際企業管理專題 李陳國
整學期 二 2.3.4 聖益樓 SY608 整學期 二 2.3.4 知源大樓 JY312 企管2B 會計學（一） 鄭雯芳
整學期 四 5.6.7 昌雲樓 CYB03 整學期 四 5.6.7 知源大樓 JY308 國企2B 企劃書撰寫與編輯 周少凱
整學期 四 5.6.7 聖益樓 SY519 整學期 四 5.6.7 知源大樓 JY303 國企3B 國際行銷管理 黃貞瑜
整學期 三 1.2 聖益樓 SY402 整學期 三 1.2 聖益樓 SY413 視傳2A 專案設計（一） 黃庭超

12/2、12/9、12/16、12/23、12/30、1/6、1/1 四 8.9 知源大樓 JY211 2/2、12/9、12/16、12/23、12/30、1/6、1/1 四 8.9 知源大樓 JY301 會資4A 實務專題（二） 吳麗紅
12/1、12/8、12/15、12/22、12/29、1/5、1/1 三 5.6.7 知源大樓 JY211 2/1、12/8、12/15、12/22、12/29、1/5、1/1 三 5.6.7 知源大樓 JY301 會資大三 租稅申報實務 吳麗紅

12/16、12/23 四 8.9 知源大樓 JY311 12/16、12/23 四 1.2.3.4.A 知源大樓 JY401 會資4B 實務專題（二） 袁泱
9/13 一 5.6 寶文運動場 寶文運動場 10/18 一 3.4 寶文運動場 寶文運動場 國企1C 體育（一） 吳淑卿
9/14 二 3.4 寶文運動場 寶文運動場 9/28 二 1.2 寶文運動場 寶文運動場 財金1B 體育（一） 吳淑卿
9/15 三 1.2 春安運動場 春安運動場 9/29 三 7.8 春安運動場 春安運動場 觀光1B 體育（一） 吳淑卿
9/15 三 5.6 寶文運動場 寶文運動場 9/27 一 1.2 寶文運動場 寶文運動場 財金1A 體育（一） 吳淑卿
6/16 四 1.2 春安運動場 春安運動場 9/22 三 7.8 春安運動場 春安運動場 數媒1C 體育（一） 吳淑卿
6/16 四 3.4 寶文運動場 寶文運動場 10/4 一 1.2 寶文運動場 寶文運動場 企管1B 體育（一） 吳淑卿
9/13 一 1.2 線上教學 線上教學 9/13 一 1.2 線上教學 線上教學 外語大二 觀光英文 宋立群（王怡婷代課）
9/13 一 3.4 線上教學 線上教學 9/13 一 3.4 線上教學 線上教學 外雨大三 時事英文 宋立群（莊傑翔代課）
9/17 五 1.2 線上教學 線上教學 9/17 五 1.2 線上教學 線上教學 外語1A 職涯與職能發展 宋立群（吳曉慧代課）
9/17 五 3.4 線上教學 線上教學 9/17 五 3.4 線上教學 線上教學 外語2C 英文寫作 宋立群（蕭惠瀞代課）
9/30 四 5.6 線上教學 線上教學 10/7 四 7.8 線上教學 線上教學 財金4A 財金專業實習（一） 賴藝文與業師

10/14 四 5.6 線上教學 線上教學 10/21 四 7.8 線上教學 線上教學 財金4A 財金專業實習（一） 賴藝文與業師
11/4 四 5.6 線上教學 線上教學 10/28 四 7.8 線上教學 線上教學 財金4A 財金專業實習（一） 賴藝文與業師

11/18 四 5.6 線上教學 線上教學 11/11 四 7.8 線上教學 線上教學 財金4A 財金專業實習（一） 賴藝文與業師
12/2 四 5.6 線上教學 線上教學 11/25 四 7.8 線上教學 線上教學 財金4A 財金專業實習（一） 賴藝文與業師

12/16 四 5.6 線上教學 線上教學 12/9 四 7.8 線上教學 線上教學 財金4A 財金專業實習（一） 賴藝文與業師
12/30 四 5.6 線上教學 線上教學 12/23 四 7.8 線上教學 線上教學 財金4A 財金專業實習（一） 賴藝文與業師

2022/1/13 四 5.6 線上教學 線上教學 1/6 四 7.8 線上教學 線上教學 財金4A 財金專業實習（一） 賴藝文
9/30 四 5.6 線上教學 線上教學 10/7 四 7.8 線上教學 線上教學 財金4B 財金專業實習（一） 宋畹玖與業師

10/14 四 5.6 線上教學 線上教學 10/21 四 7.8 線上教學 線上教學 財金4B 財金專業實習（一） 宋畹玖與業師
11/4 四 5.6 線上教學 線上教學 10/28 四 7.8 線上教學 線上教學 財金4B 財金專業實習（一） 宋畹玖與業師

11/18 四 5.6 線上教學 線上教學 11/11 四 7.8 線上教學 線上教學 財金4B 財金專業實習（一） 宋畹玖與業師
12/2 四 5.6 線上教學 線上教學 11/25 四 7.8 線上教學 線上教學 財金4B 財金專業實習（一） 宋畹玖與業師

12/16 四 5.6 線上教學 線上教學 12/9 四 7.8 線上教學 線上教學 財金4B 財金專業實習（一） 宋畹玖與業師
12/30 四 5.6 線上教學 線上教學 12/23 四 7.8 線上教學 線上教學 財金4B 財金專業實習（一） 宋畹玖與業師

2022/1/13 四 5.6 線上教學 線上教學 1/6 四 7.8 線上教學 線上教學 財金4B 財金專業實習（一） 宋畹玖
9/30 四 5.6 線上教學 線上教學 10/7 四 7.8 線上教學 線上教學 財金4C 財金專業實習（一） 趙金芳與業師

10/14 四 5.6 線上教學 線上教學 10/21 四 7.8 線上教學 線上教學 財金4C 財金專業實習（一） 趙金芳與業師
11/4 四 5.6 線上教學 線上教學 10/28 四 7.8 線上教學 線上教學 財金4C 財金專業實習（一） 趙金芳與業師

11/18 四 5.6 線上教學 線上教學 11/11 四 7.8 線上教學 線上教學 財金4C 財金專業實習（一） 趙金芳與業師
12/2 四 5.6 線上教學 線上教學 11/25 四 7.8 線上教學 線上教學 財金4C 財金專業實習（一） 趙金芳與業師

12/16 四 5.6 線上教學 線上教學 12/9 四 7.8 線上教學 線上教學 財金4C 財金專業實習（一） 趙金芳與業師
12/30 四 5.6 線上教學 線上教學 12/23 四 7.8 線上教學 線上教學 財金4C 財金專業實習（一） 趙金芳與業師

2022/1/13 四 5.6 線上教學 線上教學 1/6 四 7.8 線上教學 線上教學 財金4C 財金專業實習（一） 趙金芳
9/27 一 2.3.4 知源大樓 JY214 11/27 六 1.2.3 知源大樓 JY210/JY211 財金3B 財務報表分析（專業服務學習課程） 賴藝文

10/18 一 2.3.4 知源大樓 JY214 11/27 六 1/4 知源大樓 JY210/JY211 財金3B 財務報表分析（專業服務學習課程） 賴藝文
11/8 一 2.3.4 知源大樓 JY214 11/27 六 6.7.8 知源大樓 JY210/JY211 財金3B 財務報表分析（專業服務學習課程） 賴藝文

11/24 三 5.6 聖益樓 SY511 11/24 三 5.6 全人教育中心 全人教育中心 觀光大一 台灣文史導覽 謝永茂
12/29 三 5.6 聖益樓 SY511 12/29 三 5.6 全人教育中心 全人教育中心 觀光大一 台灣文史導覽 謝永茂
整學期 一 4 聖益樓 SYB202 整學期 一 4 聖益樓 SYB113 數媒1A 數位媒體專題（一） 周玄祥
整學期 二 3.4 聖益樓 SY611 整學期 二 3.4 聖益樓 SYB201 數媒1A 職涯與職能發展 周玄祥
整學期 一 5.6 寶文大樓 BW431 整學期 一 5.6 寶文大樓 BW306 外語2B 日文（三） 張惠蘭
9/28 二 1.2 聖益樓 SY515 整學期 二 1.2 仙庭樓 HT108 觀光2A 專業外國語文（三） 林妏嬪
9/28 二 3.4 聖益樓 SY515 整學期 二 3.4 仙庭樓 HT108 觀光2B 專業外國語文（三） 林妏嬪

整學期 一 2.3.4 寶文大樓 BW304 整學期 一 2.3.4 知源大樓 JY303 行銷3A 整合行銷溝通 王之弘
整學期 五 1.2.3 寶文大樓 BW205 整學期 五 1.2.3 寶文大樓 BW308 行銷1A 會計學（一） 劉榮芳
10/1 五 3.4 知源大樓 JY201 10/1 五 3.4 知源大樓 JY406 財金1A 職涯與職能發展 林正忠
10/1 五 3.4 知源大樓 JY406 10/1 五 3.4 知源大樓 JY201 財金大三 基金管理 盛子駿
10/5 二 1.2 桌球館 桌球館 11/12 五 1.2 桌球館 桌球館 時經1A 體育（一） 王克武
10/5 二 5.6 LM001 LM001 11/9、11/16 二 7 LM001 LM001 博雅通識（三） 基礎重量訓練 王克武
10/4 一 1.2 未設定 未設定 10/14 四 7.8 未設定 未設定 幼保1A 體育課 賴姍姍
10/4 一 3.4 未設定 未設定 10/11 一 5.6 未設定 未設定 流設1B 體育課 賴姍姍

整學期 三 5.6 知源大樓 JY405 整學期 三 5.6 知源大樓 JY404 碩財金1A 基金管理專題 歐益昌
整學期 三 7.8 知源大樓 JY405 整學期 三 7.8 知源大樓 JY404 碩財金1A 計量經濟學 鄭光甫
整學期 四 6 聖益樓 SY201 整學期 四 6 聖益樓 SY211 流設3A 專題講座 黃瑞媚
整學期 三 1.2 聖益樓 SY609 整學期 三 1.2 聖益樓 SY418 視傳1B 職涯與職能發展 嚴月秀
10/5 二 2.3.4 仙庭樓 HT404 10/5 二 2.3.4 仙庭樓 HT404 資科大三 資訊安全 張士勳（廖惠雯代課）
10/6 三 2.3.4 昌雲樓 CYB04 10/6 三 2.3.4 昌雲樓 CYB04 資科碩一 雲端運算 張士勳（林冠妤代課）
10/7 四 2.3.4 仙庭樓 HT402 10/7 四 2.3.4 仙庭樓 HT402 資科大三 智慧機器人軟體設計 張士勳（廖惠雯代課）

12/1、12/8、12/15、12/22、12/29、1/5、1/1 三 3.4 知源大樓 JY211 2/1、12/8、12/15、12/22、12/29、1/5、1/1 三 3.4 知源大樓 JY301 會資3B 財稅研究方法 孫鈺峰
整學期 三 7.8 寶文大樓 BW311 整學期 三 7.8 寶文大樓 BW306 外語大四 導遊領隊實務 張惠蘭
10/6 三 3.4 昌雲樓 CY404 10/17 日 1.2 戶外教學 戶外教學 碩觀光1A 管理專題研討（一） 謝琦強

10/20 三 3.4 昌雲樓 CY404 10/17 日 3.4 戶外教學 戶外教學 碩觀光1A 管理專題研討（一） 謝琦強
10/6 三 5.6.7 昌雲樓 CY502 10/17 日 5.6.7 戶外教學 戶外教學 碩觀光2A 觀光政策與法規專題 謝琦強

整學期 二 5.6.7 仙庭樓 HT205 整學期 二 5.6.7 昌雲樓 CY304 資科2C 程式思維與資料結構 周敏貞
12/2、12/9、12/16、12/23、12/30、1/6、1/1 四 3.4 知源大樓 JY211 2/2、12/9、12/16、12/23、12/30、1/6、1/1 四 3.4 知源大樓 JY309 會資大三 成本管理會計（一） 陳瑞美

10/5 二 2.3.4 知源大樓 JY213 10/12、10/19、10/26 二 1 知源大樓 JY213 會資3A 成本會計（一） 陳瑞美
10/20 三 1.2 寶文大樓 BW431 10/20 三 1.2 寶文大樓 BW307 外語大一 日本文化與美學（一） 戶川美惠子
10/15 一 1.2 寶文大樓 BW431 10/15 一 1.2 知源大樓 JY302 外語大三 簡報日語 張惠蘭
整學期 一 1.2 聖益樓 SY616 整學期 一 1.2 寶文大樓 BW431 外語3D 商用日語會話 王鈺瑩
整學期 一 3.4 聖益樓 SY616 整學期 一 3.4 寶文大樓 BW431 外語3B 商用日語會話 王鈺瑩
10/7 四 2.3.4 聖益樓 SY516 10/7 四 2.3.4 寶文大樓 BW302 國企4C 國際企業經營策略管理 黃貞瑜
10/7 四 1.2.3 聖益樓 SY511 10/7 四 1.2.3 昌雲樓 CY501 觀光1B 台灣觀光休閒資源概論 王宗彥

10/14 四 1.2.3 聖益樓 SY511 10/14 四 1.2.3 昌雲樓 CY501 觀光1B 台灣觀光休閒資源概論 王宗彥
10/8 五 3.4 聖益樓 SY511 10/8 五 3.4 昌雲樓 CY501 觀光1B 職涯與職能發展 王宗彥

10/15 五 3.4 聖益樓 SY511 10/15 五 3.4 昌雲樓 CY501 觀光1B 職涯與職能發展 王宗彥
整學期 二 1.2.3 聖益樓 SY420 整學期 二 1.2.3 聖益樓 SY413 視傳1A 繪畫 蔡昌吉
整學期 四 7.8 聖益樓 SYB116 整學期 四 7.8 聖益樓 SY609 數媒大二 劇本寫作 邱一峰
10/15 五 1.2 寶文大樓 BW310 10/15 五 1.2 寶文大樓 BW305 財金3C 專業英文 許志龍
10/15 五 3.4 寶文大樓 BW310 10/15 五 3.4 寶文大樓 BW305 觀光3B 專業英文 許志龍
10/20 三 1.2 寶文大樓 BW311 10/20 三 1.2 寶文大樓 BW308 國企3D 專業英文 張惟珩
10/20 三 3.4 寶文大樓 BW311 10/20 三 3.4 寶文大樓 BW308 觀光3A 專業英文 李湘齡
9/22 三 5.6 聖益樓 SY616 10/15 五 5.6 聖益樓 SY616 外語大三 韓文（三） 黃千紋
9/22 三 7.8 聖益樓 SY616 10/8 五 5.6 聖益樓 SY616 外語大二 韓文（一） 黃千紋

整學期 一 5.6 聖益樓 SY407 整學期 一 5.6 聖益樓 SY418 視傳3B 文化創意產業概論 蔡昌吉
整學期 四 7.8 聖益樓 SY301 整學期 四 7.8 聖益樓 SY504 視傳4C 作品集 徐培恩

10/6、10/13 三 5.6 YP201 YP201 10/6、10/13 三 5.6 仙庭樓 HT108 幼保1A 幼兒體能與遊戲 陳盈詩
10/7、10/14、10/21、10/28 四 5.6 聖益樓 SY510 10/7、10/14、10/21、10/28 四 5.6 昌雲樓 CY501 觀光1A 專業外國語文（一）英文 熊婉君
10/7、10/14、10/21、10/28 四 7.8 聖益樓 SY510 10/7、10/14、10/21、10/28 四 7.8 昌雲樓 CY501 觀光1B 專業外國語文（一）英文 熊婉君

11/16 二 5.6 YP201 YP201 10/26 二 7.8 仙庭樓 HT108 觀光1A 溝通簡報技巧 韋明淑
11/23 二 5.6 YP201 YP201 11/2 二 7.8 仙庭樓 HT108 觀光1A 溝通簡報技巧 韋明淑
12/30 二 5.6 YP201 YP201 11/9 二 7.8 仙庭樓 HT108 觀光1A 溝通簡報技巧 韋明淑
10/6 三 5.6 聖益樓 SY507 10/12 二 7.8 聖益樓 SY301 時經2B 設計師作品分析 林懷欣

整學期 一 1.2 寶文大樓 BW308 整學期 一 1.2 寶文大樓 BW306 外語大二 觀光英文 宋立群
整學期 一 6.7.8 聖益樓 SYB101 整學期 ㄧ 6.7.8 聖益樓 SYB109 數媒2C 3D材質貼圖設計 林世勇
整學期 二 1.2 聖益樓 SY520 整學期 二 1.2 昌雲樓 CY501 觀光3B 葡萄酒賞析 陳國明
10/8 五 2.3.4 仙庭樓 HT402 10/15、10/22、11/5 五 1 仙庭樓 HT402 資科2A 響應式網頁製作 詹勳生
10/8 五 1.2 仙庭樓 HT101 10/8 五 1.2 仙庭樓 HT108 幼保1A 幼兒教保概論 張美鈴

10/15 五 1.2 仙庭樓 HT101 10/15 五 1.2 仙庭樓 HT108 幼保1A 幼兒教保概論 張美鈴
10/8 五 3.4 仙庭樓 HT106 10/8 五 3.4 仙庭樓 HT108 幼保1A 兒童造型藝術 徐德成

10/15 五 3.4 仙庭樓 HT106 10/15 五 3.4 仙庭樓 HT108 幼保1A 兒童造型藝術 徐德成
整學期 一 1.2.3(晚) 聖益樓 SY727 整學期 一 5.6.7 聖益樓 SY727 創設碩一 文獻導讀與寫作實務 梁榮進
10/19 二 5 聖益樓 SY502 10/12 二 6 聖益樓 SY502 時經3A 專題講座 林秋卿
整學期 三 1.2.3(晚) 聖益樓 SY727 整學期 六 2.3.4 聖益樓 SY727 創設碩一 使用者介面研究 張俊元

10/14、10/21、10/28 四 1.2 知源大樓 JY203 10/14、10/21、10/28 四 1.2 知源大樓 JY203 財金大一 金融市場 陳俊宏
整學期 四 1.2 寶文大樓 BW307 整學期 四 1.2 寶文大樓 BW308 外語1B 日語文法（一） 丘紀芸
整學期 四 3.4 寶文大樓 BW307 整學期 四 3.4 寶文大樓 BW308 外語1B 英語聽講訓練 陳憶如
整學期 四 2.3.4 寶文大樓 BW308 整學期 四 2.3.4 寶文大樓 BW307 外語大二 語言與文化 苗新雨
10/21 四 1.2.3 寶文大樓 BW202 10/7、10/14、10/28 四 4 寶文大樓 BW202 國企1A 管理學 林永順
整學期 二 5.6.7 聖益樓 SY319 整學期 二 5.6.7 聖益樓 SY207 服飾2A 立體裁剪與設計(二) 郭妍希
整學期 四 7.8 聖益樓 SY306 整學期 四 7.8 聖益樓 SY213 流設3A 時尚攝影 温金龍
整學期 四 5.6 聖益樓 SY306 整學期 四 5.6 聖益樓 SY213 流設3B 時尚攝影 温金龍
9/21 二 2.3.4 知源大樓 JY415 10/8 午 5.6.7 知源大樓 JY415 企管大三 創新服務行銷實務 蔡明純
9/20 一 5.6.7 知源大樓 JY415 11/5 五 5.6.7 知源大樓 JY415 企管大三 智慧服務管理 楊舒蜜

10/11 一 5.6.7 知源大樓 JY415 10/15 五 5.6.7 知源大樓 JY415 企管大三 智慧服務管理 楊舒蜜
10/7 四 3.4 知源大樓 JY308 10/14 四 3.4 知源大樓 JY308 企管1A 職涯與職能發展 朱曉萍

10/14 四 3.4 知源大樓 JY308 10/28 四 3.4 知源大樓 JY308 企管1A 職涯與職能發展 朱曉萍
10/21 四 4 知源大樓 JY308 10/22 五 5 知源大樓 JY308 企管1A 職涯與職能發展 朱曉萍
10/28 四 3.4 知源大樓 JY308 10/22 五 6.7 知源大樓 JY308 企管1A 職涯與職能發展 朱曉萍
10/6 三 2.3.4 知源大樓 JY309 11/3 三 2.3.4 知源大樓 JY309 企管1B 行銷管理 朱曉萍

10/13 三 5.6.7 寶文大樓 BW203 10/20、10/27、11/3 三 8 寶文大樓 BW203 國企大四 跨文化管理 張有富
10/13、10/20、10/27、11/3、11/10 三 1.2.3 知源大樓 JY312 10/13、10/20、10/27、11/3、11/10 三 1.2.3.4 知源大樓 JY312 會資1A、1B 稅務法規 李蕙蘭

整學期 四 2.3.4 寶文大樓 BW506 整學期 四 2.3.4 聖益樓 SY518 行銷3B 廣告設計實作 陳孟宏
整學期 五 2.3.4 仙庭樓 HT402 整學期 五 2.3.4 昌雲樓 CY303 資科2A 響應式網頁設計 詹勳生
整學期 五 2.3.4 仙庭樓 HT308 整學期 五 2.3.4 仙庭樓 HT402 資科3B 3D電腦塑模 謝男凱
整學期 五 1.2 仙庭樓 HT204 整學期 五 1.2 仙庭樓 HT308 資科1A 職涯與職能發展 沈志昌

10/22、11/5、11/19、11/26、12/3 五 3.4 聖益樓 SY302 10/22、11/5、11/19、11/26、12/3 五 3.4 校內外服務場域 校內外服務場域 服飾2B 群己倫理與生命關懷、服務學習 李承靜
10/21、10/28、11/4、11/18、11/25 四 3.4 聖益樓 SY602 10/21、10/28、11/4、11/18、11/25 四 3.4 校內外服務場域 校內外服務場域 資管2B 群己倫理與生命關懷、服務學習 陳美
10/20、10/27、11/3、11/17、11/24 三 3.4 聖益樓 SY602 10/20、10/27、11/3、11/17、11/24 三 3.4 校內外服務場域 校內外服務場域 創設2B 群己倫理與生命關懷、服務學習 陳美
10/22、10/29、11/5、11/19、11/26 五 3.4 聖益樓 SY602 10/22、10/29、11/5、11/19、11/26 五 3.4 校內外服務場域 校內外服務場域 視傳2B 群己倫理與生命關懷、服務學習 陳美

9/30 四 5.6.7 知源大樓 JY416 11/18 四 5.6.7 知源大樓 JY416 企管大四 個人理財策略 顏伯蒼
整學期 二 5.6 聖益樓 SY501 整學期 二 5.6 昌雲樓 CY303 通識教室09 APP與生活應用 汪孟德
11/4 四 3.4 知源大樓 JY211 10/21 四 1.2 知源大樓 JY211 會資3B 成本與管理會計（一） 陳瑞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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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12/24 五 5.6.7.8 第三教學大樓 IS201/IS202/IS203 11/5、12/24 五 5.6.7.8 第三教學大樓 IS201/IS202/IS203 觀光4A、4B、4C 實務專題（一） 熊婉君
10/26、11/2、11/16、11/23、11/30 二 3.4 聖益樓 SY601 10/26、11/2、11/16、11/23、11/30 二 3.4 校內外服務場域 校內外服務場域 數媒2A 群己倫理與生命關懷、服務學習 賴佳菁

整學期 三 5.6 聖益樓 SY302 整學期 三 5.6 聖益樓 SY728 服飾2A 服裝畫 高育伯
11/24 三 5.6 寶文大樓 BW209 10/22 五 5.6 寶文大樓 BW312 LA22 英文（一） 莊莒芬
整學期 二 3.4 寶文大樓 BW431 整學期 二 3.4 寶文大樓 BW308 外語1B 日本產業概論 張惟綜
10/22 五 2.3.4 仙庭樓 HT305 10/21 四 5.6.7 仙庭樓 HT305 碩資管1A 雲端運算應用 李靜怡
10/21 四 5.6.7 仙庭樓 HT305 10/21 四 5.6.7 仙庭樓 HT408 資管大二 電子商務概論 林孟源
10/28 四 3.4 知源大樓 JY308 11/5 五 5.6 知源大樓 JY308 企管1A 職涯與職能發展 朱曉萍
10/6 三 5.6.7 知源大樓 JY308 10/27 三 5.6.7 知源大樓 JY308 企管1A 行銷管理 蔡明純

10/22 五 3.4 知源大樓 JY201 10/22 五 3.4 知源大樓 JY406 財金1A 職涯與職能發展 林正忠
10/22 五 3.4 知源大樓 JY406 10/22 五 3.4 知源大樓 JY201 財金大三 基金管理 盛子駿
10/25 一 5.6 聖益樓 SY514 10/23 六 1.2 高教計畫 高教計畫 觀光2A 休閒農業概論 張定中
11/1 一 5.6 聖益樓 SY514 10/23 六 3.4 高教計畫 高教計畫 觀光2A 休閒農業概論 張定中

11/1、11/15、11/22、12/6、12/13 一 5.6 聖益樓 SY601 11/1、11/15、11/22、12/6、12/13 一 5.6 校內外服務場域 校內外服務場域 服飾2A 群己倫理與生命關懷、服務學習 李栩鈺
10/27、11/3、11/17、11/24、12/15 三 5.6 聖益樓 SY602 10/27、11/3、11/17、11/24、12/15 三 5.6 校內外服務場域 校內外服務場域 流設2A 群己倫理與生命關懷、服務學習 李栩鈺

10/15 五 7.8 第三教學大樓 IS203 10/15 五 7.8 第三教學大樓 IS203 全校學生 應用外語系多益校園專案考解題班 蔣裕祺
11/12、11/19、11/26 五 5.6 第三教學大樓 IS203 11/12、11/19、11/26 五 5.6 第三教學大樓 IS203 全校學生 應用外語系多益校園專案考解題班 蔣裕祺

10/25 一 1.2.3 聖益樓 SY510 11/26 五 5.6.7.8 校外教學 校外教學 觀光1A 台灣觀光休閒資源概論 林永森
11/22、1/3 一 3.4 聖益樓 SY513 11/20 六 1~8 校外教學 校外教學 觀光3A 休閒活動企劃與管理 沈竑毅

11/15 一 5.6.7 聖益樓 SY207 11/16 二 2.3.4 纖維工藝博物館 纖維工藝博物館 流設3A 創意服飾造形 吳文芸
11/16 二 2.3.4 聖益樓 SY211 11/15 一 5.6.7 聖益樓 SY211 流設3A 婚宴髮型設計 高銪漩
整學期 二 7.8 聖益樓 SY501 整學期 二 7.8 聖益樓 SY214 流設1A 時尚產業概論 黃振生
整學期 五 1.2.3.4 聖益樓 SY201 整學期 五 1.2.3.4 聖益樓 SY213 流設大二 美甲概論與實作 林玉鏡

11/17、11/24、12/1、12/8、12/15 三 5.6 聖益樓 SY601 11/17、11/24、12/1、12/8、12/15 三 5.6 服務學習校內現場 服務學習校內現場 流設2A 群己倫理與生命關懷、服務學習 劉承宗
11/19、11/26、12/3、12/10、12/17 五 3.4 聖益樓 SY601 11/19、11/26、12/3、12/10、12/17 五 3.4 服務學習校內現場 服務學習校內現場 視傳2A 群己倫理與生命關懷、服務學習 劉承宗
11/2、11/16、11/30、12/14、12/28 二 5 聖益樓 SY205 10/26、11/9、11/23、12/7、12/21 二 6 聖益樓 SY205 時經3A 專題講座 林秋卿

11/12 五 2.3.4 聖益樓 SY514 10/29 五 2.3.4 校外參訪 校外參訪 觀光2C 服務業管理 熊婉君
11/8 一 2.3.4 仙庭樓 HT307 11/8 一 2.3.4 仙庭樓 HT307 資管大二 自由軟體應用 黃信愷（黃國華代課）

10/21 四 5.6.7 仙庭樓 HT304 10/28、11/4、11/11 四 8 仙庭樓 HT304 資管大四 雲端服務技術 陳志明
10/25 一 5.6.7 仙庭樓 HT305 11/1、11/8、11/15 一 8 仙庭樓 HT305 資管碩二 網路安全實務 陳志明
整學期 四 7.8 寶文大樓 BW431 整學期 四 7.8 寶文大樓 BW309 外語大三 領隊與導遊日語（一） 張惟綜

10/25、11/1 一 5.6 聖益樓 SY514 10/23 六 1.2.3.4 校外參訪 校外參訪 觀光2A 休閒農業概論 張定中
12/7 二 3.4 寶文大樓 BW310 12/7 二 3.4 寶文大樓 BW211 財金3B 專業英文 張博雅

10/27 三 2.3.4 聖益樓 SY207 11/3、11/10、11/17 三 1 聖益樓 SY207 流設2B 造形立裁 張慕婉
11/1、11/15、11/22、11/29 一 3.4 聖益樓 SY607 11/1、11/15、11/22、11/29 一 3.4 各服務學習單位 各服務學習單位 時經2B 群己倫理與生命關懷、服務學習 張美鈴

11/3、11/17、11/24 三 5.6 聖益樓 SY609 11/3、11/17、11/24 三 5.6 各服務學習單位 各服務學習單位 資科2C 群己倫理與生命關懷、服務學習 張美鈴
12/1 三 5.6 聖益樓 SY609 12/1 三 5.6 各服務學習單位 各服務學習單位 資科2C 群己倫理與生命關懷、服務學習 張美鈴

11/10 三 5.6 聖益樓 SY520 11/17 三 7.8 聖益樓 SY520 創設大三 商品企劃與分析 梁榮進
10/27 三 3.4 未設定 未設定 10/27 三 3.4 未設定 未設定 資管1B 體育 盧美麗（蔡文宬代課）
10/27 三 5.6 未設定 未設定 10/27 三 5.6 未設定 未設定 會資1A、1B 體育 盧美麗（蔡文宬代課）
10/28 四 5.6 未設定 未設定 10/28 四 5.6 未設定 未設定 外語1B 體育 盧美麗（吳淑卿代課）
11/26 五 3.4 仙庭樓 HT106 11/4 四 5.6 仙庭樓 HT106 幼保大一 兒童造形藝術 徐德成、林思騏
12/3 五 3.4 仙庭樓 HT106 11/4 四 7.8 仙庭樓 HT106 幼保大一 兒童造形藝術 徐德成、林思騏
11/5 五 3.4 聖益樓 SY511 11/4 四 3.4 聖益樓 SY511 觀光1B 職涯與職能發展 王宗彥
11/4 四 1.2.3 聖益樓 SY511 11/5 五 1.2.3 日月潭參訪 日月潭參訪 觀光1B 台灣觀光休閒資源概論 王宗彥
12/2 四 1.2.3 聖益樓 SY511 11/5 五 5.6.7 日月潭參訪 日月潭參訪 觀光1B 台灣觀光休閒資源概論 王宗彥
11/5 五 3.4 仙庭樓 HT106 11/3 三 7.8 仙庭樓 HT106 幼保大一 兒童造形藝術 徐德成、林思騏
12/3 五 3.4 仙庭樓 HT106 11/4 四 5.6 仙庭樓 HT106 幼保大一 兒童造形藝術 徐德成、林思騏

12/10 五 3.4 仙庭樓 HT106 11/4 四 7.8 仙庭樓 HT106 幼保大一 兒童造形藝術 徐德成、林思騏
整學期 一 1.2 聖益樓 SYB114 整學期 一 1.2 聖益樓 SY504 視傳1A 數位內容設計（一） 凃玉慧
整學期 三 5.6 聖益樓 SYB115 整學期 三 5.6 聖益樓 SY504 視傳1B 數位內容設計（一） 凃玉慧
整學期 四 3.4 聖益樓 SYB115 整學期 四 3.4 聖益樓 SY504 視傳大三 資訊視覺化設計 凃玉慧
整學期 二 5.6 聖益樓 SY407 整學期 二 5.6 聖益樓 SY411 視傳3B 展示規劃與設計 顏鎮榮
整學期 三 5.6 聖益樓 SY422 整學期 三 5.6 聖益樓 SY411 視傳3C 展示規劃與設計 顏鎮榮
整學期 五 1.2 寶文大樓 BW431 整學期 五 1.2 知源大樓 JY302 外語大三 簡報日語 張惠蘭
11/4 四 3.4 籃球場 籃球場 11/4 四 3.4 籃球場 籃球場 資科1A 體育（一） 王克武（賴姍姍代課）

11/4、11/18、11/25、12/9 四 5.6 聖益樓 SY602 11/4、11/18、11/25、12/9 四 5.6 校外服務場域 校外服務場域 資科2D 群己倫理與生命關懷、服務學習 李貞宜
11/4 四 6.7.8 聖益樓 SY114 11/4 四 6.7.8 聖益樓 SY114 服飾1A 服裝構成（一） 郭妍希（羅鈺喬代課）
11/5 五 2.3.4 聖益樓 SY209 11/5 五 2.3.4 聖益樓 SY209 服飾2C 立體剪裁與設計（二） 郭妍希（羅鈺喬代課）
12/7 二 1.2 寶文大樓 BW310 12/7 二 1.2 寶文大樓 BW309 外語3B 專業英文 張博雅
12/7 二 3.4 寶文大樓 BW310 12/7 二 3.4 寶文大樓 BW309 財金3B 專業英文 張博雅
11/5 五 1.2 仙庭樓 HT101 11/1 一 3.4 仙庭樓 HT101 幼保系 幼兒教保概論 張美鈴

11/18 四 5.6 昌雲樓 CY402 11/18 四 5.6 戶外教學場地 戶外教學場地 觀光大四 戶外休閒活動體驗實務 黃文雄
12/9 四 5.6 昌雲樓 CY402 11/18 四 7.8 戶外教學場地 戶外教學場地 觀光大四 戶外休閒活動體驗實務 黃文雄

11/15、11/22、11/29、12/6、12/13 一 3.4 聖益樓 SY601 11/15、11/22、11/29、12/6、12/13 一 3.4 各服務學習單位 各服務學習單位 時經2A 群己倫理與生命關懷、服務學習 林思騏
11/16、11/23、11/30、12/7、12/14 二 3.4 聖益樓 SY607 11/16、11/23、11/30、12/7、12/14 二 3.4 各服務學習單位 各服務學習單位 數媒2C 群己倫理與生命關懷、服務學習 林思騏

11/3、11/17、11/24、12/1、12/8 三 5.6 聖益樓 SY608 11/3、11/17、11/24、12/1、12/8 三 5.6 各服務學習單位 各服務學習單位 資科2B 群己倫理與生命關懷、服務學習 林思騏
11/4、11/18、11/25、12/2、12/9 四 3.4 聖益樓 SY601 11/4、11/18、11/25、12/2、12/9 四 3.4 各服務學習單位 各服務學習單位 資管2A 群己倫理與生命關懷、服務學習 林思騏

整學期 二 2.3.4 聖益樓 SYB101 整學期 二 2.3.4 聖益樓 SYB109 數媒3A 2D動畫整合實務 吳崇榮
整學期 三 7.8.9 昌雲樓 CYB04 整學期 三 7.8.9 寶文大樓 BW506 行銷2D 商業應用軟體 邱名嬋
11/2 二 5.6 聖益樓 SY512 11/2 二 5.6 知源大樓 5-錢幣博物館、6-JY20 觀光1C 台灣文史導覽 林韻文

11/23 二 1.2 聖益樓 SY510 11/23 二 1.2 戶外教學 戶外教學 觀光1C 職涯與職能發展 謝琦強
11/16 二 1.2 聖益樓 SY510 11/23 二 7.8 戶外教學 戶外教學 觀光1C 職涯與職能發展 謝琦強
11/23 二 7.8 第三教學大樓 IS202 11/23 二 7.8 麗寶樂園 麗寶樂園 觀光2B 養生與休閒指導 黃文雄

1/4 二 7.8 第三教學大樓 IS202 11/23 二 5.6 麗寶樂園 麗寶樂園 觀光2B 養生與休閒指導 黃文雄
12/7 二 1.2 聖益樓 SY512 12/3 五 5.6 昌雲樓 CY501 觀光1C 職涯與職能發展 謝琦強

12/14 二 1.2 聖益樓 SY512 12/3 五 7.8 昌雲樓 CY501 觀光1C 職涯與職能發展 謝琦強
11/17 三 3.4 仙庭樓 HT206 11/17 三 3.4 仙庭樓 HT206 觀光2C 實習分享說明會 陳蕙芬
11/3 三 3.4 聖益樓 SY510 11/3 三 3.4 知源大樓 3-錢幣博物館、4-JY30 觀光1A 台灣文史導覽 林韻文

11/2、11/9、11/16、11/23 二 2.3.4 聖益樓 SY114 11/5、11/12、11/19、11/26 五 6.7.8 聖益樓 SY114 服飾3A 功能性服裝設計 蕭毓秋
11/25 四 3.4 聖益樓 SY609 11/25 四 3.4 聖益樓 SY508 時經1B 品牌經營概論 林秋卿
12/2 四 3.4 聖益樓 SY609 11/25 四 7.8 聖益樓 SY508 時經1B 品牌經營概論 林秋卿

11/15 一 1.2 寶文大樓 BW205 11/15 一 1.2 鹿港老街 鹿港老街 行銷1A 職涯與職能發展 葉玟瑾
11/15 一 3.4 寶文大樓 BW205 11/15 一 3.4 鹿港老街 鹿港老街 行銷1A 中文閱讀與鑑賞 呂瑞生
11/15 一 1.2 寶文大樓 BW206 11/15 一 1.2 鹿港老街 鹿港老街 行銷1B 職涯與職能發展 賴昭君
11/15 一 3.4 寶文大樓 BW206 11/15 一 3.4 鹿港老街 鹿港老街 行銷1B 中文閱讀與鑑賞 蔡伯健
11/15 一 1.2.3 寶文大樓 BW207 11/15 一 1.2.3 鹿港老街 鹿港老街 行銷1C 行銷學 王朝弘
11/15 一 5.6 寶文大樓 BW304 11/15 一 5.6 鹿港老街 鹿港老街 行銷1C 創意思考 蔡伯健

12/1、12/8 三 3.4 聖益樓 SY512 11/20 六 3.4.5.6 白蘭氏健康博物館 白蘭氏健康博物館 觀光大一 產業觀光與觀光工廠經營 陳一涵
11/23 二 5.6 聖益樓 SY511 11/30 二 7.8 聖益樓 SY510 觀光大一 產業觀光與觀光工廠經營 陳一涵
11/12 五 2.3.4 知源大樓 JY416 11/12 五 2.3.4 寶文大樓 BW305 行銷2A 消費者行為 歐珏竹
11/9 二 5.6.7 寶文大樓 BW304 11/9 二 5.6.7 寶文大樓 BW206 行銷2B 消費者行為 歐珏竹

11/10 三 3.4.A 知源大樓 JY416 11/10 三 4.A.5 寶文大樓 BW206 行銷2C 消費者行為 歐珏竹
11/11 四 1.2.3 寶文大樓 BW205 11/12 五 6.7.8 寶文大樓 BW205 行銷1A 經濟學（一） 游功揚
11/12 五 1.2.3 寶文大樓 BW206 11/12 五 6.7.8 寶文大樓 BW206 行銷1B 經濟學（一） 陳唐平
11/10 三 1.2.3 寶文大樓 BW207 11/12 五 6.7.8 寶文大樓 BW207 行銷1C 經濟學（一） 蔡伯健
12/20 一 1.2 寶文大樓 BW431 12/20 一 1.2 聖益樓 SY502 外語3D 商用日語會話 王鈺瑩
12/20 一 3.4 寶文大樓 BW431 12/20 一 3.4 聖益樓 SY502 外語3B 商用日語會話 王鈺瑩
11/5 五 5.6.7 仙庭樓 HT204 11/5 五 5.6.7 仙庭樓 HT204 資科大一 微積分（一） 李鴻志
11/1 一 4 仙庭樓 HT206 11/1 一 4 仙庭樓 HT206 資科1C 計算機概論 陳明華
11/4 四 4 仙庭樓 HT302 11/4 四 4 仙庭樓 HT302 資科1C 計算機概論 陳明華
11/5 五 5.6.7 仙庭樓 HT205 11/5 五 5.6.7 仙庭樓 HT205 資科1B 微積分（一） 周敏貞

11/25-1/13 四 1.2 聖益樓 SY607 11/25-1/13 四 1.2 昌雲樓 CY503 觀光大二 身心壓力管理 杜光玉
11/25-1/13 四 3.4 聖益樓 SY514 11/25-1/13 四 3.4 昌雲樓 CY503 觀光大二 身心壓力管理 杜光玉
11/25-1/14 五 3.4 聖益樓 SY522 11/25-1/14 五 3.4 昌雲樓 CY503 觀光大二 身心壓力管理 杜光玉

11/1 一 1.2.3 知源大樓 JY203 11/1 一 1.2.3 知源大樓 JY203 財金1C 經濟學（一） 史大麗（歐益昌代課）
11/2 二 5.6 知源大樓 JY304 11/2 二 5.6 知源大樓 JY304 財金大二 信託法規與實務 史大麗（趙金芳代課）

11/29 一 1.2 未設定 未設定 11/5 五 3.4 未設定 未設定 創設1B 體育（一） 邱芳斌
11/17 三 1.2.3 知源大樓 JY312 11/17 三 2.3.4 校外參訪 校外參訪 會資1A 稅務法規 李蕙蘭
11/17 三 5.6.7 仙庭樓 HT302 11/17 三 5.6.7 非同步線上教學 非同步線上教學 資科大三 專案管理 陳志樺
11/10 三 5 寶文大樓 BW304 11/10 三 5 寶文大樓 BW305 行銷大三 品牌管理 蔡伯健
11/25 四 5.6.7.8 線上Teams課程 線上Teams課程 11/25 四 5.6.7.8 知源大樓 JY301 財金4B 財金專業實習（一） 宋畹玖

1/6 四 5.6 線上Teams課程 線上Teams課程 1/6 四 5.6 知源大樓 JY301 財金4B 財金專業實習（一） 宋畹玖
1/6 四 7.8 線上Teams課程 線上Teams課程 1/6 四 7.8 知源大樓 JY304 財金4B 財金專業實習（一） 宋畹玖

11/16 二 2.3 知源大樓 JY214 11/15 一 5.6.7 知源大樓 JY214 財金3A 財務報表分析 郭蘇文
11/10 三 3.4 知源大樓 JY210 11/10 三 3.4 知源大樓 JY214 財金2A 保險學 高秀月

11/17、11/24、12/1、12/8、12/15 三 5.6 聖益樓 SY607 11/17、11/24、12/1、12/8、12/15 三 5.6 各服務學習單位 各服務學習單位 資科2A 群己倫理與生命關懷、服務學習 韋明淑
11/5 五 3.4 聖益樓 SY513 11/5 五 1.2 南屯楓樹腳文化協會南屯楓樹腳文化協會 觀光大四 地方性與美學概論 張宏政

12/17 五 3.4 聖益樓 SY513 11/5 五 3.4 南屯楓樹腳文化協會南屯楓樹腳文化協會 觀光大四 地方性與美學概論 張宏政
11/9 二 6 聖益樓 SY520 11/9 二 5 聖益樓 SY520 數媒2A 數位媒體專題（三） 吳崇榮

11/18 四 5.6.7 仙庭樓 HT307 11/25、12/2、12/9 四 8 仙庭樓 HT307 資管1B AR擴增實境 張志華
11/11 四 3.4 知源大樓 JY211 11/11 四 3.4 知源大樓 JY212 會資3B 成本管理會計（一） 陳瑞美

11/4-12/9 四 1.2.3 寶文大樓 BW202 11/4-12/9 四 2.3.4 寶文大樓 BW202 國企1A 管理學 林永順
11/11 四 2.3.4 仙庭樓 HT403 11/11 四 2.3.4 聖瀹廳 聖瀹廳 資科2A 網路技術與應用 廖羚吟（代申請）
11/11 四 2.3.4 仙庭樓 HT304 11/11 四 2.3.4 聖瀹廳 聖瀹廳 資管3A 企業資源規劃 廖羚吟（代申請）
11/11 四 5.6.7 仙庭樓 HT503 11/11 四 2.3.4 聖瀹廳 聖瀹廳 資科碩一A 模糊理論與實務 廖羚吟（代申請）
11/11 四 3.4 仙庭樓 HT408 11/11 四 3.4 聖瀹廳 聖瀹廳 資管碩一A 資訊管理專題研討（一） 廖羚吟（代申請）
11/30 二 2.3.4 知源大樓 JY415 12/3 五 5.6.7 知源大樓 JY415 企管大三 創新服務行銷實務 蔡明純
12/20 一 1.2 寶文大樓 BW310 12/20 一 1.2 寶文大樓 BW308 財金3A 專業英文 周韋辰
11/10 三 1.2 聖益樓 SY610 11/10 三 1.2 聖益樓 SY504 視傳1C 職涯與職能發展 秦安慧
11/23 二 3.4 聖益樓 SY512 11/26 二 5.6 聖益樓 SY512 觀光1C 中文閱讀與鑑賞 趙雅玲
12/3 五 1.2 寶文大樓 BW311 12/3 五 1.2 寶文大樓 BW312 行銷3B 專業英文 張博雅

11/25 四 5.6.7.8 EAMS線上課 TEAMS線上課程 11/25 四 5.6.7.8 知源大樓 JY214 財金4C 財金專業實習（一） 趙金芳
1/6 四 5.6.7.8 EAMS線上課 TEAMS線上課程 1/6 四 5.6.7.8 知源大樓 JY214 財金4C 財金專業實習（一） 趙金芳

11/16 二 5.6 聖益樓 SY512 11/23 二 7.8 鹿港導覽解說 鹿港導覽解說 觀光1C 台灣文史導覽 林韻文
11/9 二 5.6 聖益樓 SY516 11/9 二 5.6 桌球室 桌球室 通識教室09 運動與保健 吳淑卿

11/16、11/23、11/30、12/7、12/14 二 3.4 聖益樓 SY602 11/16、11/23、11/30、12/7、12/14 二 3.4 校外服務學習 校外服務學習 數媒2B 群己倫理與生命關懷、服務學習 陳盈詩
11/17、11/24、12/1、12/8、12/15 三 3.4 聖益樓 SY601 11/17、11/24、12/1、12/8、12/15 三 3.4 校外服務學習 校外服務學習 創設2A 群己倫理與生命關懷、服務學習 陳盈詩

11/19、11/26、12/3、12/10、12/17 五 3.4 聖益樓 SY607 11/19、11/26、12/3、12/10、12/17 五 3.4 校外服務學習 校外服務學習 視傳2C 群己倫理與生命關懷、服務學習 陳盈詩
11/17 三 5.6 聖益樓 SY728 11/18 四 5.6 聖益樓 SY501 服飾2A 服裝畫 高育伯
11/1 一 2.3.4 知源大樓 JY203 11/1 一 2.3.4 知源大樓 JY203 財金1C 經濟學（一） 史大麗（歐益昌代課）
11/2 二 5.6 知源大樓 JY304 11/2 二 5.6 知源大樓 JY304 財金大二 信託法規與實務 史大麗（趙金芳代課）

11/25 四 2.3.4 聖益樓 SY315 11/18、12/2、12/9 四 1 聖益樓 SY315 流設2A 彩妝造型設計 洪祥瀚
12/2 四 5.6.7 聖益樓 SY315 12/9、12/16、12/23 四 8 聖益樓 SY315 時經1A 時尚彩妝 洪祥瀚

11/17 三 3.4 聖益樓 SY609 11/17 三 3.4 聖益樓 SY609 視傳1B 中文閱讀與鑑賞 吳宇娟
11/17 三 5.6 第三教學大樓 IS303 11/17 三 5.6 第三教學大樓 IS303 通識教室25 創意說故事 吳宇娟
11/18 四 3.4 寶文大樓 BW311 11/18 四 3.4 寶文大樓 BW426 外語3A 研究方法 蔣裕祺
11/18 四 3.4 寶文大樓 BW426 11/18 四 3.4 寶文大樓 BW311 外語3B 日語（五） 黃耀儀
11/19 五 3.4 寶文大樓 BW311 11/19 五 3.4 寶文大樓 BW426 外語3B 日文習作（三） 志村理子
11/19 五 3.4 寶文大樓 BW426 11/19 五 3.4 寶文大樓 BW311 外語2B 餐旅日語（一） 黃耀儀
11/17 三 1.2 寶文大樓 BW306 11/16 二 7.8 寶文大樓 BW426 外語1A 字彙與閱讀（一） 吳曉惠
11/15 一 5.6.7 聖益樓 SY114 11/22、11/29、12/6 一 8 聖益樓 SY114 服飾2B 版型設計（一） 蕭毓秋



11/15 一 5.6 聖益樓 SY729 11/1 一 7.8 - - 創設大三 創新工藝設計（一） 劉宜欣
11/22 一 5.6 聖益樓 SY729 11/1 一 9.一 - - 創設大三 創新工藝設計（一） 劉宜欣
11/29 一 5.6 聖益樓 SY729 11/1 一 二、三、 - - 創設大三 創新工藝設計（一） 劉宜欣
11/4 四 5.6.7 聖益樓 SY729 10/28 四 8.9.10 - - 創設大三 金工設計（一） 劉宜欣

11/15 一 5.6 聖益樓 SY522 11/13 六 9.-14. 里貓仔坑休閒農業后里貓仔坑休閒農業區 觀光大二 休閒農業概論 張宏政
11/29 一 5.6 聖益樓 SY522 11/14 日 9.-14. 里貓仔坑休閒農業后里貓仔坑休閒農業區 觀光大二 休閒農業概論 張宏政
11/18 四 1.2.3 聖益樓 SY512 11/18 四 8.-12. 水鼻仔頭休閒農業二水鼻仔頭休閒農業區 觀光1C 管理學 張宏政
12/2 四 1.2.3 聖益樓 SY512 11/18 四 12.-16. 水鼻仔頭休閒農業二水鼻仔頭休閒農業區 觀光1C 管理學 張宏政

11/17 三 1.2.3 聖益樓 SY728 11/24、12/1、12/8 三 4 聖益樓 SY728 創設1A 基本設計（一） 王兆華
11/19 五 1.2.3 寶文大樓 BW424 11/26、12/3、12/10 五 4 寶文大樓 BW424 國企1B 管理資訊系統 謝宜君
11/22 一 2.3.4 知源大樓 JY302 11/22 一 9.-12. 校外參訪 校外參訪 企管大二 消費者行為 王暐棻
11/16 二 1.2 聖益樓 SY512 11/16 二 1.2 昌雲樓 CYB04 觀光1C 職涯與職能發展 謝琦強
11/16 二 5.6 寶文大樓 BW415 11/16 二 5.6 寶文大樓 BW415 外語1C 英語口語表達（一） 陳憶如（莊傑翔代課）
11/16 二 7.8 寶文大樓 BW307 11/16 二 7.8 寶文大樓 BW307 外語4A 英語溝通技巧 陳憶如（鄭凱茹代課）
11/30 二 2.3.4 知源大樓 JY415 12/3 五 5.6.7 知源大樓 JY415 企管大三 創新服務行銷實務 蔡明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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