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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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7 仙庭樓 HT206 整學期 四 5.6.7 仙庭樓 HT402 資科2C 訊號與系統 陳明華
整學期 四 2.3.4 仙庭樓 HT503 整學期 四 2.3.4 昌雲樓 CY301 資科碩一 資科探勘理論與實務 萬絢
6/10 五 5.6.7.8 第三教學大樓 IS201-IS203 6/10 五 5.6.7.8 第三教學大樓 IS201-IS203 - - 陳蕙芬

2/16-3/16 三 2.3.4 寶文大樓 BW210 2/16-3/16 三 2.3.4 聖益樓 SY620 國企3B 國際金融 何淑熙

2/14-3/18 一 2.3.4 知源大樓 JY210 2/14-3/18 一 2.3.4 知源大樓 JY203 財金1C 管理學 賴藝文
2/14-3/18 一 7.8 知源大樓 JY210 2/14-3/18 一 7.8 知源大樓 JY203 財金大四 新金融商品 張鈺娸
2/14-3/18 二 3.4 知源大樓 JY210 2/14-3/18 二 3.4 知源大樓 JY313 財金大二 旅行與投資 黃秀慧
2/14-3/18 二 5.6 知源大樓 JY210 2/14-3/18 二 5.6 知源大樓 JY313 財金大二 旅行與投資 黃秀慧
整學期 四 A 知源大樓 JY210 整學期 四 A 知源大樓 JY202 財金1B 週班會 簡春娟

整學期 一、四 9 知源大樓 JY210 整學期 一、四 9 知源大樓 JY406 財金4A 實務專題（二） 教授群
整學期 一 5.6.7 聖益樓 SY319 整學期 一 5.6.7 聖益樓 SY307 服飾2C 功能性服裝製作 蕭毓秋
整學期 一 2.3.4 聖益樓 SY319 整學期 一 2.3.4 聖益樓 SY307 服飾2A 功能性服裝製作 蕭毓秋
整學期 四 3.4 聖益樓 SY515 整學期 四 3.4 昌雲樓 CY201 觀光大二 航空地勤服務作業實務 陳淑芬

整學期 四 5.6 聖益樓 SY513 整學期 四 5.6 昌雲樓 CY201 觀光大二 航空地勤服務作業實務 陳淑芬

整學期 一 5.6.7 聖益樓 SY803 整學期 一 5.6.7 聖益樓 SY848 創設2A 產品設計（二） 陳俊瑋
整學期 五 2.3.4 寶文大樓 BW308 整學期 五 2.3.4 寶文大樓 BW309 行銷2A 物流管理 陳君杰
3/1 二 5.6 寶文大樓 BW304 3/1 二 5.6 寶文大樓 BW206 行銷大四 國際禮儀 蔡伯建

2/14、2/21 一 3.4 體育館 體育館 2/14、2/21 一 3.4 體育館 體育館 幼保1A 體育 賴姍姍（邱芳斌代課）
2/14、2/21 一 5.6 體育館 體育館 2/14、2/21 一 5.6 體育館 體育館 國企1B 體育 賴姍姍（邱芳斌代課）
2/15、2/22 二 3.4 體育館 體育館 2/15、2/22 二 3.4 體育館 體育館 數媒1A 體育 賴姍姍（邱芳斌代課）

2/16、2/23 三 1.2 寶文球場 寶文球場 2/16、2/23 三 1.2 LM001 LM001 資科1C 體育 賴姍姍（施廷衛代課）
2/16、2/23 三 5.6 LM001 LM001 2/16、2/23 三 5.6 LM001 LM001 博雅通識（二） 肌力訓練指導與實務 賴姍姍（楊世欣代課）
2/17、2/24 四 5.6 體育館 體育館 2/17、2/24 四 5.6 體育館 體育館 流設1A 體育 賴姍姍（王克武代課）

2/24 四 2.3.4 仙庭樓 HT407 3/3、3/10、3/17 四 1 仙庭樓 HT407 資科2C 智慧聯網實務 林源忠

整學期 三 2.3.4 聖益樓 SY608 整學期 三 2.3.4 知源大樓 JY302 企管3A 作業管理 簡進嘉
整學期 三 2.3.4 知源大樓 JY302 整學期 三 2.3.4 聖益樓 SY608 企管大二 組織行為 吳維恭
整學期 三 7.8 聖益樓 SY611 整學期 三 7.8 聖益樓 SY512 通識教室13 自然書寫與環境倫理關懷 林修德
整學期 三 7.8 聖益樓 SY512 整學期 三 7.8 聖益樓 SY611 通識教室07 智慧財產權糾紛之法律與實務 歐陽徵

3/25、4/1、4/8、4/22、4/29 五 3.4 聖益樓 SY502 3/25、4/1、4/8、4/22、4/29 五 3.4 校外服務場域 校外服務場域 國企2D 群己倫理與生命關懷、服務學習 呂欽武

整學期 三 7.8 聖益樓 SY402 整學期 三 7.8 聖益樓 SY411 視傳大三 展示設計與實務 顏鎮榮

2/23-6/15 三 2.3 昌雲樓 CY503 2/23-6/15 三 2.3 長榮飯店 長榮飯店 觀光大二 房務作業管理 楊主恩
整學期 一 5.6 聖益樓 SY213 整學期 一 5.6 聖益樓 SY601 流設大二 現代設計師作品分析 黃筱晴

整學期 一 7.8 聖益樓 SY213 整學期 一 7.8 聖益樓 SY601 流設大三 流行展示規畫與設計 黃筱晴
整學期 四 3.4 聖益樓 SY213 整學期 四 3.4 聖益樓 SY601 流設大三 流行展示規畫與設計 黃筱晴
整學期 二 2.3.4 聖益樓 SY214 整學期 二 2.3.4 聖益樓 SY211 流設大三 藝術髮型創作 黃振生
整學期 二 5.6.7 聖益樓 SY313 整學期 二 5.6.7 聖益樓 SY312 服飾2A 版型結構（一） 羅莉華
整學期 四 5.6.7 聖益樓 SY313 整學期 四 5.6.7 聖益樓 SY312 服飾2B 版型設計（二） 羅莉華

3/22、3/29、4/26、5/3、5/10 二 5.6 聖益樓 SY601 3/22、3/29、4/26、5/3、5/10 二 5.6 校外服務場域 校外服務場域 觀光2A 群己倫理與生命關懷、服務學習 張書渝
整學期 三 5.6 聖益樓 SY606 整學期 三 5.6 聖益樓 SY614 企管2A 群己倫理與生命關懷、服務學習 李貞宜
整學期 三 5.6 聖益樓 SY508 整學期 三 5.6 聖益樓 SY848 創設4B 作品集設計與製作 劉宜欣
整學期 三 夜1-3 聖益樓 SY727 整學期 三 夜1-3 聖益樓 SY803 碩創設1A 專題研討 梁榮進
整學期 三 5.6.7 寶文大樓 BW416 整學期 三 5.6.7 寶文大樓 BW506 行銷2D 服務行銷 葉玟瑾

整學期 四 2.3.4 知源大樓 JY416 整學期 四 2.3.4 知源大樓 JY310 企管大三 共通核心職能課程 朱曉萍
整學期 二 2.3.4 知源大樓 JY416 整學期 二 2.3.4 知源大樓 JY310 企管大四 國際財務管理與金融 王美智
整學期 三 2.3.4 知源大樓 JY416 整學期 三 2.3.4 聖益樓 SY611 企管大四 團隊與領導 王暐棻
整學期 一 3.4.5.6 知源大樓 JY416 整學期 一 3.4.5.6 知源大樓 JY309 企管大四 共通核心職能 楊舒蜜、朱曉萍
整學期 二 5.6.7 知源大樓 JY415 整學期 二 5.6.7 知源大樓 JY310 企管大四 全球市場分析與研討 任光德

整學期 四 5.6.7.8 知源大樓 JY415 整學期 四 5.6.7.8 知源大樓 JY310 企管大三 電子商務與網路行銷實務、職場體驗 蔡明純
整學期 四 夜3 知源大樓 JY416 整學期 四 夜3 知源大樓 JY402 碩企管1A 經營管理實務專題研討（二） 任光德
整學期 三 夜1-3 知源大樓 JY416 整學期 三 夜1-3 知源大樓 JY310 碩企管2A 財務管理實務專題 王建博
整學期 四 夜1-3 知源大樓 JY416 整學期 四 夜1-3 知源大樓 JY402 企管碩一 專案管理專題 任光德
2/21 一 7.8 知源大樓 JY313 2/21 一 1.2 知源大樓 JY401 會資4B 租稅專題研究 孫鈺峯

2/22 二 5.6 重訓室 重訓室 2/22 二 5.6 重訓室 重訓室 博雅通識（四） 基礎重量訓練 王克武（邱芳斌代課）
整學期 五 2.3.4 知源大樓 JY416 整學期 五 2.3.4 知源大樓 JY313 行銷大三 產品發展與管理 歐珏竹

整學期 一 3.4 聖益樓 SY422 整學期 一 3.4 聖益樓 SY413 視傳大一 當代設計思潮 黃庭超

整學期 二 3.4 聖益樓 SY402 整學期 二 3.4 聖益樓 SY413 視傳2A 專案設計（二） 黃庭超
整學期 二 3.4 知源大樓 JY212 整學期 二 3.4 知源大樓 JY405 會資2B 記帳相關法規 袁泱
整學期 三 5.6 寶文大樓 BW310 整學期 三 5.6 寶文大樓 BW311 流設1C、財金1C 英文（二） 施又瑀

2/22-3/15 二 3.4 寶文大樓 BW310 2/22-3/15 二 3.4 寶文大樓 BW302 外語3C 進階聽講練習 宋立群
整學期 五 1.2.3 寶文大樓 BW310 整學期 五 1.2.3 寶文大樓 BW306 外語大一 西洋電影與文化研究 宋立群

整學期 五 1.2 寶文大樓 BW306 整學期 五 1.2 寶文大樓 BW308 外語3A 中英翻譯（二） 苗新雨
2/18 五 2.3.4 仙庭樓 HT307 2/18 五 2.3.4 仙庭樓 HT307 資管4B 產品設計實務 林甘敏（黃國華代課）
2/23 三 4-5 仙庭樓 HT204、HT205 2/23 三 4-5 仙庭樓 HT204、HT205 - - 韋明淑

3/16 三 5.6 聖益樓 SY512 3/16 三 5.6 昌雲樓 CY201 觀光大一 臺灣傳統藝術欣賞 謝永茂
3/23 三 5.6 聖益樓 SY512 3/23 三 5.6.7.8 校外教學 校外教學 觀光大一 臺灣傳統藝術欣賞 謝永茂

3/30 三 5.6 聖益樓 SY512 3/23 三 5.6.7.8 校外教學 校外教學 觀光大一 臺灣傳統藝術欣賞 謝永茂
5/25 三 5.6 聖益樓 SY512 5/25 三 5.6.7.8 校外教學 校外教學 觀光大一 臺灣傳統藝術欣賞 謝永茂
6/1 三 5.6 聖益樓 SY512 5/25 三 5.6.7.8 校外教學 校外教學 觀光大一 臺灣傳統藝術欣賞 謝永茂

3/1 二 2.3.4 寶文大樓 BW304 3/1 二 2.3.4 寶文大樓 BW303 行銷3A 顧客關係管理 葉玟瑾
3/19 六 1.2.3 寶文大樓 BW416 3/17 四 2.3.4 知源大樓 JY540 碩行銷1A 數量方法 陳冠良

3/19 六 4.5.6 寶文大樓 BW416 3/17 四 5.6.7 知源大樓 JY540 碩行銷1A 流通事業經營策略專題 廖述嘉
3/10 四 3.4 桌球室 桌球室 3/10 四 3.4 桌球室 桌球室 資科1A 體育課 王克武（賴姍姍代課）
3/11 五 1.2 桌球室 桌球室 3/11 五 1.2 桌球室 桌球室 資科1D 體育課 王克武（賴姍姍代課）

3/8 二 2.3.4 寶文大樓 BW205 3/11 五 5.6.7 寶文大樓 BW205 行銷3C 供應鏈管理 陳君杰
3/3 四 3.4 聖益樓 SY514 3/3 四 3.4 聖益樓 SY514 觀光大四 銀髮族健康促進指導 陳一涵（沈竑毅代課）

3/2-4/6 二 5.6 聖益樓 SY513 3/2-4/6 二 5.6 昌雲樓 CY201 觀光2B 民宿經營與管理 謝琦強
3/2-4/6 三 5.6 聖益樓 SY515 3/2-4/6 三 5.6 昌雲樓 CY201 觀光2C 民宿經營與管理 謝琦強
4/20 三 2.3.4 聖益樓 SY511 4/20 三 2.3.4 校外教學 校外教學 觀光1A 休閒遊憩概論 杜光玉

3/15 二 5.6 昌雲樓 CY303 3/15 二 5.6 寶文大樓 BW306 外語2C 英文寫作（二） 宋立群
3/17 四 1.2 知源大樓 JY402 3/17 四 5.6 知源大樓 JY303 企管碩一 專案管理專題 任光德

3/17 四 3 知源大樓 JY402 3/17 四 7 知源大樓 JY303 碩企管1A 經營管理實務專題研討（二） 任光德
4/20、4/27、5/4、5/11、5/18 三 5.6 聖益樓 SY602 4/20、4/27、5/4、5/11、5/18 三 5.6 校外服務學習 校外服務學習 行銷2C 群己倫理與生命關懷、服務學習 陳盈詩

3/11 五 3.4 聖益樓 SY402 3/11 五 5.6 聖益樓 SY402 視傳大一 當代設計思潮 顏鎮榮

4/19、4/26、5/3、5/10、5/17 二 3.4 聖益樓 SY501 4/19、4/26、5/3、5/10、5/17 二 3.4 校外服務學習 校外服務學習 行銷2B 群己倫理與生命關懷、服務學習 林思騏
4/20、4/27、5/4、5/11、5/18 三 3.4 聖益樓 SY501 4/20、4/27、5/4、5/11、5/18 三 3.4 校外服務學習 校外服務學習 國企2A 群己倫理與生命關懷、服務學習 林思騏

3/30、4/6、4/20、4/27、5/4 三 3.4 聖益樓 SY502 3/30、4/6、4/20、4/27、5/4 三 3.4 校外服務學習 校外服務學習 外語2B 群己倫理與生命關懷、服務學習 陳儒晰
3/10、3/17 四 5.6.7 知源大樓 JY312 3/10、3/17 四 5.6.7 知源大樓 JY311 會資3A 財務報表分析 吳麗紅

3/8 二 7.8 聖益樓 SY607 3/8 二 7.8 聖益樓 SY607 四技三通識 運動與保健 吳淑卿（陳一涵）

3/8 二 3.4 綜合活動 綜合活動 3/18 五 3.4 羽球 羽球 觀光1B 體育（二） 吳淑卿

3/8 二 5.6 綜合活動 綜合活動 3/16 三 7.8 羽球 羽球 國企1C 體育（二） 吳淑卿

3/9 三 5.6 綜合活動 綜合活動 3/25 五 1.2 羽球 羽球 企管1B 體育（二） 吳淑卿
3/10 四 1.2 綜合活動 綜合活動 3/18 五 1.2 羽球 羽球 數媒1C 體育（二） 吳淑卿

3/11、3/18、3/25、4/22 五 5.6 第三教學大樓 IS201-IS203 3/11、3/18、3/25、4/22 五 5.6 第三教學大樓 IS201-IS203 - - 洪至璋
3/11、3/18 五 5.6.7 知源大樓 JY301 3/11、3/18 五 5.6.7 知源大樓 JY301 會資1A 會計學（二） 李蕙蘭

3/17 四 5.6 知源大樓 JY311 3/17 四 5.6 知源大樓 JY312 會資碩二 財務會計實證研究 孫鈺峯

整學期 二 3.4 聖益樓 SYB110 整學期 二 3.4 聖益樓 SYB202 數媒2B 錄音工程 靳鐵章
整學期 四 3.4 聖益樓 SYB109 整學期 四 3.4 聖益樓 SYB202 數媒2A 錄音工程 周玄祥

整學期 四 3 聖益樓 SYB202 整學期 四 3 聖益樓 SYB109 數媒1C 數位媒體專題（二） 洪瑞陽
3/17 三 2.3.4 昌雲樓 CYB04 3/21 一 5.6.7 昌雲樓 CYB04 創設大一 數位內容設計 林育陞
3/17 三 5.6.7 昌雲樓 CYB04 3/28 一 5.6.7 昌雲樓 CYB04 創設大一 數位內容設計 林育陞

3/8 二 2.3.4 仙庭樓 HT402 3/8、3/29 二 7.8 昌雲樓 CYB01 資科大三 電子商務網站建置 林冠妤
4/19 二 2.3.4 仙庭樓 HT402 3/29、5/10 二 7.8 昌雲樓 CYB01 資科大三 電子商務網站建置 林冠妤

3/25 五 5.6.7.8 仙庭樓 HT204、HT205、HT206 3/25 五 5.6.7.8 仙庭樓 HT204、HT205、HT206觀光4A、4B、4C 實務專題（二） 熊婉君
3/10 四 2.3.4 聖益樓 SY215 3/18 五 5.6.7 聖益樓 SY215 流設1C  職場美容實務 林淑菁
3/15 二 7.8 聖益樓 SY515 3/15 二 7.8 校外 校外 觀光2C 運動觀光 熊婉君

4/20、4/27、5/4、5/11、5/18 三 5.6 聖益樓 SY601 4/20、4/27、5/4、5/11、5/18 三 5.6 校外服務 校外服務 財金2A 群己倫理與生命關懷、服務學習 韋明淑
3/17 四 5.6 聖益樓 SY301 3/17 四 5.6 聖益樓 SY507 時經2B 珠寶賞析 朱倖誼

整學期 五 5 寶文大樓 BW306 整學期 五 4 寶文大樓 BW306 外語1A 班週會 宋立群
5/4、5/11 三 5.6 第三教學大樓 IS203 3/23 三 7.8.9.10 大坑步道 大坑步道 觀光大四 登山步道休閒指導 黃文雄

3/17 四 5.6 排球 排球 3/10 四 7.8 桌球室 桌球室 外語1B 體育 盧美麗
3/16 三 3.4 桌球教室 桌球教室 3/14 一 5.6 桌球教室 桌球教室 時經1B 體育（二） 蔡耀程
3/16 三 5.6 桌球教室 桌球教室 3/14 一 7.8 籃球場 籃球場 企管1A 體育（二） 蔡耀程

3/17 四 5.6 桌球教室 桌球教室 3/21 一 5.6 桌球教室 桌球教室 外語1A 體育（二） 蔡耀程
3/18 五 1.2 桌球教室 桌球教室 3/23 三 1.2 桌球教室 桌球教室 視傳1C 體育（二） 蔡耀程
3/16 三 5.6.7 聖益樓 SY609 3/23、3/30、4/6 三 8 聖益樓 SY609 時經3A 商務談判 張鈺娸

3/14、3/21、3/28、4/18、4/25 一 3.4 聖益樓 SY502 3/14、3/21、3/28、4/18、4/25 一 3.4 服務學習場域 服務學習場域 行銷2A 群己倫理與生命關懷、服務學習 陳美
3/15、3/22、3/29、4/19、4/26 二 3.4 聖益樓 SY507 3/15、3/22、3/29、4/19、4/26 二 3.4 服務學習場域 服務學習場域 國企2C 群己倫理與生命關懷、服務學習 陳美

3/17、3/24、3/31、4/7、4/21 四 3.4 聖益樓 SY501 3/17、3/24、3/31、4/7、4/21 四 3.4 服務學習場域 服務學習場域 財金2B 群己倫理與生命關懷、服務學習 陳美
4/19、4/26、5/3、5/17、5/24 二 4 聖益樓 SY502 4/19、4/26、5/3、5/17、5/24 二 4 校外服務學習 校外服務學習 國企2B 服務學習 賴佳菁
4/18、4/25、5/2、5/9、5/16 一 4 聖益樓 SY501 4/18、4/25、5/2、5/9、5/16 一 4 校外服務學習 校外服務學習 應外2A 服務學習 賴佳菁

3/23 三 5.6 聖益樓 SY510 3/19 六 13-15 烏日區青農農場 烏日區青農農場 觀光大一 休閒農業概論 張宏政
3/30 三 5.6 聖益樓 SY510 3/19 六 15-17 烏日區青農農場 烏日區青農農場 觀光大一 休閒農業概論 張宏政

3/23 三 1.2 聖益樓 SY512 3/12 六 13-15 烏日區青農農場 烏日區青農農場 觀光大一 休閒農業概論 張宏政

3/30 三 1.2 聖益樓 SY512 3/12 六 15-17 烏日區青農農場 烏日區青農農場 觀光大一 休閒農業概論 張宏政

3/23 三 1-8 聖益樓 SY616 3/23 三 1-8 聖益樓 SY616 數媒4A、數媒1A畢業專題（二）、影像設計實務（二） 黃俊雄
3/10 四 5.6.7.8 知源大樓 JY214 3/10 四 5.6.7.8 知源大樓 JY214 - - 陳嘉欣
3/17 四 1-8 知源大樓 JY214 3/17 四 1-8 知源大樓 JY214 - - 陳嘉欣

4/1 五 1.2.3 聖益樓 SY114 3/26 六 1.2.3 校外參訪 校外參訪 服飾1C 服裝構成（二） 蕭毓秋
4/8 五 1.2.3 聖益樓 SY114 3/26 六 5.6.7 校外參訪 校外參訪 服飾1C 服裝構成（二） 蕭毓秋

3/17 四 5.6 知源大樓 JY311 3/24 四 7.8 知源大樓 JY311 會資碩二 財務會資實證研究 孫鈺峯
3/17 四 5.6 知源大樓 JY213 3/23 三 5.6 知源大樓 JY211 會資大二 統計學（二） 孫鈺峯
3/17 四 5.6 聖益樓 SY302 3/17 四 5.6 聖益樓 SY601 視傳大四 設計相關法規 陳健文

4/20 三 5.6 聖益樓 SY512 4/20 三 5.6 昌雲樓 CY201 觀光大一 臺灣傳統藝術欣賞 謝永茂
3/21、3/28、4/18、4/25、5/2 一 5.6 聖益樓 SY502 3/21、3/28、4/18、4/25、5/2 一 5.6 校外服務場域 校外服務場域 觀光2C 群己倫理與生命關懷、服務學習 劉彥芸
3/22、4/26、5/3、5/24、5/31 二 5.6 聖益樓 SY602 3/22、4/26、5/3、5/24、5/31 二 5.6 校內外服務場域 校內外服務場域 會資2A、2B 群己倫理與生命關懷、服務學習 李栩鈺

4/1 五 1.2 寶文大樓 BW312 4/1 五 1.2 寶文大樓 BW211 LB17 職場英文 陳正鑫
5/20 五 2.3.4 昌雲樓 CY303 3/25 五 2.3.4 仙庭樓 HT108 觀光3A 企業研究方法 黃文雄
3/22 二 3.4 羽球 羽球 3/25 五 3.4 羽球 羽球 觀光1B 體育（二） 吳淑卿

3/22 二 5.6 羽球 羽球 3/23 三 7.8 羽球 羽球 國企1C 體育（二） 吳淑卿
3/29 二 7.8 聖益樓 SY607 3/29 二 7.8 韻律教室 韻律教室 通識教室21 運動與保健 吳淑卿

4/6、4/20、4/27、5/4、5/11 三 5.6 聖益樓 SY614 4/6、4/20、4/27、5/4、5/11 三 5.6 校內外服務場域 校內外服務場域 企管2A 群己倫理與生命關懷、服務學習 李貞宜
3/30、4/6 三 3.4 昌雲樓 CY405 5/6 五 5.6.7.8 昌雲樓 CY201 碩觀光2A 管理專題研討（四） 謝琦強

3/22 二 5.6 寶文大樓 BW312 3/22 二 5.6 寶文大樓 BW312 英文LA21 英文（二） 劉文榮（黃芝華代課）

3/23 三 5.6 寶文大樓 BW312 3/23 三 5.6 寶文大樓 BW312 英文LA24 英文（二） 劉文榮（陳耿雄代課）
3/28 一 3.4 寶文球場 寶文球場 3/28 一 3.4 寶文球場 寶文球場 幼保1A 體育 賴姍姍（邱芳斌）
3/28 一 5.6 寶文球場 寶文球場 3/28 一 5.6 寶文球場 寶文球場 國企1B 體育 賴姍姍（邱芳斌）

5/5、5/12 四 3.4 寶文大樓 BW431 5/5、5/12 四 3.4 寶文大樓 BW307 外語1B 日本文化與美學（二） 黃耀儀
3/28 一 7.8 聖益樓 SY513 3/28 一 7.8 高美濕地園區 高美濕地園區 觀光大二 生態旅遊 張宏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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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8 一 7.8 聖益樓 SY513 4/18 一 7.8 高美濕地園區 高美濕地園區 觀光大二 生態旅遊 張宏政

5/4 三 5.6 昌雲樓 CY402 3/30 三 7.8 大坑步道 大坑步道 觀光大四 登山步道休閒指導 黃文雄
5/11 三 5.6 昌雲樓 CY402 3/30 三 9.1 大坑步道 大坑步道 觀光大四 登山步道休閒指導 黃文雄
4/1 五 2.3.4 知源大樓 JY403 4/8 五 5.6.7 寶文大樓 BW424 國企1C 商業應用軟體 謝宜君
4/20 三 3.4 知源大樓 JY303 4/18 一 5.6 知源大樓 JY203 財金大二 保險實務 宋畹玖
4/18 一 2.3.4 知源大樓 JY303 4/18 一 5.6.7 知源大樓 JY303 財金4B 投資理財 趙金芳

4/18 一 2.3.4 知源大樓 JY214 4/18 一 5.6.7 知源大樓 JY406 財金4A 投資理財 徐忠誠
4/18 一 5.6.7 知源大樓 JY406 4/18 一 5.6.7 知源大樓 JY202 財金2B 統計學（二） 陽家禎
4/8 五 5.6 聖益樓SY611、SY612、SY613、SY614 4/8 五 5.6 聖益樓SY611、SY612、SY613、SY614 - - 洪至璋
3/29 二 3.4 寶文排球場 寶文排球場 4/12、4/19 二 2 寶文排球場 寶文排球場 時經1A 體育課 王克武
3/29 二 5.6 LMB001 LMB001 4/12、4/19 二 7 LMB001 LMB001 通識教育（四） 體育課 王克武

4/20、4/27、5/4、5/11 三 5.6 聖益樓 SY607 4/20、4/27、5/4、5/11 三 5.6 校外服務學習 校外服務學習 觀光2B 群己倫理與生命關懷、服務學習 張美鈴
4/22、4/29、5/6、5/13 五 3.4 聖益樓 SY501 4/22、4/29、5/6、5/13 五 3.4 校外服務學習 校外服務學習 企管2B 群己倫理與生命關懷、服務學習 張美鈴

3/29 二 5.6 寶文大樓 BW312 3/29 二 5.6 寶文大樓 BW312 英文LA21 英文（二） 劉文榮（黃芝華代課）
3/30 三 5.6 寶文大樓 BW312 3/30 三 5.6 寶文大樓 BW312 英文LA24 英文（二） 劉文榮（陳耿雄代課）
4/11 一 7.8 知源大樓 JY210 4/11 一 7.8 知源大樓 JY203 財金大四 新金融商品 張鈺娸

4/11 一 3.4 知源大樓 JY406 4/11 一 3.4 知源大樓 JY203 財金大三 技術分析 張鈺娸
3/29-6/14 二 5.6 知源大樓 JY210 3/29-6/14 二 5.6 知源大樓 JY313 財金大二 旅行與投資 黃秀慧

4/19 二 2.3.4 知源大樓 JY214 4/21 四 5.6.7 寶文大樓 BW309 財金3B 財金專業證照 賴藝文
4/20 二 2.3.4 知源大樓 JY214 4/21 四 5.6.7 寶文大樓 BW309 財金3A 財金專業證照 賴藝文
4/13 三 2.3.4 寶文大樓 BW205 4/15 五 6.7.8 寶文大樓 BW205 行銷1A 零售管理 游功揚

4/13 五 2.3.4 寶文大樓 BW206 4/15 五 6.7.8 寶文大樓 BW206 行銷1B 零售管理 陳唐平
4/13 四 2.3.4 寶文大樓 BW207 4/15 五 6.7.8 寶文大樓 BW207 行銷1C 零售管理 蔡伯健
4/11 一 3.4 籃球 籃球 4/13 三 1.2 籃球 籃球 財金1A 體育（二） 吳淑卿

4/11 一 5.6 籃球 籃球 4/25 一 1.2 籃球 籃球 財金1B 體育（二） 吳淑卿
4/12 二 3.4 籃球 籃球 4/12 二 3.4 籃球 籃球 觀光1B 體育（二） 吳淑卿（盧美麗代課）
4/12 二 5.6 籃球 籃球 4/12 二 5.6 籃球 籃球 國企1C 體育（二） 吳淑卿（沈竑毅代課）
4/12 二 7.8 聖益樓 SY607 4/12 二 7.8 重訓室 重訓室 通識教室21 運動與保健 吳淑卿（王克武代課）

4/6 三 5.6 寶文大樓 BW312 4/6 三 5.6 寶文大樓 BW312 LA24 英文（二） 劉文榮（陳耿雄代課）
4/12-6/14 二 3.4 知源大樓 JY405 4/12-6/14 二 3.4 知源大樓 JY313 會資2B 記帳相關法規 袁泱

4/14 四 5.6 知源大樓 JY401 4/14 四 5.6 知源大樓 JY401 財金3C 財金套裝軟體 盛子駿（鄭光甫代課）
4/12 二 2.3.4 知源大樓 JY302 4/12 二 2.3.4 知源大樓 JY302 國企1A 會計學（二） 鄭雯芳（王建博代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