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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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2.3.4 知源大樓 JY308 整學期 二 2.3.4 昌雲樓 CYB01 企管大二 顧客關係管理 呂欽武
整學期 五 5.6.7 昌雲樓 CY301 整學期 五 5.6.7 昌雲樓 CYB01 資科2A 數位系統設定 謝景順
整學期 一 5.6.7 仙庭樓 HT308 整學期 一 5.6.7 昌雲樓 CYB01 資科2C 訊號與系統 謝景順
整學期 二 5.6.7 仙庭樓 HT402 整學期 二 5.6.7 昌雲樓 CYB01 資科2D 物件導向程式設計 謝景順
整學期 四 5.6.7 仙庭樓 HT404 整學期 四 5.6.7 仙庭樓 HT407 資科大三 進階手持裝置程式設計 張志忠
3/22 三 5.6.7.8 聖益樓 SY518 3/22 三 5.6.7.8 聖益樓 SY518 觀光4A 實務專題（二） 教授群
3/22 三 5.6.7.8 聖益樓 SY519 3/22 三 5.6.7.8 聖益樓 SY519 觀光4B 實務專題（二） 教授群
3/22 三 5.6.7.8 聖益樓 SY520 3/22 三 5.6.7.8 聖益樓 SY520 觀光4C 實務專題（二） 教授群
3/22 三 5.6.7.8 聖益樓 SY521 3/22 三 5.6.7.8 聖益樓 SY521 觀光4D 實務專題（二） 教授群
整學期 五 1.2 聖益樓 SY520 整學期 五 1.2 聖益樓 SY511 數媒3A 專業英文 黃芝華
整學期 五 3.4 聖益樓 SY522 整學期 五 3.4 聖益樓 SY511 數媒3C 專業英文 黃芝華
整學期 五 3 聖益樓 SY511 整學期 五 3 聖益樓 SY522 數媒1A 數位媒體專題（一） 巫俊采
2/13 一 5.6.7 寶文大樓 BW506 2/13 一 5.6.7 寶文大樓 BW506 行銷3A 顧客關係管理 葉玟瑾（卓為智代課）
2/16 四 5.6.7 寶文大樓 BW506 2/16 四 5.6.7 寶文大樓 BW506 行銷3A 顧客關係管理 葉玟瑾（卓為智代課）
2/15 三 3.4 寶文大樓 BW207 2/15 三 3.4 寶文大樓 BW207 行銷4A 國際禮儀 葉玟瑾（歐珏竹代課）
整學期 五 2.3.4 寶文大樓 BW305 整學期 五 2.3.4 知源大樓 JY403 行銷大二 國際行銷管理 王朝弘
整學期 一 2.3.4 寶文大樓 BW308 整學期 一 2.3.4 昌雲樓 CYB04 行銷大二 國際行銷管理 王朝弘
整學期 三 2.3.4 仙庭樓 HT306 整學期 三 2.3.4 昌雲樓 CY303 資科大三 大數據分析 萬絢

3/1 三 3.4 聖益樓 SYB203 3/1 三 3.4 聖益樓 SY418 視傳大一 影像創作 吳政璋
3/1 三 5 聖益樓 SYB203 3/1 三 5 聖益樓 SY409 視傳1B 週班會 吳政璋
3/2 四 5.6.7 聖益樓 SYB203 3/2 四 5.6.7 聖益樓 SY409 視傳碩一 影像美學 吳政璋
整學期 四 7.8 聖益樓 SY728 整學期 四 7.8 聖益樓 SY846 時經1A 時尚經濟學 林佳慶
整學期 四 7.8 聖益樓 SY728 整學期 四 7.8 聖益樓 SY846 時經1B 時尚經濟學 林佳慶
整學期 一 3.4 聖益樓 SY513 整學期 一 3.4 聖益樓 SY846 時經2A 美術史 林懷欣
整學期 一 5.6 聖益樓 SY513 整學期 一 5.6 聖益樓 SY846 時經2A 流行趨勢分析 林懷欣
2/18 六 2.3.4 聖益樓 SYB113 2/18 六 2.3.4 聖益樓 SYB116 碩數媒1A 設計方法與媒體資訊理論 黃俊雄
2/18 六 5.6.7 聖益樓 SYB113 2/18 六 5.6.7 聖益樓 SYB116 碩數媒1A 整合設計 陳子雲
2/18 六 2.3.4 聖益樓 SYB101 2/18 六 2.3.4 聖益樓 SY507 碩數媒2A 專題研究（二） 彭慶東

2/27、4/3 一 3.4 仙庭樓 HT101 2/18、3/25 六 3.4 仙庭樓 HT204 幼保2A 幼兒多元文化教育 徐碧君
2/22、3/1 三 2.3 第二教學大樓 IT109 3/1 三 1.2.3.4 第二教學大樓 IT109 觀光大三 烘焙創意食物 熊婉君
3/8、3/15 三 2.3 第二教學大樓 IT109 3/15 三 1.2.3.4 第二教學大樓 IT109 觀光大三 烘焙創意食物 熊婉君
3/22、3/29 三 2.3 第二教學大樓 IT109 3/29 三 1.2.3.4 第二教學大樓 IT109 觀光大三 烘焙創意食物 熊婉君
4/19、4/26 三 2.3 第二教學大樓 IT109 4/26 三 1.2.3.4 第二教學大樓 IT109 觀光大三 烘焙創意食物 熊婉君
5/3、5/10 三 2.3 第二教學大樓 IT109 5/10 三 1.2.3.4 第二教學大樓 IT109 觀光大三 烘焙創意食物 熊婉君
5/17、5/24 三 2.3 第二教學大樓 IT109 5/24 三 1.2.3.4 第二教學大樓 IT109 觀光大三 烘焙創意食物 熊婉君
6/7、6/14 三 2.3 第二教學大樓 IT109 6/14 三 1.2.3.4 第二教學大樓 IT109 觀光大三 烘焙創意食物 熊婉君
整學期 二 2 聖益樓 SY519 整學期 二 2 第三教學大樓 IS202 觀光4B 外國語文撿定 林妏嬪
整學期 二 A 聖益樓 SY515 整學期 二 A 第三教學大樓 IS202 觀光4C 班週會 林妏嬪

3/3 五 3.4 聖益樓 SYB203 3/3 五 3.4 聖益樓 SY402 視傳2B 進階商業攝影 吳政璋
整學期 二 3.4 聖益樓 SY848 整學期 二 3.4 聖益樓 SY803 創設大二 造型設計 陳明石
整學期 二 2.3.4 聖益樓 SY803 整學期 二 2.3.4 聖益樓 SY848 創設3B 創意產品設計（二） 邱瑋晨
2/18 六 夜1.2.3 聖益樓 SY727 3/3 五 夜1.2.3 聖益樓 SY727 碩創設1A 整合設計 陳昱丞
3/3 五 夜1.2.3 聖益樓 SY727 2/18 六 夜1.2.3 聖益樓 SY727 碩創設1A 專題研討 教授群

3/25 六 1.2 聖益樓 SY501 3/25 六 1.2 校外服務學習 校外服務學習 觀光2A 群己倫理與生命關懷、服務學習 黎豈鳴
4/24、5/1、5/8、5/15 一 1.2 聖益樓 SY501 、5/1、5/8、 一 1.2 校外服務學習 校外服務學習 觀光2A 群己倫理與生命關懷、服務學習 黎豈鳴

整學期 一 7.8 寶文大樓 BW202 整學期 一 7.8 寶文大樓 BW303 國企2C 越南文（二） 陳虹鸞
整學期 三 2.3.4 仙庭樓 HT405 整學期 三 2.3.4 仙庭樓 HT306 資科1A 手持式裝置應用 李怡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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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3/27、5/1、5/8、5/15 一 5.6 知源大樓 JY401 /6、3/13、4/1 一 1.2 知源大樓 JY401 會資4B 稅務資訊系統（二） 紀東昀
2/18、3/25 六 6 聖益樓 SY501 2/18、3/25 六 6 校外服務學習 校外服務學習 幼保2A 服務學習 賴佳菁

4/17、4/24、5/1 一 6 聖益樓 SY501 /17、4/24、5/ 一 6 校外服務學習 校外服務學習 幼保2A 服務學習 賴佳菁
3/28、4/18、4/25、5/2、5/9 二 5.6 聖益樓 SY622 /18、4/25、5 二 5.6 校外服務學習 校外服務學習 會資2A 群己倫理與生命關懷、服務學習 張書渝
4/19、4/26、5/3、5/10、5/17 三 1.2 聖益樓 SY501 /26、5/3、5/1 三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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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東毅

4/18 二 5.6.7 聖益樓 SY620 /7、3/14、3/2 二 8 聖益樓 SY620 國企4B 理財規劃 張惟珩
整學期 二 1.2 聖益樓 SY513 整學期 二 1.2 聖益樓 SY514 觀光2A 專業外國語文（四） 林妏嬪
整學期 二 3.4 聖益樓 SY515 整學期 二 3.4 聖益樓 SY514 觀光2B 專業外國語文（四） 林妏嬪
整學期 二 晚1-3 聖益樓 SY727 整學期 二 晚1-3 聖益樓 SY802 創設碩一 資料分析 梁榮進

2/22-6/14 三 2.3 昌雲樓 CY503 2/22-6/14 三 2.3 長榮飯店 長榮飯店 觀光大二 防務作業管理 楊主恩
整學期 一 2.3.4 昌雲樓 CYB04 整學期 一 2.3.4 寶文大樓 BW309 行銷大二 國際行銷管理 王朝弘

2/16、2/23、3/2、3/9、3/16 四 1.2 寶文大樓 BW311 /23、3/2、3/ 四 1.2 寶文大樓 BW306 外語1C 英語口語表達（二） 陳玉雲
2/20 一 3.4 聖益樓 SY214 3/8 三 5.6 聖益樓 SY214 流設2C 美甲藝術與實作 林玉鏡
整學期 四 5.6 昌雲樓 CY201 整學期 四 5.6 昌雲樓 CY402 觀光大二 航空地勤服務作業實務 業千綺
2/21 二 3.4 桌球教室 桌球教室 2/21 二 3.4 桌球教室 桌球教室 企管1A 體育課 王克武（賴姍姍代課）
2/21 二 5.6 LMB001 LMB001 3/21、3/28 二 7 LMB001 LMB001 通識課程 基礎重量訓練 王克武
3/1 三 2.3.4 寶文大樓 BW306 3/1 三 5.6.7 昌雲樓 CY303 外語1A 民生應用與服務創新 莊傑翔
3/1 三 2.3.4 寶文大樓 BW307 3/1 三 5.6.7 昌雲樓 CY304 外語1B 民生應用與服務創新 張惟綜
整學期 二 1.2 昌雲樓 CYB04 整學期 二 1.2 昌雲樓 CYB03 流設2B 程式的美麗與樂趣 蕭嘉琳

3/1 三 2.3.4 聖益樓 SY522 3/1 三 2.3.4 昌雲樓 CY301 觀光1A 民生應用與服務創新 謝琦強
3/1 三 2.3.4 聖益樓 SY507 3/1 三 2.3.4 昌雲樓 CY302 觀光1B 民生應用與服務創新 林韻文
3/1 三 2.3.4 聖益樓 SY508 3/1 三 2.3.4 昌雲樓 CY301 觀光1C 民生應用與服務創新 王宗彥

2/23 四 5.6 仙庭樓 HT401 3/3 五 3.4 仙庭樓 HT401 碩資科1A 書報討論 陳仁龍
整學期 四 5.6.7 知源大樓 JY309 整學期 四 5.6.7 知源大樓 JY402 企管3B 作業管理 楊舒蜜
整學期 四 3.4 寶文大樓 BW311 整學期 四 3.4 聖益樓 SY618 外語2A 閱讀與討論（二） 宋立群
2/23 四 5.6.7 知源大樓 JY401 2/23 四 5.6.7 知源大樓 JY211 會資大三 內部稽核與控制 蔡如嵐
整學期 四 5.6 仙庭樓 HT205 整學期 四 5.6 仙庭樓 HT404 資科3A 專業英文 王雪如
整學期 四 7.8 仙庭樓 HT205 整學期 四 7.8 仙庭樓 HT404 資科3B 專業英文 王雪如
5/15 一 5.6.7 知源大樓 JY310 2/24 五 5.6.7 知源大樓 JY310 企管大三 電子商務與數位行銷實務 蔡明純
整學期 四 2.3.4 仙庭樓 HT306 整學期 四 2.3.4 昌雲樓 CY301 資科3B 互動介面設計 萬絢
2/23 四 2.3.4 聖益樓 SY519 2/23 四 2.3.4 寶文大樓 BW305 國企4A 就業輔導實務 林惠齡
整學期 一 2.3.4 寶文大樓 BW309 整學期 一 2.3.4 昌雲樓 CYB04 行銷大二 國際行銷管理 王朝弘

3/6、3/13、3/20、3/27 一 5.6 聖益樓 SY506 3/13、3/20、 一 5.6 校外服務學習 校外服務學習 財金2B 群己倫理與生命關懷、服務學習 劉彥芸
3/25 六 5.6 聖益樓 SY506 3/25 六 5.6 校外服務學習 校外服務學習 財金2B 群己倫理與生命關懷、服務學習 劉彥芸
3/16 四 5.6 寶文大樓 BW426 3/22 三 5.6 寶文大樓 BW426 外語大三 時尚美容日語 陳婉瑜
3/20 一 5.6.7 寶文大樓 BW426 3/20 一 5.6.7 寶文大樓 BW426 外語大二 日語能力檢定課程（一） 陳婉瑜（張惟綜代課）
3/1 三 1.2 寶文大樓 BW210 3/1 三 1.2 寶文大樓 BW211 LB07 職場英文 朱曉慧
3/1 三 3.4 寶文大樓 BW210 3/1 三 3.4 寶文大樓 BW211 LB10 職場英文 朱曉慧
3/2 四 1.2 寶文大樓 BW210 3/2 四 1.2 寶文大樓 BW211 LA24 英文（二） 王雪如
3/2 四 3.4 寶文大樓 BW210 3/2 四 3.4 寶文大樓 BW211 LB13 職場英文 王雪如
3/3 五 1.2 寶文大樓 BW210 3/3 五 1.2 寶文大樓 BW211 LB16 職場英文 陳正鑫
3/3 五 3.4 寶文大樓 BW210 3/3 五 3.4 寶文大樓 BW211 LA31 英文（二） 陳正鑫
3/2 四 5.6 寶文大樓 BW210 3/2 四 5.6 寶文大樓 BW310 外語3A 英語溝通技巧 康哲彰
3/2 四 7.8 寶文大樓 BW210 3/2 四 7.8 寶文大樓 BW211 外語大三 多媒體英語教學 鄭凱茹
3/3 五 1.2 寶文大樓 BW211 3/3 五 3.4 寶文大樓 BW309 外語2A 英文寫作（二） 柯大衛

2/21 二 3.4 第三教學大樓 IS202 2/21 二 3.4 昌雲樓 CY201 觀光3B 專業英文 葉千綺
3/28、4/18、4/25、5/2、5/9 二 3.4 聖益樓 SY519 /18、4/25、5 二 3.4 校外服務學習 校外服務學習 行銷2A 群己倫理與生命關懷、服務學習 李貞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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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 一 5.6 知源大樓 JY202 2/23 三 5.6 知源大樓 JY202 財金大二 證券交易實務與法規 張鈺娸
3/7 二 1.2 寶文大樓 BW312 3/8 三 5.6 寶文大樓 BW312 LA15 英文（二） 黃芝華
3/7 二 3.4 寶文大樓 BW312 3/8 三 7.8 寶文大樓 BW312 LB02 職場英文 黃芝華

2/21 二 3.4 聖益樓 SY518 2/22 三 5.6 聖益樓 SY302 服飾3A 專題設計（一） 蕭毓秋
- - - - - /9、3/16、3/2 四 5.6 知源大樓 JY312 會資2A 會計專業證照（二） 李蕙蘭

3/2 四 2.3.4 知源大樓 JY301 3/6 一 5.6.7 知源大樓 JY301 會資1A 管理學 劉自強
3/2、3/16 四 5.6.7 聖益樓 SY512 3/30、4/13、 四 8 聖益樓 SY512 觀光1C 休閒遊憩概論 沈竑毅

3/14 二 1.2 寶文校區操場 寶文校區操場 3/10 五 1.2 寶文校區操場 寶文校區操場 流設1B 體育（二） 沈竑毅
3/16 四 1.2.3 聖益樓 SY727 23、3/30、4/ 四 4 聖益樓 SY727 創設碩一 統計分析 沈竑毅
整學期 三 1.2 寶文大樓 BW210 整學期 三 1.2 寶文大樓 BW312 LB06 職場英文 陳伊潔
整學期 三 3.4 寶文大樓 BW210 整學期 三 3.4 寶文大樓 BW312 LB09 職場英文 陳伊潔
整學期 三 1.2 寶文大樓 BW312 整學期 三 1.2 寶文大樓 BW210 LB07 職場英文 朱曉慧
整學期 三 3.4 寶文大樓 BW312 整學期 三 3.4 寶文大樓 BW210 LB10 職場英文 朱曉慧

3/1 三 3.4 春安籃球場 春安籃球場 3/1 三 3.4 春安籃球場 春安籃球場 創設1A 體育（二） 林彥男（賴姍姍代課）
3/2 四 1.2 春安籃球場 春安籃球場 3/2 四 1.2 春安籃球場 春安籃球場 觀光1A 體育（二） 林彥男（沈竑毅代課）
整學期 二 7.8 第三教學大樓 IS201 整學期 二 7.8 仙庭樓 HT204 軍訓教室01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防衛動員 銀敏如
整學期 三 7.8 第三教學大樓 IS201 整學期 三 7.8 仙庭樓 HT204 軍訓教室01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全民國防 劉志偉
整學期 六 1.2 知源大樓 JY311 整學期 六 1.2 知源大樓 JY405 碩會資1A 論文寫作 楊永列
整學期 六 3.4 知源大樓 JY311 整學期 六 3.4 知源大樓 JY312 碩會資1A 稅務法規專論 沈政安
整學期 六 5.6 知源大樓 JY311 整學期 六 5.6 知源大樓 JY312 碩會資1A 績效衡量與評估 袁泱
整學期 六 7.8 知源大樓 JY311 整學期 六 7.8 知源大樓 JY312 碩會資1A 高等管理會計 蔡如嵐
整學期 五 5.6 知源大樓 JY210 整學期 五 5.6 知源大樓 JY214 財金大二 證券交易實務與法規 張鈺娸
3/29 四 7.8 聖益樓 SY501 3/29 四 7.8 聖益樓 SY501 觀光大三 葡萄酒賞析 陳國明
2/9 四 5.6 聖益樓 SY611 3/23 四 3.4 聖益樓 SY611 創設大四 設計專利實務 黃承啟
3/2 四 5.6 聖益樓 SY611 3/30 四 3.4 聖益樓 SY611 創設大四 設計專利實務 黃承啟
整學期 二 3.4 聖益樓 SY518 整學期 二 3.4 聖益樓 SY308 服飾3A 專題設計（一） 蕭毓秋
3/23 四 2.3.4 知源大樓 JY312 3/23 四 2.3.4 知源大樓 JY311 會資2A 財務管理 張旭玲
4/20 四 5.6.7 知源大樓 JY301 4/20 四 5.6.7 知源大樓 JY311 會資1A 證券交易法與實務 張婷
3/2 四 5.6.7 知源大樓 JY301 3/1 三 2.3.4 知源大樓 JY301 會資大一 證券交易法與實務 張婷
3/1 三 2.3.4 知源大樓 JY301 3/2 四 5.6.7 知源大樓 JY301 會資大一 商事法 陳瑞美
3/6 一 3.4 羽球 羽球 3/13 一 1.2 羽球 羽球 幼保1A 體育（二） 吳淑卿
3/6 一 5.6 羽球 羽球 3/7 二 7.8 羽球 羽球 財金1A 體育（二） 吳淑卿
3/2 四 1.2 羽球 羽球 3/7 二 1.2 羽球 羽球 視傳1B 體育（二） 吳淑卿
3/2 四 3.4 羽球 羽球 3/8 三 5.6 羽球 羽球 數媒1C 體育（二） 吳淑卿

2/23 四 5 聖益樓 SY611 2/23 四 5 聖益樓 SY728 創設大四 設計專利實務 黃承啟
3/3 五 2.3.4 仙庭樓 HT304 3/10 五 5.6.7 仙庭樓 HT304 資管2A 物件導向程式設計（二） 陳建興
整學期 二 5.6 聖益樓 SY802 整學期 二 5.6 聖益樓 SY848 創設1A 設計表現技法（一） 湯盈川
整學期 二 5.6 聖益樓 SY848 整學期 二 5.6 聖益樓 SY612 創設2A 人因工程 陳昱丞
整學期 二 7.8 聖益樓 SY848 整學期 二 7.8 聖益樓 SY612 創設2B 人因工程 陳昱丞

3/3 五 2.3.4 聖益樓 SY518 3/2 四 2.3.4 聖益樓 SY518 時經3B 國際行銷 吳金蓮
整學期 三 2.3.4 寶文大樓 BW308 整學期 三 2.3.4 寶文大樓 BW309 行銷1C 會計學（二） 陳慈惠

3/3 五 3.4 寶文大樓 BW426 3/3 五 3.4 寶文大樓 BW426 外語2B 日語（四） 黃耀儀（彭妍蓁代課）
整學期 四 3.4 寶文大樓 BW205 整學期 四 3.4 寶文大樓 BW305 行銷1A 中文應用書寫表達 林東毅
3/14 二 3.4 聖益樓 SYB203 3/14 二 3.4 校外參訪 校外參訪 視傳1B 影像創作 吳政璋
3/15 三 3.4 聖益樓 SYB203 3/15 三 3.4 校外參訪 校外參訪 視傳1A 影像創作 吳政璋
3/8 三 3.4 聖益樓 SY848 3/9 四 7.8 聖益樓 SY848 創設3A 作品集製作 劉宜欣
整學期 一 2.3.4 聖益樓 SY802 整學期 一 2.3.4 聖益樓 SY848 創設1B 設計表現技法（一） 湯盈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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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學年度第二學期-教師調、補(代)課暨教室異動一覽表(普通教室及專業教室)

5/18 四 3.4 聖益樓 SY521 5/18 四 3.4 全人教育中心 全人教育中心 企管大二 組織行為 吳維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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