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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國企1A 中文閱讀與鑑賞 胡仲權 BW202 (1-3)(1-4) SY507

四國企4A 跨文化管理 阮啓平 BW202 (1-5)(1-6)(1-7) SY507

四國企1B 英語會話(一) 施惠哲 BW203 (1-3)(1-4) SY509

四國企2C 國際企業管理 林惠齡 BW203 (1-5)(1-6)(1-7) SY509

四行銷1A 中文閱讀與鑑賞 呂瑞生 BW205 (1-3)(1-4) SY502

四行銷1A 職涯與職能發展 葉玟瑾 BW205 (1-1)(1-2) SY502

四行銷4C 商店規劃與設計 陳敏政 BW205 (1-5)(1-6)(1-7) SY502

四行銷1B 中文閱讀與鑑賞 賴昭君 BW206 (1-1)(1-2) SY506

四行銷1B 職涯與職能發展 蔡伯健 BW206 (1-3)(1-4) SY506

四行銷1C 行銷學 王朝弘 BW207 (1-1)(1-2)(1-3) SY514

四國企3D 國際行銷管理 林惠慈 BW302 (1-2)(1-3)(1-4) SY519

四國企3D 韓文(三) 林惠慈 BW302 (1-5)(1-6) SY519

四國企4B 國際企業經營策略管理 周少凱 BW303 (1-5)(1-6)(1-7) SY521

四國企4B 創業管理 張瑞娟 BW303 (1-2)(1-3)(1-4) SY521

四行銷1C 創意思考 蔡伯健 BW304 (1-5)(1-6) SY511

四行銷2B 統計學（一） 陳冠良 BW305 (1-2)(1-3)(1-4) SY606

四行銷2C 運輸管理 巫哲緯 BW305 (1-5)(1-6)(1-7) SY606

四外語1A 中文閱讀與鑑賞 李栩鈺 BW306 (1-3)(1-4) SY609

四外語2A 觀光英文 宋立群 BW306 (1-1)(1-2) SY609

四外語2B 日語(三) 張惠蘭 BW306 (1-5)(1-6) SY609

四外語2B 時尚流行日語 陳婉瑜 BW306 (1-7)(1-8) SY609

四外語1B 中文閱讀與鑑賞 賴昭君 BW307 (1-3)(1-4) SY610

四外語1B 職涯與職能發展 張惟綜 BW307 (1-1)(1-2) SY610

四外語1B 日語聽講練習(一) 陳俊廷 BW307 (1-5)(1-6) SY610

四外語2A 英語會話（一） 蒲信岩 BW415 (1-7)(1-8) SY514

四外語3A 時事英文 宋立群 BW424 (1-3)(1-4) IS202

四外語1D 日語聽講練習(一) 李宗憲 BW426 (1-5)(1-6) SY611

四外語2B 商貿日語(一) 陳俊廷 BW426 (1-3)(1-4) SY611

四行銷3A 企業資源規劃 李琛瑜 BW506 (1-5)(1-6)(1-7) IS203

四財金1A 金融市場 郭蘇文 JY201 (1-3)(1-4) IS201

四財金1B 經濟學(一) 徐歷常 JY202 (1-2)(1-3)(1-4) SY613

四財金1B 金融市場 高秀月 JY202 (1-5)(1-6) SY613

四財金1C 經濟學(一) 史大麗 JY203 (1-2)(1-3)(1-4) HT205

四財金2B 精品賞析與投資 簡春娟 JY210 (1-3)(1-4) HT301

四財金3B 財務報表分析 賴藝文 JY214 (1-2)(1-3)(1-4) SY618

四會資2A、2B 中級會計學（一） 張旭玲 JY301 (1-2)(1-3)(1-4) SY614

四會資3B 財政學（一） 李蕙蘭 JY301 (1-5)(1-6)(1-7) SY614

四企管2B 物流與供應鏈管理 陳彥彰 JY302 (1-5)(1-6)(1-7) SY615

四企管2B 消費者行為 王暐棻 JY302 (1-2)(1-3)(1-4) SY615

四財金2A 信託法規與實務 趙金芳 JY303 (1-5)(1-6) SY616

四行銷3A 整合行銷溝通 王之弘 JY303 (1-2)(1-3)(1-4) SY616

四企管3A 投資學 鍾益仔 JY309 (1-2)(1-3)(1-4) SY619

四會資1A、1B 經濟學(一) 孫鈺峯 JY312 (1-1)(1-2)(1-3) SY622

四會資2B 保險學 朱馨蕙 JY313 (1-5)(1-6) SY506

四財金2A 電子商務 張鈺娸 JY401 (1-3)(1-4) SYB114

四會資3A 會計研究方法 袁泱 JY401 (1-5)(1-6)(1-7) SY512

四企管2A 統計學 蔣榮宗 JY402 (1-5)(1-6)(1-7) HT406 請同學攜帶學生證至資科系辦借鑰匙

四企管3B 企業研究方法 黃彥凱 JY402 (1-2)(1-3)(1-4) CYB04 請同學攜帶學生證至資網中心借鑰匙

四國企2A 統計學（一） 何淑熙 JY403 (1-5)(1-6)(1-7) CY303 請同學攜帶學生證至資網中心借鑰匙

四國企3B 跨境電子商務 李宗愷 JY403 (1-2)(1-3)(1-4) CY303 請同學攜帶學生證至資網中心借鑰匙

四財金3B 證券投資分析 徐忠誠 JY404 (1-5)(1-6) CY304 請同學攜帶學生證至資網中心借鑰匙

四財金2B 統計學（一） 楊家禎 JY406 (1-5)(1-6)(1-7) SY504 請同學攜帶學生證至視傳系辦借鑰匙

四財金3A 證券投資分析 徐忠誠 JY406 (1-3)(1-4) SY504 請同學攜帶學生證至視傳系辦借鑰匙

四企管3B 智慧服務管理 楊舒蜜 JY415 (1-5)(1-6)(1-7) SY510

四企管4B 文化創意產業概論 林貞慧 JY416 (1-5)(1-6)(1-7) SY501

   110年11月22日、12月13日(週一)寶文校區辦理公務人員考試教室異動


	11月22日、12月13日(星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