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開課系級 科目名稱 授課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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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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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動後

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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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國企1A 英語會話(一) 施惠哲 BW202 (1-1)(1-2) SY510

四國企2A 日文(一) 洪嘉鴻 BW202 (1-3)(1-4) SY510

四國企3A 日文(三) 洪嘉鴻 BW202 (1-5)(1-6) SY510

四國企1B 中文閱讀與思考 簡秀娥 BW203 (1-1)(1-2) SY511

四國企3B 韓文(三) 張次正 BW203 (1-5)(1-6) SY511

四行銷1A 職涯與職能發展 陳冠良 BW205 (1-3)(1-4) SY512

四行銷1A 週班會 陳冠良 BW205 (1-A) SY512

四行銷3B 行銷研究 曾建榮 BW205 (1-5)(1-6)(1-7) SY512

四行銷1B 職涯與職能發展 謝君佩 BW206 (1-3)(1-4) SY518

四國企2A 國際企業管理 林惠慈 BW206 (1-5)(1-6)(1-7) SY518

四行銷1C 經濟學(一) 劉榮芳 BW207 (1-2)(1-3)(1-4) SY612

四國企2B 韓文(一) 林惠慈 BW302 (1-3)(1-4) SY519

四國企3D 越南文（三） 陳紅鸞 BW302 (1-5)(1-6) SY519

四國企2C 創意行銷 黃貞瑜 BW303 (1-1)(1-2) SY601

四國企2C 德文（一） 把頌學 BW303 (1-3)(1-4) SY601

四國企3C 德文（三） 把頌學 BW303 (1-5)(1-6) SY601

四行銷3C 整合行銷溝通 王之弘 BW304 (1-2)(1-3)(1-4) SY602

四行銷2B 消費者行為 歐珏竹 BW304 (1-5)(1-6)(1-7) SY602

四行銷2B 週班會 歐珏竹 BW304 (1-A) SY602

四行銷2B 服務行銷 王朝弘 BW305 (1-2)(1-3)(1-4) SY606

四行銷2A 統計學（一） 陳冠良 BW305 (1-5)(1-6)(1-7) SY606

四外語2A 國際溝通英語(一) 鄭凱茹 BW306 (1-3)(1-4) SY607

四外語1A 日文（一） 彭妍蓁 BW306 (1-5)(1-6) SY607

四外語1B 日本產業概論 陳婉瑜 BW307 (1-1)(1-2) SY608

四外語1B 日語文法(一) 陳婉瑜 BW307 (1-3)(1-4) SY608

四外語3B 商用日語會話 中村千佳子 BW307 (1-5)(1-6) SY608

四外語2C 英語會話（一） 康哲彰 BW415 (1-5)(1-6) SY501

四外語2B 日語(三) 蔡季汝 BW426 (1-3)(1-4) SY610

四外語2B 商貿日語(一) 蔡季汝 BW426 (1-5)(1-6) SY610

四財金1A 中文閱讀與思考 簡秀娥 JY201 (1-3)(1-4) SY506

四財金2C 精品賞析與投資 簡春娟 JY203 (1-3)(1-4) SY613

四財金2C 顧客關係管理 王秋冬 JY203 (1-5)(1-6) SY613

四財金2C 金融行銷 劉憓諠 JY203 (1-7)(1-8) SY613

四財金3B 基金管理 楊家禎 JY210 (1-3)(1-4) SY511

四會資3A 成本會計（一） 陳瑞美 JY213 (1-2)(1-3)(1-4) SY614

四會資3A 會計研究方法 袁泱 JY213 (1-5)(1-6)(1-7) SY614

四財金2A 精品賞析與投資 簡春娟 JY214 (1-5)(1-6) SY513

   111年11月21日、12月12日(週一)寶文校區辦理公務人員考試教室異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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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財金2A 信託法規與實務 趙金芳 JY214 (1-7)(1-8) SY513

四會資3B 成本管理會計（一） 張旭玲 JY301 (1-3)(1-4) SY622

四會資3B 財稅專業實習 教授群 JY301 (1-8) SY622

四企管2B 零售與門市管理 張秀漢 JY302 (1-2)(1-3)(1-4) SY618

四企管2A 財務管理 王建博 JY302 (1-5)(1-6)(1-7) SY618

四國企4B 國際企業經營策略管理 周少凱 JY303 (1-2)(1-3)(1-4) SY619

四國企4B 創業管理 林永順 JY303 (1-5)(1-6)(1-7) SY619

四國企4B 商管專業實習 黃貞瑜 JY303 (1-A) SY619

四財金3B 財務報表分析 賴藝文 JY304 (1-5)(1-6)(1-7) SY520

四企管1A 中文閱讀與思考 呂瑞生 JY308 (1-3)(1-4) SY620

四企管4A 策略管理 吳維恭 JY308 (1-5)(1-6)(1-7) SY620

四企管1B 中文閱讀與思考 林修德 JY309 (1-3)(1-4) SY621

四企管2B 週班會 林修德 JY309 (1-A) SY621

四企管2B 人力資源管理 徐克成 JY309 (1-5)(1-6)(1-7) SY621

四會資2A 會計審計法規 李永彬 JY312 (1-5)(1-6)(1-7) SY521

四會資4B 租稅規劃 李蕙蘭 JY313 (1-5)(1-6)(1-7) SY522

四會資4B 稅務資訊系統（一） 吳麗紅 JY401 (1-3)(1-4) - 調整授課時間為11/14、12/5，時段(1-1)(1-2)

四國企2C 統計學（一） 何淑熙 JY401 (1-5)(1-6)(1-7) CY303 請同學攜帶學生證至資網中心借鑰匙

四企管3B 專案管理（一） 任光德 JY402 (1-2)(1-3)(1-4) CYB01 請同學攜帶學生證至資網中心借鑰匙

四企管3B 企業研究方法 楊舒蜜 JY402 (1-5)(1-6)(1-7) CYB01 請同學攜帶學生證至資網中心借鑰匙

四國企3D 證券市場實務 林丁貴 JY403 (1-2)(1-3)(1-4) CY301 請同學攜帶學生證至資網中心借鑰匙

四行銷1A 基礎攝影 謝君佩 JY403 (1-5)(1-6) - 調整授課時間為11/14、12/19，時段(1-7)(1-8)

四財金3A 金融科技與R語言 楊家禎 JY404 (1-5)(1-6) SY515

四財金2A 電子商務 張鈺娸 JY406 (1-3)(1-4) SYB114 請同學攜帶學生證至多媒體教學資源中心借鑰匙

四會資1A

四外語1A
中文閱讀與思考 陳美 JY301 (1-1)(1-2) SY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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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企管1A 研究方法 張瑞元 JY416 (6-1)(6-2)(6-3) - 遠距教學

   111年11月19日、12月10日(週六)寶文校區辦理公務人員考試教室異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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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行銷1A 研究方法 陳冠良 BW416 (6-1)(6-2)(6-3) BW501
碩行銷1A 電子商務專題 李琛瑜 BW416 (6-7)(6-8)(6-A) BW501
碩行銷1A 文化創意行銷專題 謝君佩 BW416 (6-4)(6-5)(6-6) BW501

111年12月10日(週六)寶文校區辦理公務人員考試教室異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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